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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iFi 接入点 (Access Point, AP) 被广泛部署在学校、商场和机场等公共场所, 满足用户随时随地的使用需

求. 然而, 管理大规模的 WiFi 网络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设备间的差异性造成难以在无线局域网中提供集中的
接入管理. 同时, 由于各种新服务、新应用的推动, 使得传统无线局域网中的网络资源利用率低及接入点负载不均
衡的问题目益严重. 因此, 本文引入 SDN 思想, 将协议无关转发 (POF) 技术应用到无线局域网中, 提出一种深度可
编程无线局域网架构, 实现集中接入管理. 同时, 综合考虑信号强度 (RSSI)、实时网络流量等因素, 提出一种基于多
路径 TCP (MultiPath TCP, MPTCP) 的无线 AP 接入管理机制, 充分利用各 AP 的带宽资源, 避免在拥塞的路径上继
续传输数据, 从而均衡底层 AP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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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ing SDN for Multi-Path Access Management in Programmable WiFi Networks
ZHU Ge, LI Ming-Zheng, LIU Tong, TONG Hao-Jie, TIAN Y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7, China)

Abstract: WiFi Access Points (AP) are widely deployed in public places such as schools, shopping malls, and airports to
meet the network access demands of users at any time from any location. However, managing a large-scale WiFi network
is still a difficult problem to be solved, and the diversity of devices makes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centralized access
management in WLAN. Meanwhile,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various new network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the problem
of low utilization of network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WLAN and unbalanced load of access points is becoming more
serious. In this study, we adopt the idea of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 and apply the Protocol Oblivious
Forwarding (POF) technology in the WLAN network. We propose a deep programmable WLAN architecture to realize
centralized access management. Moreover,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 and
real-time network traffic, we design a wireless AP access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MultiPath TCP (MPTCP). It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bandwidth resources of each AP, avoid the continuous transmission of data on the congested path,
and hence achieve the balance of work loads of substrate APs.
Key words: SDN; WLAN; centralized access management; POF; MPTCP

目前, WiFi 作为重要的无线接入方式, 其以便利、
无处不在等特点为终端设备的网络访问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 不同生产厂商研制的 AP 设备在协议标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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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考虑到终

于用户的接入和迁移过程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本文

端设备的多样性和用户的移动性, 无线局域网中集中

引入 POF 技术, 实现终端设备的集中接入管理, 同时

接入管理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结合多路径 TCP (MPTCP)[17–19]技术, 提出多路 AP 集中

同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无线数据业务的应

接入管理机制, 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 避免网络拥塞.

用呈现指数增长, 尤其是社交网络、媒体共享和智能
终端等应用的快速发展, 使得 WiFi 也面临着性能瓶颈.

1 架构介绍

由于 WiFi 技术的局限性, 特别是终端用户需求的多样

在 WiFi 网络中, 不同的终端应用具有多样化的

化, 使得很难灵活动态的满足终端客观需求, 特别是相

QoS 需求, 每个终端可能同时运行一些具有不同服务

邻 AP 信号覆盖的区域可能存在重叠, 位于信号重叠区

需求的应用程序, 不同的应用需要的网络资源也不尽

域的用户仅依靠 RSSI 作为选择 AP 的衡量标准, 会导

相同 (如带宽资源), 这会造成 AP 之间负载不平衡; 同

致某些 AP 负载过大, 而有些 AP 长时间处于空闲状态,

时, 无线网络带宽通常具有局限性和不稳定性. 鉴于以

使得网络中的负载分布不均衡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1–4].

上问题, 本文通过引入基于 MPTCP 的无线 AP 接入管

这种问题主要是有物理资源和分配策略两个方面造成,

理机制, 实现多个 AP 同时为终端设备服务, 在满足终

一方面是接入点带宽资源有限, 即物理资源不足; 另一

端设备对高带宽的需求, 提高整个网络的资源利用率

方面是没有充分利用有限的带宽资源, 这也就是所谓

的同时, 还能平衡拥塞, 避免因 AP 负载过重导致的通

的资源分配策略问题. 因此, 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为终

信中断或效率低下等问题.

