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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一个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自动发现系统的结构、所遇到的问题和若干关键

技术，并实现了一个针对 CERNET 的拓扑发现原型系统。实验结果表明，发现方法可行，发现原
理适合于大规模 IP 网络，可以拓展为一个发现全国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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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the architecture, some issues encountered, and some key techniques
in constructing an Internet router level topology automatically discovering system, and have developed a
prototype system targeted at discovering the router level topology of CERNET.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s and discovery principles we take are feasible and operational on large scale IP network.
Therefore, this prototype system can be developed into a system for discovering the whole Internet
router level top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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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Internet 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1991 年 7 月约有 53.5 万台主机
连入 Internet（RFC 1296），1996 年 7 月约有 1288.1 万台主机连入 Internet，到 2001 年 7 月约
有 12588.8 万台主机连入 Internet[1]。网络的复杂性、业务的多样性和接入的随机性使其结构
不断变化，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管理越来越需要深入了解 Internet 整体拓扑结构，分析其结
构行为，以提出优化网络配置的合理建议。因此探测 Internet 拓扑结构成为一个新研究方向。
对 Internet 拓扑结构进行动态描述具有以下几方面应用：(1)宏观网络发展布局以及辅助
网络管理：如增加新路由器、网络扩容、从宏观层次管理规划大范围内的网络发展布局以缩
小地区间差距等；(2)为仿真模拟 Internet 环境[2]、协议设计与评价提供研究基础；(3)为与拓
扑结构相关的算法[3]的性能改进提供依据；(4)拓扑图可以帮助选择多镜像服务器的位置[4]、
确定连接哪个 ISP 可能获得最小延迟与最大有效带宽等；(5)通过在大范围内进行网络监测，
包括对网络拓扑和网络性能（如丢包率、RTT、网络伸缩性）的监测等，有可能发现网络异
常，分析大规模网络自动攻击(如 DDoS)的发起范围、控制病毒传播范围，以及故障隔离(fault
isolation)[5]，为防范大规模网络攻击提供研究平台和预警手段，使国家对全网络更具宏观控
制力；(6)为 Internet 流量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6]和网络行为学的研究提供基础辅助依据。
传统的网络拓扑发现主要特点：(1)针对局域网，是在一个对网络中的全体设备具有管理
和配置权的管理域范围内进行的，一般主要基于 SNMP、RMON 和 MIB。SNMP 及 MIB 具
有信息丰富的特点，同时结合 ICMP、DNS 等[7]进行网络拓扑发现方便、准确、周期短，但
其前提是需要相关设备支持 SNMP 及 MIB，同时需要具有对这些设备的管理访问权；(2)根
据应用的需要在局域网内发现第三层拓扑(路由器级)或第二层拓扑(路由器、网关、交换机等
包含数据链路层设备的互连)。而对 Internet 来说，一方面 Internet 中设备数量庞大，另一方
面我们的目的是从宏观角度观察其拓扑，因此，发现其第二层拓扑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Internet 拓扑发现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其原因主要是：首先，Internet 规模巨大，
结构复杂，适合于局域网的方法和技术不适合于广域网。其次，Internet 在本质上具有动态性，
协议版本升级、设备更新、新主机接入等；同时 Internet 流量也具有突发性，不再像传统的
电信业务流量那样符合 Poisson 模型[8]。第三，Internet 本身具有很强的异构性，其各个部分
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部门或团体所建，具有分散式管理的特点，不同的 ISP 具有不同操
作和安全策略，发现 Internet 拓扑需要跨越不同的网络和不同的管理域，获得拓扑信息受到
大量的接入限制，SNMP 协议不适用。试验表明：在跨越多管理域情况下，基于 SNMP 的网
络发现能力很低[2]，相应的拓扑搜索算法在广域网以及处理大规模数据时遇到很大的问题。
第四，零知识，即人们对 Internet 拓扑结构本身了解甚少，其本质的动态性也使人们不能作
较多的前提假设，只能依靠探测手段。
一个物理网络拓扑可以对应多个不同抽象级别的逻辑拓扑，对 Internet 进行拓扑发现时，
就存在路由器级、AS 级(RFC 1930)等不同抽象级别的逻辑拓扑，其研究的粒度、方法和应用
范围各有不同。本文重点是研究获得 Internet 路由器级整体逻辑拓扑，因此不讨论 AS 级拓扑。

