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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handletheproblemoflowlinkutilizationresultingfrommixingonlineandofflinetraffic
inonedatacentertransmissionnetworkandseparatingthem withafixwayinthesamelink,we
proposeasolutionofofflinetrafficschedulingbasedononlinetrafficprediction．Itfirstlypredicts
onlinetrafficneededtobeguaranteedpreferentiallyinlinkusinganalgorithmcallingSlidingＧkthat
combinesEWMAandBayesianchangepointdetectionalgorithm．Thiscustomizedalgorithmcanmake
predictionsensitivetoasuddenchangeofnetworkenvironmentandreduceunnecessaryreＧadjustments
whennetworkenvironmentissteadyatthesametime．Therefore,itcanexactlymeettheprediction
demandunderdifferentnetworkenvironments．Aftercomputingtheremainingspaceforofflinetraffic
accordingtoonlinetrafficpredictionresultandimplementingdynamicbandwidthallocation,itusesan
algorithmcalledSEDFthatcanconsiderbothtrafficdeadlineandsizetoscheduleofflinetraffic．
ExperimentalresultsreflectthatSlidingＧkcanmeetthepredictionneedsbothwhennetworkmutation
occursandwhennetworkhasnochangeandcansimultaneouslyimprovetheaccuracyoftraditional
EWMAalgorithm．ThecombinationofSlidingＧkandSEDFcanimprovetheutilizationofdatacenter
links,soastomakefulluseoflink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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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在线流量和离线流量共用一个数据中心传输网络,且２种类型的流量在链路中的分配模

式固定不变而导致的链路利用率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在线流量预测的离线流量调度方式．首先使

用结合了EWMA 方法和贝叶斯拐点检测算法的SlidingＧk 算法对链路中需要优先保障的在线流量进

行预测,使预测既能在网络环境突然变化时灵敏响应,又能在网络平稳时减少不必要的重调整．根据预

测结果计算出离线流量的可用剩余空间,实现动态的带宽分配之后,使用能够同时考虑流量截止时间和

流量大小２个维度的SEDF算法对离线流量进行调度．实验结果表明:SlidingＧk 能够同时满足网络突变

和网络无变化情况下的预测需求,并且能够提高传统EWMA 方法的准确率,它和SEDF的结合能够提

高数据中心链路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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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在世界各地构建起

了自己的数据中心(datacenter,DC)以及跨数据中

心域的数据传输平台．但是,连接每个数据中心对的

长途链路十分昂贵,因此提高数据中心间链路的利

用率毫无疑问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尤其是

随着５G的到来,传输数据量会急剧膨胀,数据中心

间链路利用率的提升将更为紧迫,其带来的效益也

将更为显著．
国内的数据中心网络一般将在线流量和离线流

量混合部署,其中在线流量是为用户提供在线服务

所产生的延迟敏感型的流量,而离线流量是由数据

中心间数据复制等原因产生的较为不紧急的流量．
文献[１]也 指 出,数 据 中 心 间 广 域 网 (widearea
network,WAN)的流量大致可以描述为２种类型

流量的混合:１)高优流量,由用户所面临的需求即时

到达的流量组成．到达的需求数量是无法预测的,虽
然比总容量小得多但需要被充分满足．２)数据中心

之间的大规模传输的流量,是周期性时间需求的流

量．这２类组成了广域网上的大部分流量．由于２种

流量共享带宽,因此需要考虑带宽的分离模式,也就

是决定给每种流量分配多少带宽,采用动态的还是

固定的分配比例．
目前有许多关于数据中心间网络性能优化的研

究[２Ｇ７],但这些传统的数据中心间的数据传输方法具

有２方面的局限:

１)固定的带宽分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链路

总带宽被以固定的比例划分给在线流量和离线流量,
这会导致在线流量很少的时候,预分配给它的那部

分空闲带宽无法被数量众多的离线流量利用．现有

的固定带宽分离模式是造成目前链路利用率低的最

主要原因．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够实时地充分利用在

线流量所剩的可用带宽,则链路利用率会大大提高．

２)单一条件的最早截止时间(earliestdeadline
first,EDF)算法．传统的EDF调度方式会根据流量

的截止时间对所有流量进行调度,截止时间越早的

越被优先调度．在需要最大程度增加可完成的流量

数量时,仅考虑流量截止时间的做法并不能达到期

望的调度效果,因为在链路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当流

量截止时间相差不大但流量大小相差很大时,优先

调度较小但截止时间稍晚的流量可以在提高链路利

用率的同时最大化完成流量的数量．
根据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带宽使用情况

预测的实时调度算法,能够解决传统数据复制传输

方式存在的以上２方面不足．本系统采用集中式的

同时考虑流量截止时间和流量大小的调度方式,通
过控制器来维护链路的全局信息,同时,预测模块通

过各链路的历史观测值预测出当前调度周期的在线

流量(实时到达的流量)使用情况,从而将本周期内

各链路的剩余带宽充分分配给离线流量(在指定时

间段内传输完即可的流量),即调度器基于这些全局

信息来产生全局最优的调度决策．

１　相关工作

为了提高数据中心间 WAN 的链路利用率,

Google先后提出了B４[８]以及它的改良版本B４and
After[９],此外还有支持其中TE组件的BwE组件[１０]．

B４整体采用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Ｇdefined
networking,SDN)的结构来实现,主要通过一个集