端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避免拥塞, 这是一个很有价
值的研究方向.

本文采用基于 MPTCP 的 AP 接入管理机制, 实现
细粒度的多路径传输, 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如图 1

软件定义网络[5–9](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所示, 本研究将可编程的概念拓展到无线 AP, 构建一

技术的出现, 给无线局域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

种基于 POF 的可编程无线局域网架构, 实现对终端设

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通过将网络控制平面和

备的统一接入管理, 同时引入面向用户级的虚拟 AP 的

数据平面的分离, SDN 对底层网络设备进行抽象, 为上

概念 (Virtual Access Point, VAP), 负责实际的流量传输.

层应用提供简单高效的编程接口, 将管理操作集中在
控制器. SDN 构建一种开放的可编程网络体系结构, 通
过编程的方式实现报文解析和数据转发, 彻底打破硬

数据库

多路径传输

用户认证

VAP 管理

用户自定义

件设备对数据平面的限制, 提供开放的网络接口.
POF[10–12](Protocol-Oblivious Forwarding) 作为数据平面
可编程的代表性技术, 通过部署底层多级流水线实现
特定的网络策略.

统一接入管理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

POF

近年来, 将 SDN 技术与无线局域网技术相结合取
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如 OpenRadio [13] 通过模块化实

POF-AP

POF-AP

现对数据平面的编程, 支持 WiFi 和 LTE 等不同的无
线网络协议, 使得配置和重构协议得到了简化. 不同于
OpenRadio, Odin

[14,15]

VAP

VAP

不需要对 IEEE802.11 标准进行修

改就可以兼容现有的无线设备, Odin 通过轻量级虚拟
接入点 (Lightweight Virtual Access Point, LVAP) 与物
理 AP 解耦合, 使得物理 AP 对控制器来说是透明的.
文献[16]提出基于 SDN 的无线局域网架构, 该架构提
出一种针对终端用户无感知的移动切换机制.

POF-AP

图1

基于 POF 的可编程无线局域网架构

该架构分为基于 POF 的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 控
制平面包含统一接入管理、多路径传输、VAP 管理、

因此, 将 SDN 技术应用到无线接入点中, 使得

用户认证和用户自定义等多个模块; 数据平面由多个

AP 设备具有可编程性将极大地促进网络服务革新, 对

兼容 POF 的无线 AP(POF-AP) 组成. POF-AP 根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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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如图 2 所示.

所有的管理帧都交由位于控制平面的控制器统一处理.

1) 控制器周期性的向终端设备发送无线信号, 统

1) 集中式控制器: 控制器统一处理探测、认证和

计与之相连的每个 AP 上承载的虚拟 VAP, 通过查找

关联等所有的管理帧, 并负责 POF-AP 中流表的生成

数据库获取与 VAP 相关联的终端用户, 用其对信标帧

独配置, 消除了不同设备间的差异性.

中的单播地址进行填充, 经由物理 AP 发向终端.

2) VAP: 引入 VAP 概念是为了简化网络功能的实
现, VAP 是与终端用户相关联的逻辑 AP. 当终端用户

终端

和终端设备 VAP 的分配; 此外, 通过将 OpenWrt[20]系

开始扫描
探测请求

接入 AP 时, 控制器为其分配 VAP, 终端用户所有的网
络流都将由相应的 VAP 进行处理, VAP 以流表的形式
存在. 对于终端用户而言, 与其关联的 VAP 可以同时
关联多个 POF-AP; 当然, 单个 POF-AP 的网络资源 (如
带宽等) 也可以被多个 VAP 共享, 即 VAP 和 POF制器不需要对每个设备进行单
3) POF-AP: 兼容 POF 技术的 AP, 利用 POF 技术
对无线数据帧进行处理, 并以二元组{offset, length}的
形式描述协议字段, 其中 offset 表示协议字段到数据字

探测告知

AP 接入选择
探测响应
认证和关联

可选 802.11×认证

AP 之间是多对多的映射关系. 统刷入商用路由器, 控

用
户
端
关
联
阶
段

控制器

APs

用户自定义
数据传输

图2

终端设备接入过程

段的偏移量, length 表示协议字段的长度. 所以, 处理数
据帧时, 只需提取相应的协议字段, 不需要预知关于协

2) 由于终端用户和 VAP 之间是一对一的映射关

议格式的任何信息, 然后根据流表匹配并执行相应的

系, 并且 VAP 间是相互隐蔽的, 所以采用终端用户发

操作, 从而实现协议无感知转发.