2

相关研究工作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是指拓扑图中结点代表一个主机或路由器，或者是主机和路由器的
端口 IP 地址，两点相连表示相互之间经过一跳可达。1988 年，Van Jacobson 开发了 trace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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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它可以返回从源 IP 地址到目的 IP 地址所经过的路由信息，其初衷是用于发现点
对点的路由连接状况。1996 年，Jack Rickard 首先提出了利用 traceroute 来反映网络拓扑结构
的思想[9]。此后，以 Cheswick B.等进行的 IMP(Internet mapping project)和 CAIDA(cooperative
association for Internet data analysis)的 skitter 为代表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IMP 开始于 1998 年夏天，其长期目标是获得并保存 Internet 拓扑数据，以反映其随时间
变动的增长情况，这些数据也可用于路由变化问题、DDoS 攻击以及图论等方面的研究。他
们取得了一些拓扑发现成果，发布了一些 Internet 地图，地图以树状结构采用着色方式显示，
美观、漂亮。但正如作者所说，目前只是从一定程度反映其拓扑结构，实用性尚不是很强[10]。
skitter 结合 traceroute 和 ping，主动探测转发(forward)路径，记录 RTT，跟踪低频持久的
路由变化，可视化网络连接。1998 年 7 月 4 个 skitter 开始运行，现在已经有 18 个 skitter 对 4
种不同的目标集、超过 66 万个目的地址(覆盖全球可路由网络前缀的 52%以上)进行探测[11]。
需要说明的是 skitter 计划的目标是研究 Internet 基础设施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工作主要集
中于发现 AS 级拓扑、拓扑图可视化(visualizing)和 Internet 测量(Internet measurement)等方面。
南加州大学的 Mercator[12]采用 UDP 报文进行有限跳(limited-hop)的主动测量，对目的 IP
地址采用启发式猜测方法。在有限跳的情况下，该启发式方法有助于性能的提高[13]。Mercator
也使用松散源路由来辅助发现交叉链接和进行路由器端口合并。但是，一方面源站选路速度
较慢，自动确定采用那些 IP 进行源路由也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源站选路有可能使网关崩溃，
支持源路由的路由器不到 10%，无法在大规模拓扑发现中使用源路由反映交叉链接和进行端
口合并[12]。Cornell 大学的 Octopus [2]项目试验了 SNMP、broadcast ping 以及 zone transfer 机制，
结果表明，由于种种原因这三种方法在 Internet 上都不可取。
国内关于 IP 网络拓扑发现算法[14, 15]主要是基于 SNMP 协议，通过访问 MIB，结合 ICMP
等协议，在局域网或一个管理域等小范围内构造网络拓扑，有些还考虑发现链路层拓扑。文
献[16, 17]简要讨论了基于 IP 协议拓扑搜索原理，未涉及在多管理域中进行拓扑发现所可能
遇到的问题。国内尚未见到有关 Internet 路由器级和 AS 级拓扑发现的研究成果报道。可以看
出，目前进行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发现主要是利用所有路由器都支持的 ICMP、UDP 协议，
进行主动探测。
绘制出我国的 Internet 拓扑结构图可以成为世界 Internet 拓扑结构图的一部分，同时又具
有自主版权。Internet 的规模、异构性及本质动态性使得手工搜集和维护其拓扑结构图几乎是
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个能够自动发现 Internet 拓扑的系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展
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对 Internet 拓扑结构进行动态描述，并根据流量的变化分析其性能，
为加强网络宏观管理、提高网络利用率、防范大规模网络攻击等提供一个技术平台。