中式的流量工程(trafficengineering,TE)算法来为

应用分配带宽,实现最大最小公平(maxＧminfairness,

MMF),这一方式能够使链路利用率达到接近１００％．
Google通过集中式的 TE来实现全局式的调

度．在B４中,SDN网关将来自多个站点的拓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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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TE控制器,带宽执行器(BwE)则收集来自不同

应用的需求然后提交给控制器,然后集中式的控制

器利用这些全局的信息,使用 maxＧminfairness的

方式对带宽进行分配,这一分配过程是站在全局的

角度上进行的．
GoogleB４WAN的流量需求在５年内增长了

１００倍,并且从一个要求９９％可用性的批量传输、内
容复制网络,发展成为一个可用性要求为９９．９９％的

支持交互的网络．针对带宽需求和可靠性要求的增

长,Google随后提出了B４andAfter,它改进了 B４
原有扩展方案,将每一个站点设计为２层拓扑抽象,
同时引入了边链(sidelinks)和超节点(supernode)
级别的 TE解决容量不对称问题．

根据微软的SWAN[２]所描述,高容量 DC间链

路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可以长距离提供１００Gbps
到 Tbps的容量,其每年的租赁成本高达１００万美

元．但是DC间 WAN的使用效率极差,即使是繁忙

链路的平均利用率也仅为４０％~６０％,显然供应商

目前并未充分利用这些昂贵的资源．因此微软提出

了软件驱动的广域网 (softwareＧdriven widearea
network,SWAN),它通过协调不同服务的发送速

率及集中配置网络数据平面来提供高效、灵活的数

据中心互联网络．为了保持较高的使用效率,需要频

繁更新网络状态,为此在链路上预留了少量带宽,并
且在交换机上预留了少量内存．通过这种方式可快

速地实现网络更新并且不会打断现有网络的运行．
Facebook在SemiＧOblivious[１１]中指出,需要在

TE中在性能和鲁棒性之间达到平衡．大多数系统都

是针对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进行优化而设计的,但是

很少有系统能够同时实现２种优化．由于操作限制

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例如路径的数量、重配置

产生的开销、硬件施加的量化分割比等．Facebook
因此设计了Smore,一种通过将仔细路径选择与动

态权重适应相结合的方法．Smore在拥塞和负载均

衡指标方面实现了近乎最佳的性能,在延迟方面与

最短路径的方法也堪具可比拟性．
然而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无法完全与在线流量和

离线流量混合部署且要求高链路利用率的场景吻

合．以 Google为例的集中式调度对于提升链路利用

率的效果立竿见影,但 Google的场景跟国内大多数

企业的场景不同,它具有２套独立的 WAN,除了上

述连接众多数据中心的B４之外还有一套是链接数

据中心和用户的B２,不存在在线数据和离线数据的

带宽分离问题．SWAN 在设计时主要解决如何快速

实现数据平面的更新问题,而Smore则致力于同时

兼顾性能和可靠性．尽管这些 TE系统很好地解决

了各自面临的不同需求,但它们均未深入研究链路

中的２种流量混合部署的问题．
然而,在线流量和离线流量共用数据中心链路

而引发的混合流量调度问题普遍存在并具有研究价

值,理想的混合流量调度方案应该在优先调度在线

流量的情况下将剩余的链路资源充分分配给离线流

量需求,这样一来链路利用率就能大大提升,宝贵的

数据中心链路资源就能得到高效地利用,从而为企

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以国内数据中心网络为例,包括百度、华为在内

的数据中心网络均将在线流量和离线流量混合部

署,需要进一步考虑带宽的分离模式．
百度在面临以上问题时,先后提出了PieBridge[１２]