送探测请求帧的方式主动寻找网络. 通过上述方式, 所

FIS (Protocol-oblivious Instruction Set) 作为

有在终端设备通信范围内的 AP 都会收到该探测请求

POF 协议无关报文处理指令集, 包含编辑操作和数据

帧, 并上报给控制器. 控制器对首次接入的终端用户进

转发两种操作. 在指令执行阶段, 编辑操作实现协议头

行身份验证, 同时为终端设备构造并初始化 VAP, 并构

部的添加和删除, 数据转发实现数据包的发送和流表

建包含虚拟网络名称、认证方式、传输速率等信息的

间的跳转.

探测响应帧. 根据 AP 接入选择算法, 控制器为终端用

4) 多路径传输: 在该网络架构中利用 MPTCP 对

户选取一组 AP 进行后续的交互.

数据进行分流, 使得不同的子流通过不同的路径 (即不

3) 选取 AP 后, 终端设备的认证请求帧和关联请

同的 AP) 传输, 实现终端用户同时连接多个 AP, 平衡

求帧会依次发出, 并由选取的 AP 上报给控制器, 控制

无线设备间的负载, 避免网络拥塞.

器生成响应帧反馈给终端用户.
4) 在加密认证过程中, 基于四次握手原则进行密

2 集中接入过程
基于上文提出的可编程无线局域网架构, 在设备
接入 AP 时, 所有的管理帧都由集中式管理器统一处

钥信息交互, 控制器和终端设备进行加密方式的协商.
如接入的虚拟网络不需要加密, 则直接跳过该操作; 如
采用 WPA2 方法加密, 则双方需安装 GTK 和 PTK.

理, 该管理器和所有与之相连的无线 AP 一起构成可编

5) 接着, 控制器将 IP 获取请求发给无线局域网的

程无线局域网, 在该无线局域网覆盖的范围内, 被认证

DHCP 服务器, 终端接入设备获得 IP 地址. 至此, 终端

的用户可以享受随时随地的网路服务. 具有接入管理

设备完成接入过程. 随后控制器将之前为终端设备构

功能的控制器和具有转发功能的无线 POF-AP 协同工

造的 VAP 配置到物理 AP 上, 同时, 所有与终端设备有

作, 完成终端设备的接入操作.

关的流表也会随之下发, 接下来终端设备和网络之间

在控制器的管理下, 终端设备接入时具体的交互

的所有数据传输将通过 AP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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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传统的终端设备接入过程中, 只存在终端

反而会比较重.

设备和 AP 之间的信息交互, 不采用集中式控制, 不存

如何有效的衡量 AP 实时的负载状况, 使得新加入

在 AP 与控制器之间的交互过程; 与传统无线网络不

的终端能够择优选择 AP 接入, 使得 AP 间负载尽可能

同, 本研究中设备接入必须在控制器的参与下完成,

均衡, 避免拥塞状况, 提高整个网络系统的性能. 由于

AP 与控制器之间存在多次信息交互过程, 这会造成接

终端设备的移动性和无线信道的不稳定性, 使得网络

入耗时增加. 针对该问题, 做出以下优化:

流量波动较大, 所以在考虑 AP 实时负载时, 不仅要考

在优化前, 接入过程中探测、认证、关联和转发

虑 RSSI, 还要从网络实时流量的角度综合考虑.