3

系统构成

我们的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自动发现系统由三部分构成：(1)数据收集子系统；(2)拓扑
图生成子系统；(3)拓扑图显示子系统。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数据收集子系统采用多机多进程并行收集 CERNET 的结点连接数据，规范化后存入路径
总表；拓扑图生成子系统根据路径总表及 IP 地理信息等辅助信息表生成相应的拓扑连接关
系，形成具有一定格式的拓扑图文件，然后发送给拓扑图显示子系统；拓扑图显示子系统结
合地理位置信息，以中国地图为背景，显示网络拓扑结构图。该图能够反映出 CERNET 的 IP
的分布密度和连接情况。数据收集和拓扑图生成平台为 Linux 环境，采用 Oracle 数据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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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总表，拓扑图显示平台为 Windows NT。
不同层次的拓扑可以由结点和边具有不同含义的图结构来表示。比如，物理层拓扑图中，
结点可以表示物理设备，如主机、网桥等，边表示通过某种物理介质(双绞线、光纤等)互连；
链路层拓扑图中，结点仍代表物理设备，但边可以表示令牌环、AT M、帧中继等；IP 层拓扑
图中，结点表示主机、路由器，或者是它们的 IP 地址，边表示相互之间经过 1 跳可以到达；
AS 级拓扑图中，结点表示一个 AS，边则表示两个 AS 之间存在对等连接。我们研究的是
Internet 路由器级逻辑拓扑，结点表示路由器的端口 IP 地址，不包括主机 IP 地址，边表示相
互之间经过 1 跳(实边)或 2 至 3 跳(虚边)可以到达。
拓扑及相关信息可视化
(图形用户接口 GUI)
拓扑图信息接收及访问 API
图信息
文件

拓扑图显示前端

拓扑图信息发送 API
IP 地理
信息维护

数据处理
(拓扑图生成 )

域名查询

数据访问接口(Pro C,socket)

IP 地理
信息 Log

探测数据
Log

中间数据
Log

数据接收及规范化
API

数据发送 API

本地域名
系统

中间层处理
数据探测 /
收集后端

探测/收集引擎
(多进程群机系统)
图1

Internet 拓扑自动发现原型系统结构

a.b. 0.d1
a.b. 32.d1
…,
a.b. 224.d1
a.b.
1.d1
a.b. 33.d1
…,
a.b. 225.d1
…,
a.b. 31.d1
a.b. 63.d1
…,
a.b. 225.d1
a.b.
0.d2
a.b. 32.d2
…,
a.b. 224.d2
…,
a.b. 31.d2
a.b. 63.d2
…,
a.b. 255.d2
…,
…,
a.b. 0.d16
a.b. 32.d16
…,
a.b. 224.d16
…,
a.b. 31.d16
a.b. 63.d16
…,
a.b. 255.d16