和BDS[１３]．PieBridge通过在残存网络上进行传输,
最大化通信链路的带宽使用,同时通过使用调度

器选择数据传输源,显著减少了数据同步的完成时

间．在PieBridge的理论基础上,BDS具体通过充分

利用DC间的覆盖路径来减少数据同步的完成时

间,同时给组播流量(离线流量)和延迟敏感型流量

(在线流量)固定地分配带宽占比来实现链路带宽的

共享．
百度同样指出,依赖于各个服务器的本地调度

决策由于缺乏全局的信息,通常都是次优的．所以百

度提出了BDS,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结构,它通过

中央控制器实时地维护agent服务器数据传输状

态,以近似实时的方式更新最新的全局信息,以便响

应动态的性能变化、请求的变化、和路由决策的更

新．这样一个全局式的调度系统通常比较复杂,但
是,BDS将控制算法解耦为调度和路由２个部分,
从而减少集中控制的计算开销．系统在调度步骤中

会选出duplicationdata的子集,后续路由步骤仅仅

考虑这些被选中的子集,搜索空间因此大大减少,全
局式的调度也因此变得更加高效．

然而,固定的带宽分离模式仍不能充分地在在

线流量和离线流量之间共享带宽．在线流量的峰值

和谷值相差较大,为了保障延迟敏感型的在线流量

能够正常地进行传输,采用固定带宽分离模式的系

统往往为在线流量分配多于其一般情况需求的带

宽．这就会造成大多数情况下,分配给在线流量的带

宽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而遭到浪费,此外,在线流量

的突发时有发生,一旦发生在线流量的意外激增,固
定分配给在线流量的带宽就会不足,因此,固定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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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模式不仅无法充分利用链路资源,也无法保

障在线流量突增时的传输．而离线流量作为一种非

延迟敏感型且规模庞大的流量,它可以根据链路中

的在线流量占用情况来灵活调整自身的传输．

２　基于预测的调度系统概况

在传统的固定带宽分离的模式中,由于分配给

延迟敏感的在线流量以及对延迟不那么敏感的离线

流量的带宽是固定的,所以即使在线流量很少时,离
线流量也不能利用分配给在线流量但目前空闲的带

宽,这将导致很低的链路利用率．所以本系统采用了

动态带宽分离模式,根据不同的网络情况来自动调

整调度结果:当在线流量突发时,本系统将会缩减即

将分配给离线流量的带宽以保障在线流量的性能同

时避免拥堵;当在线流量缩减时,本系统允许离线流

量使用更多的带宽以充分使用剩余带宽．

Fig．１　Logicaldiagramofdynamicbandwidthseparation
图１　动态带宽分离的逻辑图

图１为本系统动态带宽分离的逻辑图．系统每５s
制定一次流量的调度方案,每个周期内系统各模块

之间的调用关系为:

１)网络监视器读取由代理观察到的历史流量

信息(historicaltraffic),然后将这部分信息提供给

预测模块,即由指数加权移动平均(exponentially
weightedmovingaverage,EWMA)[１４]和拐点检测

算法[１５]组成的SlidingＧk模块．
２)拐点检测(changepointdetection)子模块依

据历史在线流量信息判断当前周期是否有突变出

现,并将拐点检测结果通知到EWMA模块．
３)EWMA模块负责计算当前周期的在线流量

预测值,它根据拐点检测的结果来调整自身的参数,
并结合历史在线流量数据,计算出当前周期在线流

量的预测值．

４)控制器模块(Controller)负责收集系统的拓

扑信息(包括各链路的初始容量、当前剩余容量等信

息)以及收集到的离线流量需求(demand)(包括需

流量需求的到达时间、截止时间、流量大小、源 DC、
目的DC),并在系统做出调度决策之后及时地更新

这些信息．
５)调度器(Scheduler)从控制器获取当前周期

的拓扑信息,包括各链路内的剩余带宽大小,以及本

周期内可调度的离线流量需求,通过调度算法确定

离线流量的调度顺序,并使用可绕行的选路决策为

每一个离线流量确定目标路径,从而完成调度．

３　基于预测的调度算法

３．１　在线流量预测机制

目前存在一些基本方法可以检测在线流量变化

并动态调整调度的配置,如EWMA,kＧSigma等[１４,１６]．
但这些方法有时候会连续地重配置,甚至在网络很

稳定的时候也会如此,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预

测可用带宽的时候面临着一个权衡:当我们在预测

时更偏向于参考最近的数据,预测值将会出现明显

的震荡,这将引起不必要的连续重调度;而当我们在

预测时更偏向于参考历史数据,预测值受近期检测

到的拐点的影响就较小,这使得系统对于网络变化

不那么敏感．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系统将 EWMA[１４]和拐

点检 测 算 法[１５]结合,并且设计了本系统定制的

SlidingＧk算法,如算法１伪代码所示．具体来说,我
们为EWMA方法设置了一个边界 K ∈[０,１],K
为使用原有 EWMA 方法时就需要确定的经验值,
一般根据数据特征选择,在本文实验部分展示了在