配置每步都需要上报控制器, 相比较传统的接入过程,

1) RSSI

该方案中 AP 与控制器之间的多次的信息交互造成接

RSSI 作为影响 AP 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与终端

入时延较长. 为了进一步优化该问题, 这里提出一种改

设备接收距离的关系如下:

进的接入方案, 如图 3 所示, 通过减少 AP 与控制器之

RS S I = −(10n log 10d + A)

间的交互, 进而降低接入时延. 具体来说, 在探测阶段,

其中, n 为环境衰减因子, d 为终端与 AP 间的距离, 用

与优化之前该阶段的操作一致, 控制器初始化虚拟

户与 AP 的距离越近接收到的 RSSI 值就越大, 相应的

VAP, 构造探测响应帧, 根据 AP 接入选择算法选举

数据传输质量也就越好. 研究表明, 在数据传输时, 信

AP, 将响应帧发出; 接下来, 控制器预先下发配置好的

号强度与抗干扰能力呈正相关, AP 的信号强度越高,

指令集到选出的物理 AP 上, 以便后续的认证、关联和

表示其能提供的负载能力越强.

(1)

转发配置等接入过程无需再上报控制器, 而是由 AP 生

2) AP 吞吐量

成响应帧反馈给终端. 优化后的接入方案, 能够在一定

该研究中 AP 和终端设备之间是多对多的映射关

层度上降低接入时延.

系, S T = {S 1 , S 2 , · · · , S m }表示与 AP 相关联的 m 个终端
设备组成的集合, 而每个终端即为 AP 的一个子流. 因
控制器
② 指令集
下发

① 探测

① 探测
② 认证
③ 关联

终端

端 (即每个子流) 的吞吐量.
而对于 AP 中的每个子流 S, 丢包率和传输时延是
影响其吞吐量的关键因素. 丢包率过高也就意味着发
送数据帧的时间会延长, 相应的 AP 能够获得的吞吐量

POF-AP

④ 配置

图3

此, 在衡量 AP 吞吐量时要综合考虑集合 S 中全部终

终端设备接入过程改进

也会下降.
在 802.11DCF 架构中, AP 成功发送 MAC 数据帧
的时间T t 为:
RT S
CT S
+ S IFS +
+ S IFS
R
R
DAT A
ACK
+
+ S IFS +
+ T b (n)
R
R

T t =DIFS +

3 集中接入策略
3.1 AP 性能指标

(2)

当终端用户接入 AP 时, 按照传统的接入方式仅依

其中, DIFS 和S IFS 分别为分布式帧和短帧时间间隔,

靠 RSSI 来衡量 AP 的性能, 并不能保证 AP 间的负载

RT S 和CT S 分 别 为 请 求 和 允 许 发 送 的 控 制 帧 大 小 ,

均衡. 如在由多个 AP 覆盖的区域按照 RSSI 值选择

DAT A和ACK 分别为数据帧和确认帧大小, R为传输率,

AP 接入, 会导致某些 AP 因接入较多的用户而导致拥

量极低的用户, 此时 AP 的负载并不重; 相反, 当 AP 接

T b 为平均回退时间:
 k

2 (Wmin + 1) − 1



T s (0 ≤ n ≤ 6)


2
T b (n) = 


W


 max T s (n > 6)
2

入的终端数量并不多, 但是通信量很大时, AP 的负载

其中, Wmin 和Wmax 分别为竞争窗口的最大和最小值,

塞, 而其他 AP 却长时间处于空闲状态. 另外, 有学者提
出依靠终端接入量来衡量 AP 负载, 但是这也并不能有
效的反应 AP 的真实负载, 如某个 AP 接入了大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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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候选集 A = {AP1 , AP2 , · · · , APn } , 其中, n 表示满足要

T s为时隙时间.

并且, 数据的丢包率 loss p 主要受 MAC 数据帧的

求的 AP 总数.

错误率E p 和碰撞率C p 的影响.

通常 RSSI 值在 0~–50 dbm 时, 信道的传输质量较

loss p = (E p + C p − E pC p )N

(4)

丢包率loss p 直接影响成功发送 MAC 数据帧的平
均时延 T t , 从而影响吞吐量的大小.
Tt =

1−

Tt
√
N+1

佳, 为了获得较好的数据传输效率和用户体验, 本文设
定阀值λ = −40 dbm .