图2

按第 3 段
块顺序循
环变化

按第 3 段
块顺序循
环变化

按第 4 段
块顺序变化

按第 3 段
块顺序循
环变化

地址探测序列示意图

4

关键技术

4.1

数据采集子系统
数据采集子系统利用 traceroute 机制，采用 UDP 报文对 CERNET 的地址范围进行路由追

踪。
(1) 并行路由追踪。待探测地址数量很大，记地址形式为 a.b.c.d，设每个 a.b.c/24 平均划
分为 2 个子网，去除 IP 地址*.0、*.127、*.128、*.255，仍有约 449.2 万个 IP，显然不能采用
串行方式，因此我们采用多机多进程方式。对地址范围进行处理之后，共有 71 个 a.b/16 形式
的不同地址段，4 台结点机采用接收者启动算法，每个进程对一个 a.b/16 地址范围进行探测，
数据并行与任务并行相结合。
(2) 隐藏探测踪迹，避免误认为大规模攻击。对大规模地址进行探测很容易被入侵检测
系统误认为攻击行为。为此，我们将每个 a.b/16 地址范围均匀分为 8 块，每个 a.b.c/24 均匀
分为 16 块，每块随机取一个地址，然后按第三段块优先进行顺序探测，探测序列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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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四段的数值是在每段中随机选择的。这时，假设一次 trace 成功所用时间为 0.5min，则
a.b.0.d 与 a.b.1.d 间隔至少为 0.5×8=4min；而 a.b.c.d1 与 a.b.c.d2 间隔至少为 0.5×256=128min，
即 2h 左右。这样，即使对设有 IP 陷阱[18]的情况下也不易感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探
测踪迹。
(3) 提高 trace 性能。我们发现，当对一个目的地址 trace 时，若连续 3 跳超时，其后各
跳基本都将超时返回，继续增大 TTL 发探测包意义不大，所以连续 3 跳超时就终止此次探测，
缩短探测时间，克服了文献[12]中有限跳带来的不足。虽然探测目的地址不同，但不同探测路
径上的 IP 地址有一定的重复性，因此在探测过程中不进行域名反解析，而是整个地址范围探
测完毕后，求出无重复 IP 地址集，再对其完成域名反解析，极大地提高了整体性能。
(4) IP 地理信息提取。在拓扑图生成中需要知道探测到的各个路由器 IP 所在地理位置，
以便获得地理覆盖图。我们通过静态辅助信息表、域名匹配、whois 查询等多种不同方法，
确定 IP 地址所在城市，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
4.2 拓扑图生成子系统
我们先给出两个定义。
定义 1 边权——拓扑图中边的权重定义为该边在路径总表中出现的次数。
定义 2 边分界指数 b——用于拓扑图中边的聚类。总共分 n 类，则 b 定义为
b=lg(最大边权)/n
(1) 去“叶柄”技术。由全部路径构成的有向图的根是从探测点向外出发所经过的第一
个网关 IP。把由所有结点和边组成的有向图看作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从该网关 IP 出发的一
段公共路径就是该树叶的叶柄，如图 3(a)所示，
它是所有路径的必经之路，所以该路径上的边权
也最大(跨网探测时这段公共路径比较长)。将该
“叶柄”画在图中既没有必要，影响图的美观性，
又影响层分界指数的计算，从而影响其他边的显
示效果。因此需要去除“叶柄”，如图 3(b)所示。
(a) 去“叶柄”前
(b) 去“叶柄”后
我们先从路径总表中找到公共路径 P，然后将出
图 3 去“叶柄”示意图
现在 P 中的结点排除于图外（P 的末节点除外）。