兼具平稳和抖动数据时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这一

经验值可以设置为０．５．若当前没有拐点,k 将被设

置为K,而当一个拐点被检测到时,k 将被设为１,
然后逐渐地降至K．

在一个调度周期内,网络变化监视器不断地获

取服务器吞吐量的一系列代理观测值,这些值在下

一个调度周期内被用来预测可用带宽．
算法１．SlidingＧk算法．
输入:拐点阈值P、周期t之前的流量时间序列

T、EWMA的最佳实践值K;
输出:周期t的流量值．
①k←K;

②cp←上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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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ifChangePointDetect(T,P)then
　∕∗判断当前周期是否为拐点∗∕

④ 　k＝１;

⑤ 　cp＝t;

⑥ 　T←仅包含周期t的时间序列;

⑦else
⑧ 　ifT 包含周期cpthen
⑨ 　　k＝k－１;

⑩ 　else
 　　k＝K;

 　endif
 　T←追加周期t;

endif
returnEWMA(k,T)．∕∗ 使用 EWMA 方

法计算当前周期的流量∗∕
３．１．１　EWMA

EWMA即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这一方法可

以根据历史观测值来估计当前的值,预测时给观测

值的权值随时间呈指数递减,离当前时间越近的数

据由于跟当前时间的相关性越高而权重越大．
EWMA的表达式为

Z０＝μ０, (１)

Zi＝(１－k)Zi－１＋kXi,i＞０, (２)

其中,Xi 为时刻i的实际值,系数k 表示加权下降

的速度,其值越大表示下降得越快,也就是给最近观

测值的权重更大,Zi 为时刻i的EWMA预测值．
将EWMA的表达式归纳后可写成:

Zi＝(１－k)iμ０＋k(１－k)i－１X１＋

k(１－k)i－２X２＋＋k(１－k)Xi－１＋kXi,i≥０．(３)
从式(３)可以看出,观测值的权值随着时间呈指

数式下降．给近期观测值较大的权重是因为离当前

时间点越近的观测值往往对预测值有较大的影响,
更能反映近期变化的趋势．
３．１．２　贝叶斯在线拐点检测算法

为了同时保证稳定性以及对网络变化的敏感程

度,预测模块引入贝叶斯拐点检测算法．
该算法使用消息传递算法计算当前时间序列的

长度或自上一个拐点以来的时间概率分布．
贝叶斯拐点检测算法在单变量时间序列上以在

线方式执行贝叶斯拐点检测．核心思想是在每个新

数据点到达时递归计算时间序列长度的后验概率．
运行长度定义为自上次拐点发生以来的时间．

给定序列的长度rt 可以计算出预测分布,然后

对当前序列长度的后验分布进行积分,找到边际预

测分布,即“t＋１时刻是序列拐点”这一事件发生的

概率:

P(xt＋１ x１:t)＝∑
rt

P(xt＋１ rt,x(r)
t )P(rt x１:t),

(４)
式(４)中的后验分布为

P(rt|x１:t)＝
P(rt,x１:t)
P(x１:t)

, (５)

式(５)中,序列长度和观测值之间的联合分布为

P(rt,x１:t)＝∑
rt－１

P(rt,rt－１,x１:t)＝

∑
rt－１

P(rt,xt rt－１,x１:t－１)P(rt－１,x１:t－１)＝

∑
rt－１

P(rt rt－１)P(xt rt－１,x(r)
t )P(rt－１,x１:t－１),

(６)
其中,xt 表示时刻t的观测值,rt 表示时刻t的时间

序列的长度,x(r)
t 表示rt 所对应的观测值序列．

３．１．３　SlidingＧk
在对序列进行预测时,若 EWMA 的参数k 设

置得很小,意味着给更“旧”的观测值的权重更大,预
测结果会更加平稳,但对于突发的抖动不够灵敏;若

k很大,意味着给较“新”观测值的权重越大,预测结

果就会越灵敏,但是预测值会出现频繁的波动,引起

连续的重配置(如果预测结果跟上一周期的预测值

相差不大,则无需重新配置状态信息,减小更新压

力)．所以本系统采用了SlidingＧk 的方式,即当前无

拐点时就给更“旧”的观测值更大的权重,以保证预

测结果的平滑,而一旦检测出拐点,就给较“新”观测

值更大的权重,保证预测结果的灵敏、准确．
SlidingＧk的详细处理流程如算法１所列,其主

要步骤为:

