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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路由协议 HBH 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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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播路由协议 HBH 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且内存需求低，但其对路由路径变化的适应能力及本地组播效率有待改进。该文分析了
HBH 协议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提出新的组播转发树构建方式，通过模拟试验对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改进的 HBH 协议对路由路径变
化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并在本地具备较好的组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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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tudy of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 H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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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p By Hop(HBH)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 has many invaluable features such as low memory requirement and high scalability, but it
can not adjust its forwarding tree well when some routing paths are changed, and local multicast efficiency in HBH is low. This paper analyzes HBH
protocol, explains the cause of the above shortages,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ways and mechanisms to improve HBH protocol. Experimental result
proves that the modified HBH overcomes the drawback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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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P组播曾被认为是实现组播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其会
使路由表表项数量迅速增长 [1]，因此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作为 IP 组播的替代方案之一，应用层组播得到
了 迅 速 发 展 ， 如 Narada, Scattercast, Yoid, ALMI, HMTP,
NICE。由于应用层组播在端主机之上实现，不需要对网络层
做任何修改，因此容易部署。但应用层组播与网络层无关，
在网络层上没有任何数据包的转发分支，势必造成数据包的
重复传输，从而降低了组播效率。
IP 组 播 的 另 一 个 替 代 方 案 是 BP-based 组 播 ， 如
REUNITE[2], HBH[3], BMP[4]，其中，BP是指组播转发树中的
分支节点(向多个节点转发数据包)。在BP-based组播中，数据
包的目标地址不采用D类组播地址(或IPv6 中的组播地址)，而
是采用普通的单播地址，因此，容易在现有Internet上部署。
BP-based组播的非BP不需要保存组播路由表MFT，从而可节
约路由表资源。HBH(Hop By Hop)是一种典型的BP-based组
播，它基于REUNITE的核心理念，并对其进行了优化。本文
将对HBH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并作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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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H 概述
在 HBH 协议中，群组由<S, G>标识，其中，S 表示发送
方单播地址；G 表示 D 类 IP 组播地址。
HBH中的组播路由器有 2 个路由表：MCT和MFT。与
REUNITE不同的是，在某路由器的MCT或MFT中，路由表表
项存储的是下一个分支节点或群组接收者的单播地址，如图
1 所示，其中，r1加删除线表示由fusion消息去掉了该表项；
不加标记的路由表为M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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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H协议中的组播路由表表项对应 2 个定时器t1和t2。t1
期满后将不再转发数据包，仅转发消息；t2 期满后将不再转
发数据包和消息。
HBH 利用 3 种消息完成组播转发树的构建和维护，分别
为 join 消息、tree 消息和 fusion 消息。群组接收者或分支路
由器周期性地以单播形式向源 S 发送 join 消息，在首次发送
(加入群组)时，该消息将到达群组源，在其他发送过程中，
该消息可能被该接收成员加入的分支路由器截获(经过该路
由器时)。
数据发送方周期性地组播 tree 消息，每条 tree 消息指明
了一个接收者，其作用是添加或更新路由表表项。当收到 join
消息则立即发送 tree 消息，以便接收者迅速加入群组。
fusion 消息用于合并相关的路由表表项，使在相关共享
链路上只传输一次相同的数据包，具体过程可参见文献[3]。
HBH 的主要优缺点
HBH 是目前 BP-based 组播中较为完善的组播路由协议，
其主要优点如下：
(1)在组播流通过不支持组播的单播网络时，HBH 不采用
隧道技术，而是直接利用单播方式。该机制从本质上与单播
网络融合，极大地提高了传输效率，扩大了组播的应用范围。
(2)在使用群组时不需要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群组地址，
提高了组播的可延伸性。
(3)数据发送方能对群组进行有效控制，不存在未授权用
户向群组发送数据包的现象。
(4)在网络拓扑及路由路径稳定的情况下，建立的组播转
发树是 SPT 树(REUNITE 不能构建 SPT)，因为 HBH 的组播
转发树是由数据发送方向接收者发送的 tree 消息完成的。
(5)源和路由器的MCT和MFT表项是下一个组播转发树
的分支路由器或接收者(从拥有该路由表的节点到接收者无
分支路由器)。这一优势在文献[3]中没有过多地提及，但可靠
组播可以利用此性能提高报文修复性能 [5]。
HBH 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存在接收者无法正常接收数据包现象。
以图 1 为例，当R4-R5通路中断后，r2将无法正常接收数
据包。因为r2 发送的join消息此时是非首次join消息，所以其
被R3 拦截，无法重建组播转发树。尽管R5 得不到及时更新而
退出转发树，新的转发树也不会建立。
(2)对路由最短路径的变化适应能力不强。主要原因是在
构建好一棵组播转发树后，HBH 利用组播 tree 消息来更新和
维护转发树，源在收到 join 消息后有时可以重建转发树，但
是非首次 join 消息拦截机制限制了这一能力。
以图 1 为例，假定由于拥塞控制等原因改变了从S到r2的
最短路径，即从S-R4-R5-r2改变为S-R6-r2。r2会向源S定期发送
join消息，但被R3拦截而到达不了源S，因此，无法根据新的
路径信息进行相应的更新，从而无法建立新的SPT树。
(3)由于路由表表项是接收者的单播地址，在组播路由器
所在的本地网络中有大量接收者的情况下，数据包要在该本
地网络上出现 n 次(接收者数量)，从而影响了组播效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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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H 组播转发树构建改进