(2) 图归约技术。从路径总表生成的拓扑总图是路由器 IP 图，而城市覆盖图反映的是城
市之间的连接关系，因此需要把同一城市的路由器 IP 结点合并成为一个代表该城市的结点，
即需要对该图按边进行归约。形式化如下：
设结点 IP 图为 G=（V IP,E IP），归约后的城市覆盖图为 G’=（V C,E C），则有
VC = {c ∃vip ∈ VIP使City (vip ) = c}
EC = {(vc1, vc 2 ) ∃(vip1 , vip2 ) ∈ E IP 使City (vip1 ) = vc1 且City (vip2 ) = vc2
(3) 边权对数聚集。边权大小能够反映路由路径的频度，呈现不同的分布，需要在拓扑
图中反映出“骨干”路由路径，因此应将相近的边聚集起来。我们根据边分界指数对边权进
行对数聚类，有利于考察其可能的幂律分布[19]性质。
(4) “限点剪枝分层”技术。拓扑图中结点和边分布过于密集不利于图的美观性。
“限点”
是指在拓扑图上限制结点个数，从而将其分为若干层来显示，突出“骨干”。“剪枝”是从路
由器 IP 拓扑全图开始逐步剪掉边权小于给定值的孤枝(其一个结点的度为 1 的边)，逐渐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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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团”。这样，拓扑图层次清晰，也保证了连通性，是比较理想的策略。
我们生成的拓扑图中的“骨干”路由是一种相对表示，与实际的主干路由没有对应关系，
但可用来反映实际路由承载情况，有利于评价对比带宽容量，为带宽扩容提供一定的依据。
4.3 拓扑图显示子系统
Internet 路由器级拓扑图庞大、复杂，因此，我们采用可缩放、可拖动的层级式显示方式，
以彩色中国版图为背景，绘制各级拓扑图。
(1) 鼠标消息驱动。以鼠标消息驱动方式在各级子图之间切换，用栈来存储相关信息。
(2) 可拖动的图形图像显示技术。由于屏幕显示区域有限，需要实现鼠标拖动图形图像
移动。为保证背景图像和所绘制的拓扑子图图形能够同步移动，定义一个内存设备环境，使
之与显示器设备环境相一致，将所有对图形图像的操作都放在该内存设备环境中，然后再进
行内存设备环境到显示器设备环境的复制。当发出移动消息时，系统根据内存设备环境计算
复制到显示器设备环境中时的原点坐标，从而刷新客户区的内容，达到拖动显示效果。
(3) IP 结点分布算法。城市覆盖图可以由城市坐标映射表得到每个城市在图中的坐标，
IP 逻辑图没有这样的位置信息。所以，IP 逻辑图需要采用某种结点分布算法为图中每个结点
分配坐标。首先，对拓扑图从度最大的结点开始遍历，生成树状结构。然后，从树根开始分
配坐标，子结点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在以父结点为圆心的圆或半圆上，一圈排满后，半径
加大排另一圈，原则是度较大的子结点远离圆心，度较小的子结点接近圆心。
(4) 图形准平面化技术。绘制 IP 逻辑拓扑图时容易出现两点连线经过其他点，即点线重
叠的情况，影响视觉效果。为此，确定图中每个点的坐标位置后，在画每条边之前，先判断
两点直接连线上是否有其他点。如果没有其他点，则直接连线；如果有，则在两点间作弧，
继续判断该弧是否经过其他点，如果经过，就改变圆弧半径再作弧，再判断，直至要作的弧
上没有除两端点以外的其他点。在拓扑图画完之后，辅之以鼠标拖动人工调整布点的方法。
(5) ToolTip 显示技术。拓扑图上每一点都带有一些附加信息，如 IP 地址、域名、所在
城市、所属单位等。这些信息不可能全部同时显示在屏幕上，但它们又是用来了解网络拓扑
的不可或缺的信息，因此采用 VC++的 ToolTip 功能。当鼠标指针移动到图中某个结点上时，
在该点附近自动显示与该结点相关的信息，鼠标指针移走则信息自动消失。