其中, N 为数据帧最大重传次数.

2) 然后, 通过计数的方式获取 AP 的实时吞吐量
T PS cur , 综合考虑网络的实际状况和 AP 的实际性能,

将 AP 理论吞吐量峰值 T PS max 作为 AP 的负载阀值,
(5)

loss p

通过式 (8) 计算每个候选 AP 的负载比, ϕ= {ϕ1 ,ϕ2 , · · · , ϕn }
为候选集 A 中 AP 相应的负载比.

因此, AP 子流 S 的吞吐量S tps为:
S tps =

计算机系统应用

DAT A
Tt

=

DAT A · (1 −
Tt

√
N+1

3) 最后, 根据负载比对候选集 A 中的 AP 进行排
loss p )

(6)

假设, AP 中每个子流的吞吐量都能达到饱和状态,
这时 AP 的吞吐量将达到理论上的峰值 T PS max :
∑
T PS max =
max{S tps }

序, 选取ϕ 值较小的 k 个 AP:
即 Aselect = {A1 , A2 , · · · , Ak } 为选取的 k 个 AP, 其中,
k 为终端设备子流总数, 即需要接入的 AP 总数. 按照
大需求小负载比的原则, 即有大流量需求的子流接入

(7)

有小负载比的 AP, 终端设备依次与选取的 AP 相关联.
因此, 基于 MPTCP, 提出 AP 接入选择算法, 算法

S ∈S T

1 描述了整个接入选择过程.

3) 负载比
从 AP 的角度考虑, 在 AP 接入选择时, 不仅要根

算法 1. AP 接入选择算法

据实际网络状况考虑 AP 理论的吞吐量峰值 T PS max ,

1) 当终端设备接入 APs 时, 通过探测响应帧获取 AP 的 SSID、

还要考虑 AP 当前实时的吞吐量T PS cur. 为了更好的衡

RSSI 等信息, 同时更新控制器中相应的信息;

量 AP 的实时负载状况, 本文引入负载比ϕ 作为 AP 接
入选择的一个重要参数:
ϕ=

2) 根据得到的 RSSI 值, 选取 RSSI 值高于阀值 λ 的 AP 作为候选集
A;
3) 根据吞吐量峰值T PS max 和实时吞吐量 T PS cur , 评估候选 AP 的负

T PS cur
T PS max

载比ϕ;

(8)

3.2 基于 MPTCP 的接入算法
基于 MPTCP 协议, 终端设备可以同时接入多个
AP, 通过在通信中使用多条链路, 将数据流分发到多条
路径上进行传输, MPTCP 可以实现网络带宽利用率的

4) 选取负载比ϕ较小的 k 个 AP, 即 Aselect ={A1 ,A2 ,··· ,Ak } , 与终端设备
进行关联;
5) 更新控制器中 AP 相应的 RSSI 值和吞吐量等信息;
6) 当集合 Aselect 中APi的负载超过负载阀值 (即ϕ≥1) 时, 将APi承载的
相应子流切换到Aselect 中负载比ϕ较小的AP j 上;
7) 重复 5)、6), 直到负载均衡.

提高和网络拥塞的平衡.
MPTCP 在一条 TCP 连接中建立多条子流, 当一
条子流按照三次握手的方式建立起来后, 可以按照同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平台搭建

样的方式建立其他子流, 这些子流都绑定于 MPTCP 会

在实验室内, 搭建基于 POF 的可编程无线局域网,

话连接. 子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建, 一种是当 IP 相

并通过测试对其进行性能评估. 该实验平台所使用的

同时, 利用不同的端口号建立子流; 另一种是利用多个

硬件设备和参数如表 1 所示. 该实验平台利用简单的

网络接口, 即不同 IP 建立多个子流. 文中利用第一种

星型网络拓扑结构, 如图 4 所示, 直接将每个配有

方式建立子流, 每个子流与一个特定 AP 建立连接. 根

POFSwitch 1.4.015 的 POF-AP 与多端口 Linux 服务器

据负载比ϕ 对 AP 实时负载进行评估, 按照性能择优选

相连接, 该服务器又与 MPTCP & Iperf 服务器相连.