针对 HBH 协议的不足之处，本文进行了如下的改进。

相关消息
由于 HBH 组播转发树的构建是通过一系列消息来完成
的，因此为克服上述缺点，取消了定期组播的 tree 消息，并
引 入 4 个 新 消 息 ： join_r(restruction), expire, newpath 和
3.1

tree_u(unicast)。
join_r 消息与 join 消息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发送时机
和处理过程。在 join_r 消息转发过程中，没有拦截机制，其
能自由到达数据发送方。另外，数据发送方在收到 join_r 消
息后将发送 tree_u 消息，而不是 tree 消息。发送时机有 2 种
情况：(1)相关网络中断，接收者检测到较长时间没有收到任
何数据包时立即发送；(2)针对可能发生的最短路径改变，接
收者或分支路由器定期发送(具体见下文)。一旦接收者发送
一个 join_r 消息，则其在相应的重构周期内不再发送 join 消
息。此后，该接收者将周期性地发送 join_r 消息，以进行相
应的更新。
tree_u 消息与 tree 消息基本相同，但前者是向发送者单
播，这点与数据发送方收到 join 消息发送单播的 tree 消息是
一样的。路由器对 tree_u 消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与处理 tree 消
息一样，包括更新所经过的路由器路由表项)，但是其所建立
的表项并不立即转发数据包，只转发消息。收到对应 expire
消息后，启动数据包的转发。
expire消息格式为expire(S, R)，其中，S为组播群组标识；
R为发送者路由表中t 1 到期的表项地址。当某路由器表项的t1
定时器期满时，向数据发送方发送expire消息，由后者向群组
组播。当由tree_u消息新建的R表项收到此消息后，启动数据
包的转发。
newpath消息格式为newpath(S, R)，其中，S为组播群组
标识；R为节点地址。当含有新建R表项的路由器收到expire (S,
R)时，向数据发送方发送newpath消息(对应图 2 中的t2时刻)，
由后者向群组组播。收到此消息时，所有到期的R表项从路由
表中退出。
修改后的协议中会涉及一些周期，如图 2 所示，其中，
t1对应HBH中表项的t1定时器周期概念。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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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空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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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期结构

重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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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构周期结构

图2

周期关系

定义 1 重构期限是指新建表项消亡的时间期限，其值大
于HBH中表项t 2 定时器的周期。在重构过程中，如果原路径
得到更新，则新建的表项应该消亡，重构期限指明了其消亡
时刻。
定义 2 重构周期是一次 join_r 消息所引起的重构过程所
用时间，是从某节点发送 join_r(S, R)消息起，到所有到期的
R 表项消亡或重构期限到期的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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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3 重构空闲周期是 2 次重构过程的时间间隔。
定义 4 测试周期是从某节点发送join_r(S, R)消息起，到
某R表项的定时器t1到期的这段时间。这段周期可防止路径因
临时改变而引起组播转发树重构。