１)贝叶斯拐点检测算法计算当前周期为拐点

的概率．首先,设定一个拐点判定的概率阈值,通过

设置这一概率阈值,可以指定拐点检测模块对当

前时间节点的评估概率超过多少时将该节点判定为

拐点．
２)依据贝叶斯拐点检测的原理和设置好的阈

值,计算当前节点为拐点的概率．通过将上一步得出

的概率值与设定好的阈值对比,判断当前周期是否

为拐点．大于该阈值时,当前节点被判定为拐点;小
于该阈值时,当前节点被判定为非拐点．

３)如果当前周期为拐点,则 EWMA 的输入序

列的窗口大小为１,也就是EWMA输入序列仅包含

１１３１王　然等:基于预测的数据中心间混合流量调度算法



上一周期的观测值,且参数k＝１,即预测时仅参考

上一周期的观测值,之后每经过一个周期k 值减小

０．１,直到k值降低到指定的稳定值K(如０．６)．
４)如果当前周期非拐点,则 EWMA 的输入序

列为上一个拐点出现时到上一周期这段时间内的一

系列观测值．并且在非拐点的情况下,参数k 有２种

取值方式．①当前时刻为非拐点,且k 值不等于指定

的最佳实践值K,说明当前正处于拐点发生之后k
由１不断回降至K 的过程,此时k应该比上一周期

减少一个回降的步长s(如０．１),例如上一周期k＝
０．８,则本周期应为k＝０．７,s的选取跟数据的特征

有关,考虑到s过大或过小都将会使SlidingＧk 回退

为接近EWMA的效果,根据实验经验一般将s设

置为０．１时能够达到更好的预测效果;②当前时刻

为非拐点,且k 值等于指定的最佳实践值K,说明

当前已经从拐点中恢复过来,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
则此时的k 应当保持为稳定环境下的最佳实践值

K,不需要再进行更新．
５)EWMA方法根据输入的序列值和k值预测

当前周期的在线流量值,输出到调度模块．
上述５个步骤实现了拐点检测算法和 EWMA

方法的结合,以拐点检测的判定结果作为输入,根据

结果对预测时的时间序列窗口进行调整,然后再使

EWMA基于这一窗口内的时间序列进行后续的预

测．SlidingＧk算法对简单的 EWMA 方法进行了改

进,这一做法弥补了 EWMA 对突发状况不敏感的

缺陷,同时使得预测使用的时间序列空间能够灵活

改变,提高预测性能．
通过拐点检测算法和 EWMA 方法的有效结

合,SlidingＧk根据拐点检测的结果动态地调整预测

方式,使得在无拐点时能够保证预测结果的平滑,而
有突发拐点时又能灵敏地响应,做出准确的预测．在
时而平稳时而突变的时变网络中,简单地为EWMA
的参数设置固定值进行预测显然无法达到根据网络