取一组 AP. AP 的选取过程主要有以下步骤:

POF-AP 为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配置不同的接口, 终端

1) 根据 RSSI 值, 选择大于阀值 λ 的 AP, 组成

设备支持 MPTCP v0.92.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129

表1
设备
AP

服务器

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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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实验平台参数

负载比变大, 其负载的子流将会被切换到另外两个

型号与配置
Netgear R6100 openwrt15.05
TP-Link WR1043ND v2 openwrt15.05

AP 上, 而总的带宽会基本保持稳定. 同时, 与传统的

CPU: Intel Xeon E5 RAM: 64 G
Ubuntu14.04
CPU: Intel Core I7-8700 RAM: 16 G
Ubuntu14.04
Iphone A1586
ThinkPad E550

升了整体网络的吞吐量, 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接入策略相比, 上文提出的接入策略在一定层度上提
避免在拥塞的路径上继续传输数据, 从而均衡底层
AP 负载.
12

控制器

服务器

平均带宽速率 (Mbps)

10
8
6
支持 MPTCP
的 WiFi
传统 WiFi

4
2
0

AP1

AP2

AP3

AP4

0

AP5

10

20

30

40

50

60

时间 (s)

图5

AP 限流后终端带宽速率对比

2) AP 限流对其他 AP 带宽的影响
终端设备

图4

实验网络拓扑

通过设置不同的试验条件, 对文中搭建的可编程
无线局域网的性能进行评估, 下文章节给出了实验结
果, 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4.2 结果分析
1) AP 限流对终端设备带宽的影响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集中接入策略的可行性, 在
实验中采用笔记本接入测试, 不同于传统的仅接入一
个 AP; 按照上述支持 MPTCP 的集中接入策略, 实验
中选取 3 个 POF-AP 与笔记本相关联. 同时, 利用

上小节是从终端用户的角度分析集中接入策略的
可行性, 接下来从 AP 的角度进行分析. 为了体现一般
性, 实验中部署两个 POF-AP(AP1 和 AP2) 和十个终端
设备, 每个终端具有两个子流分别与上述两个 AP 相关
联, 即 20 个子流均匀分布在两个 AP 上.
如图 6 所示, 在非限流情况下, 两个 AP 的带宽速
率相当, 保持在 19 Mbps 左右, 总体上振幅差不多; 当
把 AP1 的带宽速率限制在 15 Mbps 时, 由实验结果可
知, AP1 的振幅变小, 而 AP2 的带宽速率上升到 23
Mbps 左右, 振幅变大. 经过分析可知, 在 AP1 限流时,
AP1 负载比变大, 其上的子流大部分被切换到 AP2, 达
到 AP 间的负载均衡, 保证整体网络的吞吐量.

shell 脚本, 采用 tc 和 iptables 命令实现 AP 的限流, 从
而模拟现实网络中 AP 带宽资源的不稳定性.
接入的 AP1 的带宽限制在 1 Kbps, 图 5 是在对 AP1
进行限流时, 笔记本测试的带宽结果. 分析实验结果
可知, 按照传统方式接入 AP 时, 因为只接入 AP1, 所
有的数据流只能由 AP1 传输, 所以在将 AP1 的带宽
限制在 1 Kbps 的时间段内, 终端总带宽极速下降到接
近于零的状态; 然而, 按照上文提出的支持 MPTCP 的

带宽速率 (Mbps)

实验中通过编程方式实现在第 31.5 s–46.5 s 间将

24
22
20
18
16
14
12
AP1限流前

集中接入策略, 由于同时择优接入了 3 个 AP(即 AP1、
AP2、AP3), 将 AP1 的带宽限制在 1 Kbps 时, AP1 的
130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图6

AP2限流前

AP1限流后

AP2限流后

AP 限流后各 AP 间的带宽速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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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平面性能测试