5

结果分析

目前我们是对全国教育网进行拓扑发现的，系统运行在北京。获得的拓扑全图(未按城市
归约之前)中包含 1611 个节点(对应路由器端口 IP)，2939 条边(包括虚边)。图 4 是 CERNET
网管中心 2001 年 5 月份提供的教育网主干拓扑逻辑分布图；图 5 是同期系统探测所生成的
CERNET 全国省会级城市的网络覆盖图；图 6 是地市级城市网络覆盖图；图 7 是选取的一个
城市(广州市)IP 逻辑拓扑图。将图 5 与图 4 对比可以看出：发现拓扑图基本反映出实际拓扑
连接关系。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图 5 中没有大连-上海、南京-上海、南京-武汉、武汉-广州、
成都-广州等 5 条主干路径，其原因在于单点探测。一般来说单点进行路由采集不可能发现三
角形结构，得到交叉路径。所以，为获得较完整的网络拓扑图应采用分布式多点 trace 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发现了北京-西安-成都这个三角形结构，这可能是因为北京某个主干路由器配
置了动态路由或具有负载平衡的静态路由所致，因此只是在特定网络状态下才有可能发现三
角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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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ERNETⅠ级网拓扑图（省会级城市覆盖图）

图 6 CERNETⅡ级网拓扑图（地市级城市覆盖图）

主动探测不可避免地增加网络负载，我们来分析一下该系统运行时网络负载的增加情况。
设每次 trace 平均为 20 跳，每跳发送 3 个各 32byte 的 UDP 报文，返回 3 个各 56byte 的 ICMP
响应报文，一次 trace 为 30s，则每秒网络中最多增加(32+56)×20×71/1024=122Kbyte(占用总
带宽)的报文，最多增加 6×20×71/30=284 个包，而这些流量是分布到全国的，每秒平均通
往每个目的地址的路径上的包最多为 6×20/30=4 个，并且由于 traceroute 存在丢包超时等待，
再加上并不是对每个地址都进行 trace，实际增加的流量要小于上述相应的值，因此对网络影
响不大。为减小负载强度，我们还适当增加延迟，将一轮探测周期控制在 3 天左右。
目前我们没有考虑防火墙、策略路由等情形对拓扑图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拓扑
图显示方面尚需要进一步优化。
我们生成的拓扑图中，不包括主机 IP 地址，只包含路由器端口 IP 地址，边表示相互之
间经过 1 跳(实边)或 2 至 3 跳(虚边)可以到达。这样考虑的原因是：(1)路由器返回的是数据包
的入口 IP 地址(参见文献[20]，从网络 1 对网络 3 进行 trace，则输出的路由器 IP 地址为 if1,i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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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输出的 IP 地址为 if4,if2。if2 与 if3 的网络号相同，而 if1 与 if4 的网络号则不同)。
单点探测时，拓扑图基本呈现为树状结构，在静态路由情况下，对一个路由器来说得到的端
口 IP 基本是唯一的，因此可以代表该路由器。多点探测时需要考虑路由器多端口合并问题，
文献[11]中给出了一种合并方法，但合并仍不完全。(2)如果将主机 IP 也表示在图中，则这些
IP 一定对应的是叶结点，这不仅会使图中的结点个数猛增，影响显示效果，而且也不利于观
察路由器之间的连接关系。另外，考虑拨号上网、NAT 、DHCP、多接口(multi-homed)主机、
移动计算等情形，无论主机 IP 如何改变或位置变动，对应连接的拨号服务器或路由器位置一
般不变。因此，我们生成的拓扑图只包含全部探测到的路由器端口 IP，使相应的拓扑图对于
拨号上网、NAT 、DHCP、多接口主机、移动计算等情形也有意义。(3)由于探测路径中存在
中间跳丢包的情形，为反映探测可达性，采用虚边的方法连接存在无响应间隔的两个 IP。

（a） 包含虚边

(b) 直接可达

(c) 只包含前二级边权
图7

6

广州市 IP 逻辑拓扑图

结论
大范围内对 Internet 进行拓扑测量，开展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开发高级探测技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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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发展高级路由和交换能力的需要是一样的。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我们通过改造
traceroute，采用单点主动测量的方法对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进行了拓扑结构的探测，
绘制出了包含每个地级城市的分层次 CERNET 拓扑图，基本反映出了实际的路由分布状态。
通过分析 traceroute 的实现，将并行方法引入到网络拓扑发现中，效果令人满意。本文提出的
路由器级拓扑图中不包含主机的思想有助于提高系统的适应性以及拓扑图的可视化效果。引
入地理信息的城市覆盖图丰富了逻辑拓扑图的表达手段。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多点探测的方法，
将本系统拓展成为自动发现全国 Internet 拓扑结构的系统。同时，在无踪迹、无损伤探测、
拓扑图层次化、路径合并、路由器端口合并、性能表征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致 谢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得到唐剑琪博士、王巍博士、王伟平硕士、崔祥硕士以及杜
跃进博士、王丽宏博士、陈逊训博士等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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