环境变化而动态改变的需求．为了响应变化的预测

需求,使用 SlidingＧk 算法并指定稳定环境下的K
和突变发生之后的步长s,就能在不同的网络环境

下分别达到不同的预测需求．
３．２　SEDF调度算法

链路中同时存在着２种流量:１)实时到达的、延
迟敏感的在线流量;２)要求在指定时间段内完成传

输即可的离线流量,利用离线流量的这一性质,我们

可以实时地将离线流量调度到在线流量使用之后仍

有剩余的空闲链路上．因此在对在线流量进行了预

测之后,系统需要使用合适的调度策略,将大量的离

线流量分配到链路的剩余空间上．
对于具有截止时间的离线流量,传统的调度方

法是常用于实时调度系统的EDF调度算法,即具有

最早截止时间的离线流量会被优先调度,常用于各

领域的实时调度系统当中[１７Ｇ２１]．
由于调度是以流量需求为单位的,对于服务提

供商来说,可完成的流量需求的个数越多意味着调

度效果越佳．由于离线流量需求的大小和截止时间

都不尽相同,因此,完全按照截止时间来对离线流量

进行调度的方式是不合理的,无法尽可能多地完成

流量需求．
例如,有３个流量需求A,B,C,它们都需要使

用同一段链路进行传输．由于一个离线流量需求通

常无法在一个调度周期内完成而需要在多个周期进

行传输,在本例中为了方便说明,对于使用同一段链

路的流量需求,使用调度周期(schedulingperiod,
SP)来衡量流量需求的大小,且A,B,C 三个流量需

求的大小分别为５SP,３SP,２SP．同时假设A,B,C
均在第１个周期开始时到达,截止时间分别为第５,
６,７个周期．即这３个流量需求按照截止时间从早到

晚排序同时按照流量大小由大到小排序．由于链路

容量大小(一个周期对应１SP)的限制,按照EDF的

调度方式,将会依次调度A,B,C 三个需求．第５个

周期结束时,A 完成传输,B 开始传输;第６个周期

结束时,B 由于达到截止时间而终止传输,C 开始传

输;第７个周期结束时,C 由于达到截止时间而终止

传输．截至第７个周期结束,仅A 能够完成全部传

输,而B 和C 均为部分完成,因此不能达到尽可能

多地完成流量需求的要求．
而如果对A,B,C 三个流量需求按照流量大小

进行调度,则会优先调度B 和C 这２个相对较小的

流量,B,C 均能全部完成,而A 由于链路容量限制

而无法全部完成,此时可完成的流量需求数量将会

增加．并且随着流量需求规模的增加,增加的可完成

传输的流量需求数目会更多．然而,仅考虑流量需求

大小的调度顺序显然会使部分截止时间靠前的大型

流量得不到调度．
因此 本 系 统 提 出 了 这 种 基 于 EDF 算 法 的

SEDF(SmartEDF)算法,在每个调度周期中,调度

顺序将会综合考虑流量需求的大小和截止时间．算
法首先按照流量需求截止时间将需求分为指定数量

的优先级段,截止时间越早的段优先级越高,将被优

先调度,而同一优先级段内的需求按需求由小到大

的顺序调度,如算法２伪代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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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２．SEDF算法．
输入:流量需求集合R、优先级段的数量n．
①R１,R２,,Rn ←SegmentEDF(R);∕∗按

照流量需求截止时间将需求分为指定

数量的优先级段∗∕
②for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每一个优先级段Ri

③ 　R′i ←SortBySize(Ri);∕∗ 按需求由小

到大的顺序对Ri 段内的需求排序∗∕
④ 　forRi 段内的每一个需求r
⑤ 　　SelectPath(r);

　∕∗为需求r选择目标路径∗∕
⑥ 　endfor
⑦endfor
当离线流量的负载增加和离线流量需求的数量

增加时,如果仅仅按照EDF的顺序进行调度意味着

有些本可以完成传输的离线流量需求无法完成传输

而被丢弃．而如果在离线流量需求的截止时间相差

不大,且同处于一个截止时间优先级段内的情况下,
传输多个粒度较小但截止时间稍晚的离线流量需

求,比传输一个截止时间较早但粒度较大的离线流

量需求要划算,因为此时有更多的需求能被满足．因
此本文提出了SEDF算法,它在调度时同时考虑离

线流量需求的截止时间和大小,从而尽可能地增加

可全部传完的离线流量需求数目．

４　实验评估

４．１　实验配置

本文在华为数据中心场景中验证了基于预测的

数据中心间混合流量调度算法的有效性．实验的数据

中心网络划分为北、东、南３个数据中心域,每个数据

中心域内包含８~１０个DC,且每个域中包含一个称

为DCCore的特殊DC,它作为域内和域外传输的唯

一出入口．域间为全网状的连接形式,且域间链路的

带宽均为５０Gbps;域内仅存在由普通DC到DCCore
的连接,且域内链路的带宽为数十至数百 Mbps．

实验的时间长度为某天２０:００开始之后的２４h,
调度周期为５s．各周期各链路上的在线流量大小由网

络监视器实时测量并提供．离线流量需求根据链路容

量和使用情况模拟生成,每一个离线流量需求信息为

一个六元组,包含需求的编号、到达时间、截止时间、
流量大小、源DC、目的DC,如(１,１,７９,８３５０１１２５０２．６８,

Ningbo,Fuzhou)．其中到达时间和截止时间均为从

实验开始时间(２０:００)算起的累计分钟数,流量大小

的单位为字节(B)．在实际场景中,离线流量需求量

远大于在线流量,且离线流量的时间跨度不尽相同,
为了满足离线流量的这一特征,实验在生成模拟的

离线流量的同时需要考虑链路使用情况,使离线流

量需求稍大于剩余链路容量,并且到达时间、截止时

间、源DC和目的DC均采用随机的方式确定．
４．２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验证SlidingＧk算法的预测效果,我们随机

生成了分段的带“毛刺”的序列,分段平稳的数据模

拟平稳网络下的数据,分段交界处的突增或突降模

拟突变网络下的数据．实验首先使用已有的EWMA
方法对这部分模拟生成的在线流量序列进行预测,
当k设置为０．３,０．５,０．９时预测效果分别如图２~４
所示,其中黑线代表真实值,灰线代表预测值．

Fig．２　PredictioneffectwhentheEWMA

parameterkis０．３
图２　EWMA参数k＝０．３时的预测效果

Fig．３　PredictioneffectwhentheEWMA

parameterkis０．５
图３　EWMA参数k＝０．５时的预测效果

从图２可以看到,EWMA 方法的参数k＝０．３
时预测结果比较平滑但不够准确,特别是在拐点出

现的时间点上预测效果较为不理想,如图２中０３:００,

１３:００,１９:００时刻左右,预测值偏离真实值的程度

较大．而当EWMA方法的参数k＝０．９时,不论是在

时间序列走势较为平稳的周期还是在拐点出现的周

期,预测值均十分接近真实值,但这样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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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４　PredictioneffectwhentheEWMA

parameterkis０．９
图４　EWMA参数k＝０．９时的预测效果

却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预测结果在时间序列走势

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频繁的抖动现象,由
于重配置会给系统带来更新的开销,为了提高处理