在终端数目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子流数的增加, 控制平

采用笔记本接入 AP1 测试, 编写 shell 脚本, 比较

面 CPU 占用率呈现小幅度提升趋势, 即随着终端数或

OpenWrt 自带 WiFi 和支持 MPTCP 的 WiFi 情况下的

子流的增加, CPU 的占用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接入时间. 共测得 40 组数据, 将每 10 组求平均, 得到

12
控制平面 CPU 占用率 (%)

4 组数据如表 2 所示. 在终端接入时, 由于 AP 与控制
器之间存在数据流交互, 而且集中控制器还要进行
AP 接入选择决策, 这些都会间接造成终端接入延迟.
相比较 OpenWrt 自带的 WiFi, 本研究原来提出的支持
MPTCP 的 WiFi 接入耗时是前者的 2 倍左右, 但是经
过优化, 接入耗时降到前者的 1.5 倍左右, 其中, 算法运
行耗时平均在 800~900 ms 之间, 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10

2 条子流
3 条子流
4 条子流

8
6
4
2
0

表2
OpenWrt 自带 WiFi
2654
2642
2651
2649

终端接入测试 (ms)
支持 MPTCP 的 WiFi
5908
4028
4181
5564

终端数目=20

优化后的 WiFi
4026
3963
3896
3947

图7

终端数目=30

终端数目=40

控制平面 CPU 占用率

综上分析各实验结果可知, 本文提出的支持
MPTCP 的集中接入策略在一定层度上能提升网络的
吞吐量, 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同时, 能充分利用各

由于本研究引入软件定义的思路对物理 AP 虚拟
化, 采用集中式管理方式实现终端设备的接入, 所以仅
考虑接入时的延迟确实比传统的接入方式耗时一些.
但是, 相比较该架构带来的优势, 这些延时代价完全在
可接受范围; 因为该架构不仅可以很好的做到 AP 设备
之间的负载平衡, 避免网络拥塞; 同时, 该架构未来还

AP 的带宽资源, 避免在拥塞的路径上继续传输数据,
从而达到平衡拥塞和均衡 AP 间负载的目的, 保证终端
用户的服务质量. 然而,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 该集中接
入策略也存在一些不足, 该策略会造成接入耗时的延
长, 随着终端数和子流的增加, 控制平面 CPU 的占用
率也会有一定层度的提高.

可以拓展到用户移动的环境下, 如果在终端用户移动
的情况下, 终端用户可能从 AP1 覆盖的范围移动
AP2 的覆盖范围, 这时, 如果是传统的 WiFi 环境, 终端
就需要先与 AP1 断开关联, 再接入 AP2, 不仅要重新接
入而且终端的服务也会被迫断开; 但是如果利用该架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引入 POF 技术, 提出一种深度可编程 WLAN
架构, 该架构实现终端设备的集中接入管理. 同时, 提
出一种基于 MPTCP 的无线 AP 接入管理机制, 相对于

构就可以实现无缝切换, 不需要重新接入, 因为该架构

传统的仅仅按照信号强度 RSSI 来选择 APs 接入, 该机

中终端是与 VAP 绑定的, 无论终端如何移动, 与之关

制从信道相对空闲的 APs 中选取接入点, 对整个网络

联的 VAP 并不变, 底层只需要 VAP 在物理 AP 之间迁

资源的利用率进行调优, 解决了因 AP 负载过重造成的

移, 而 VAP 是以流表的形式存在, 相比较传统的接入

连接中断、效率低下等问题, 保证了终端用户的服务

方式, 流表的迁移更便捷、更容易实现, 从而实现终端

质量.

用户无感知的 AP 切换, 这也是未来会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接下来进行多终端接入的仿真测试, 由 AP 不间断
上报不同的 probe_request 报文来模拟设备的接入请

然而, 实验环境也仅仅是在实验室很小的局域网
内进行, 同时也未考虑终端用户的移动性. 所以, 未来
的工作就是将文中提到的 AP 接入管理机制应用到更
大范围的网络, 同时考虑终端用户移动的情况.

求, 测试不同负载情况下控制面的 CPU 占用率, 固定
接入 AP 的总是为 5, 调整每个 AP 上报的 prob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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