1.40

转发树重构建
本文主要以图 1 为例说明重构过程，并假定路径按照上
文所述发生了改变。
在某时刻r2 发送join_r(S, r2)消息启动重构周期，其每隔
一定时间发送一次join_r消息。这些消息均到达了数据发送方
S，并由后者向r2单播tree(S, r2)。由于此时从S到r2的最短路径
是S-R6-r2 ，因此在S-R4-R5-r2 路线上的r2 表项得不到更新，而
在S-R6-r2 路径上将构建完新的路径，这条路径现在仅启动转
发消息功能。当R5的r2表项的t1到期后，发送expire(S, r2)消息，
在S和R6(新路径在它们的路由表中新建了表项)收到expire(S,
r2)后，启动新路径转发数据包功能，并向S发送newpath(S, r2)，
由后者以组播的形式向组播通告新路径启动，并做相应的删
除和修改工作。当含有相应expire(S, r2)消息中非新建r2 表项
的路由器R5收到newpath(S, r2)后，立即停止向该表项对应的
地址转发数据包。本文使用fusion消息处理一些合并工作，具
体可参见文献[3]。
在上述过程中，只要在测试周期内原有的r2 得到更新，
新的路径就在重构期限内得不到expire消息，从而在重构期限
到期时将新建路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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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组播扩展
如上文所述，在HBH中群组由<S, G>标识，G是D类组播
地址。如图 1 所示，在末端网络的组播路由器上(如R3和R5)，
要对每个加入的组播接收者建立表项。在本地有较多接收者
的情况下，其效率显然不高，因为在本地的数据包可以通过
硬件级组播来完成，即一个数据包在本地网络仅传输一次。
另外，可以利用IGMP对接收者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取消接收
者发送的join消息，从而提高本地的管理效率和扩展性。

HBH
Modified HBH

1.35

1.15
1.10
1.05
1.00
0.95
0.90
10

20

30

模拟试验

模拟试验用 NS-2.31 完成，所用拓扑用 GT-ITM 生成。 拓
扑由 5 000 个路由器节点组成，拓扑模型为 trans-stub。主机
节点与随机的路由器节点相连接，且每个路由器节点只连接
一个主机节点，即忽略本地组播的具体细节。
为了评价 HBH 组播转发树的质量，引入 ADR(Average
Delay Ratio)指标：
ADR =

1 n 从发送方到ri的实际距离
)
∑(
n i =0 从发送方到ri的最短距离

其中，n为接收者数量；ri为第i个接收者。
在网络拓扑中 2 点间最短路径不变的情况下，HBH 构建
的转发树是 SPT。为了测试转发树对路径变化的适应能力，
试验定期(120 s)中断拓扑中的某些链路(事件发生时一条链
路的中断概率为 0.03)。在上述变化环境下，HBH 修改前后
的性能比较如图 3 所示，其中，图 3(a)的采样时间为拓扑开
始变化后 200 s。结果验证了修改后的协议具有较好的路径变
化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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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BH 修改前后在不同群组下的性能比较
1.30

HBH
Modified HBH

1.25
1.20

ADR

1.15
1.10
1.05
1.00
0.95
0.90

0

2

4

3.3

4

40

6
8
10
采样时间/min

12

14

16

(b) HBH 修改前后适应能力比较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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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H 修改前后性能比较

结束语

由于 IP 组播存在一些缺陷，并且缺乏基础网络的支持，
因此无法在 Internet 上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为了克服 IP
组播的缺陷和促进组播的实际应用，BP-based 组播作为一种
替代方案被提出。本文分析了这类协议中性能较好的 HBH 协
议，并进行了改进，使其在相关路径发生变化时能作相应的
调整；还对其进行了本地组播扩展，以提高本地组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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