效率,仅在当前周期在线流量的大小跟上一周期的

在线流量大小的变化量超过某一固定的阈值时,才
会触发带宽分配情况的重配置,一旦出现了图４中

０３:００~１２:００期间的抖动较大的预测,将会引起频

繁的重配置,增加更新压力,即使预测结果十分准

确,也不是本文期望达到的最佳效果．而当 EWMA
方法的参数k＝０．５时,虽然拐点处的预测值不十分

贴近真实值,但是比k＝０．３时预测得更准确,同时,
虽然在０３:００~１２:００期间仍然存在着多次抖动,但
相较于k＝０．９的情况有所减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兼顾预测平滑和预测灵敏这２点需求．
由此得出了针对这一特定在线流量时间序列的

相对最佳EWMA参数０．５,能够使得 EWMA 方法

在整段序列上都能得到相对理想的预测效果．但是,
为所有的网络情况采用统一固定的参数来进行预测

无疑是一个不够灵活的做法．最理想的模式是使

EWMA方法能够针对不同的网络环境动态地调整

其参数k．例如,对于图２~４模拟生成的在线流量

序列而言,有２３:００,０３: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８:００这

５个数据拐点,拐点情况下EWMA的参数设置得越

大,预测的效果越准确,在前面讨论的k分别设置为

０．３,０．５,０．９这３种选择中,显然k＝０．９是拐点发生

时最适合EWMA方法采用的参数．而对于２３:００~
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１２:００这２段波动较小的数据段,为
了达到尽量减少重配置开销的目的,在前面所讨论

的３个k值中,显然应该选择k＝０．３．
由于想要实现预测值足够平滑,且在拐点处的预

测足够灵敏准确,因此要使用本文提出的SlidingＧk
算法．当设置 EWMA 的参数值k＝０．３ 时,使用

SlidingＧk算法得到的预测效果如图５所示,对比

图２所示的k 同样为０．３但仅使用EWMA 方法的

预测效果可以发现,SlidingＧk 能够弥补 EWMA 的

不足,使拐点出现时(如０３:００时刻)的预测效果更

加准确而贴近真实值．当k＝０．５时,SlidingＧk 的整体

预测效果更好,在无拐点的时段(如０３:００~１２:００),

SlidingＧk能够达到平滑的预测效果,鲜有预测值出

现较大落差的情况发生,而在拐点出现的时刻(如

０３:００和１２:００),SlidingＧk 能够作出敏感且准确的

预测,因而在整个时段内的不同场景下均达到了预

期的预测效果,如图６所示:

Fig．５　PredictioneffectwithSlidingＧkwhenkis０．３
图５　SlidingＧk 算法在k＝０．３时的预测效果

Fig．６　PredictioneffectwithSlidingＧkwhenkis０．５
图６　SlidingＧk 算法在k＝０．５时的预测效果

由此可以总结出SlidingＧk 的预测准确率和单

独使用EWMA方法相比有所提升,尤其是在拐点出

现时,准确率提升较为明显．这不仅能在图３和图６
的对比中直观地展现,而且能通过准确率的统计来进

行验证．为了进一步评估SlidingＧk算法相较EWMA
方法的预测准确率提升,在２种算法的k 均设置为

０．５且均选择了有拐点出现的０１:３０~０４:３０这一时

间段时,分别统计使用 EWMA 和SlidingＧk 算法时

的准确率CDF图．这一区间的数据同时包含平稳的

数据段以及突变的数据拐点,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单独使用 EWMA 方法时这一拐点区间的准确率

CDF如图７所示,而使用 SlidingＧk 算法的准确率

CDF如图８所示．使用SlidingＧk算法在拐点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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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准确率明显提高,这一拐点区间内９５％的预

测的准确率大于９０％,而 EWMA 方法在这一拐点

区间内仅有８３％左右的预测准确率大于９０％．

Fig．７　AccuracywithEWMAwhenparameterkis０．５
图７　使用EWMA方法预测且k＝０．５的准确率

Fig．８　AccuracywithSlidingＧkwhenparameterkis０．５
图８　使用SlidingＧk算法预测且k＝０．５的准确率

为了验证改良版的EDF算法(SEDF)的调度效

果,在本系统的调度模块中分别应用简单的EDF算

法和SEDF进行对比．部分模拟生成的离线流量需

求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３个离线流量需求均要求从

长春数据中心传输到武汉数据中心,到达时间和截

止时间的大小是以２０:００为原点的累计分钟数,如
２２１即为从某日２０:００开始算起的第２２１分钟．

Table１　PartofOfflineTrafficDemand
表１　部分离线流量需求

No． 到达时间 截止时间 流量大小∕B 源 DC 目的 DC

２２２ ２ ２２１ ７７７０３４８５ 长春 武汉

３０１ ２ ２２３ ３６２０８３６４ 长春 武汉

３０２ ２ ２２４ ３２９８６５１５ 长春 武汉

如果使用简单EDF算法对离线流量进行调度,
则编号为２２２的需求将被优先调度,而表１(表项含

义见４．１节有关需求信息的介绍)的其余２个需求

由于链路容量有限而无法完成传输,此时３个需求

中仅有一个需求能被满足．而如果使用本系统定制

的SEDF算法,编号为３０２和３０１的需求被先后调

度,编号为２２２的需求则由于链路容量有限而无法

完成,但此时３个需求中有２个需求被满足．
从对比实验中观察到,与传统的 EDF算法相

比,采用可以同时感知流量需求截止时间和流量大

小的SEDF算法对离线流量进行调度能够增加可完

成传输的离线流量需求的数目．
同时,为了验证SlidingＧk预测模块和SEDF调

度模块共同协作的效果,实验对比了BDS采用的固

定带宽分离方案与本系统的动态带宽分离方案下的

２４h内的链路使用情况．实验主要是在系统中为在

线流量和离线流量在链路中的比值设定一个固定值

来模拟已有的固定带宽分离模式的效果．而本系统

的动态带宽分离方案则通过动态地预测当前周期的

在线流量需求大小,然后将剩下的空闲带宽都分配

给离线流量．
如图９所示,实验结果中,“在线流量占比”代表

了在线流量占总带宽的百分比,“固定模式”代表固

定带宽分离方案下总的带宽利用率(在线流量和离

线流量占总带宽的百分比),“动态模式”代表本系统

方案下的总的带宽利用率．从图９可以看到,为在线

流量与离线流量设置固定的比值２∶３时,离线流量

最多只能使用完分配给它的６０％的总带宽,尽管在

线流量远未使用完分配给它的总带宽的４０％,离线

流量也不能去借用这部分空闲流量,这就造成带宽

的浪费．其中,图９中“在线流量占比”曲线与“固定

模式”曲线形状相似是因为离线流量在每周期内都

使用了６０％的带宽(其上限),也就是说“固定模式”
曲线是“在线流量占比”曲线往上平移了６０％,这与

前面的设想是一致的．

Fig．９　BandwidthusageonNanjingＧWuhanlink
图９　南京 武汉链路上的带宽使用情况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链路容量和在线流量进行

扩增以模拟业务量不断扩增的场景．如４．１节所述,
实验的数据中心网络共分３个区域,为了验证业务

量扩增时本方案的效果,在对链路容量进行扩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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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出域内链路带宽总量居中的一个域,然后将其

扩增至域间链路容量大小(５０Gbps),记录需要扩增

的倍数,然后各个域中各IDC的带宽按照这一倍数

进行扩增．同时,实验根据在线流量的历史观测值将

每条域内链路的在线流量按倍数扩增,使扩增后的

在线流量峰值至少达到该链路容量的６０％．从实验

结果中发现,当在线流量的需求量不断扩增时,基于

预测的调度方案仍然能够优先保障在线流量不受影

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链路带宽．

５　结束语

传统固定带宽分离的方式会造成这样一种现

象,当在线流量处于谷值的时候,那些预留给它的带

宽由于已经被固定地分配给了在线流量而不能被大

量离线流量充分利用,从而造成数据中心间链路带

宽的浪费．
而本文使用了动态带宽分离的方式,使用将

EWMA和拐点检测算法结合的SlidingＧk 算法预测

在线流量的带宽占用情况,在保证延迟敏感型的在

线流量不受影响的条件下将剩余可用的链路带宽容

量分配给离线流量．SlidingＧk 算法在预测时先判定

当前是否出现拐点,然后再决定预测时“回看”多远,
这样既能够保证预测的灵敏,又能够在网络变化不

大的时候避免频繁的重配置．这种基于预测的流量

调度方式可以使链路利用率接近１００％,充分地利

用了链路带宽．而离线流量的调度则使用了基于

EDF的定制算法,从离线流量需求的截止时间和流

量需求大小２个维度考虑,使成功完成的离线流量

需求数尽可能增多．
未来可以考虑使用EWMA之外更好的时间序

列预测算法结合SlidingＧk算法提高预测效果,使链

路利用率更高而且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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