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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binding registration and data forwarding method, related equipment, and network system. A n SDH
controller comprises: a first receiving unit receives a first bearer message carrying an L 2 attachment request message and forwarded
by way of the first MAG of a plurality of MAGs; a first transmission unit sends separately t o the first MAG and to an LMA the mes -
sage establishing a tunnel between the first MAG and the LMA; a second transmission unit sends separately t o the first MAG and to
the LMA the message adjusting the flow table entry of an MN; a configuration and encapsulation unit configures an HNP(s) for the
MN, and encapsulates the HNP(s) in an RA message; a third transmission unit sends the RA message to the first MAG, thus elimin
ating the need for negotiation between network element devices. In contrast t o the prior art, the LMA and MAG may operate accord -
ing t o SDH controller instructions, and complex control functions are simplified; LMA and MAG are suitable for use with any IP,
and cost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are saved.

(57) 摘要 : 一种 绑 定注册 和 数据转 发方 法 、相关 设备及 网络 系 统 ， SDN 控制器 包括 ：第 一接 收单 元接 收经 由多个
MAG 中第 一 MAG 转发 的承 载 有 第 一 L 2 附着 请 求 消 息 的第 一承 载 消 息 ；第 一发 送 单 元 将 建 立 第 一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 的消 息分 别 发 送 至 第 一 MAG 和 LMA; 第 二 发 送 单 元 分 别 向第 一 MAG 与 LMA 发 送 调 整 M N 的流 表 项
的消 息 ；配 置 封 装 单 元 为 M N 配 置 HNP(s) ，并 将 HNP(s) 封 装在 RA 消 息 中；第 三 发 送 单 元 将 RA 消 息发 送 至 第
一 MAG, 从 而 无 需 网元 设 备 之 间进 行协 商 ，与现 有 技 术 相 比， LMA 和 MAG 可 以根 据 SDN 控 制 器 指 令 进 行 操
作 ，对 复杂 的控 制 功 能进 行 了简化 ， LMA 和 MAG 可 以适 用 于任 意 的 IP , 进而在 网络建 设 中节 约 了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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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绑定注册和数据转发方法、相关设备及网络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绑定注册和数据转发方法、相关设备

及网络系统。

背景技术

代理移动 IPv6 协议为移动节点 （M N，Mobile Node ) 提供基于网络侧的

移动管理支持，不需要 M N 参与移动性管理相关的信令交互，从而使得用户侧

协议栈不需要进行复杂的扩展。代理移动 IPv6 协议通过在网络层扩展两个核

心功能实体，分别为本地移动锚点 （LMA ，Local Mobility Anchor ) 和移动接

入网关 （MAG ，Mobile Access Gateway )。LMA 负责维持 M N 可达状态和分

配 MN 家乡网络前缀；MAG 位于 M N 锚定的链路上，代替 M N 执行移动管理

和代替 M N 向 LMA 完成绑定注册。

在现有的 PMIPv6 移动管理方案中，当M N 初始接入时，M N 首先向网络

进行附着请求，MN 当前的锚定的 MAG 获取到 M N 的 MN-ID, 然后 MAG 向

LMA 发送带有 MN-ID 的代理绑定更新 （PBU ，Proxy Binding Update ) , LMA

收到 PBU 消息后，给 MAG 回复一个带有 M N 的家乡网络前缀 （HNP ，Home

Network Prefix ) 的代理绑定应答 （PBA ，Proxy Binding Acknowledgement ) ,

然后 LMA 与 MAG 协商建立一条双向隧道。MAG 随后将带有 M N 的 HNP(s)

的路由器通告 （RA ，Router Advertisement ) 消息在接入链路上公告给 MN，从

而完成注册绑定过程。

现有 PMIPv6 移动管理方案中，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有大量的信令协

商和交互，控制功能很复杂，尤其在 M N 频繁移动的时候，LMA 和不同的

MAG 需要有更加频繁复杂的信令交互，而且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只能适

用于代理移动 IPv6 协议，如果协议更换，网元设备也要相应的更换，进而在

网络建设上造成 巨大的浪费。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绑定注册和数据转发方法、相关设备及网络系

统，解决了代理移动IPv6 协议中，网元设备有大量的信令协商和交互，控制功

能复杂的问题，并且解决了由于协议的改变导致网元设备更换所带来的网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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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浪费的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

的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移动节点

M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

一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 MAG ，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

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配置封装单元，用于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时，则为所述 M 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

通告 RA 消息中；

第三发送单元，用于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一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 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

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所述第一建立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建立所述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一建立消息

包括建立所述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以及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所述第

二建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二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所述第一

调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MAG 添加所述 M N 的第一流表项； 以及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所述第二调

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 N 的第二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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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

容转发数据；

所述第二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实

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MAG-LMA 道接口转发和

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的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

操作：转发至 MN 接 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一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实

施方式中，所述 SDN 控制器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N 需要由所述第一 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

二承载消息以使得所述 MN 请求注册到所述网络上，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

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二 MAG ，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

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

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所述配置封装单元，还用于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时，则为所述 MN 配置所述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所述 RA

消息中；

所述第三发送单元，还用于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时，将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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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其中所述 RA 消

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的 HNP(s) 。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

的第五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

立消息，所述第三建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

隧道接口，所述第三建立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

息；以及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所述第四建

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四建立消息

包括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所述第三

调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三流表项；以及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所述第四调

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四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

的第六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根据所述第三

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所述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

的第七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

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五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五匹配项

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六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本发明实施例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移动接入网关 MAG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移动节点 M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

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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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转发单元，用于将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

述承载消息转发到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本地

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建立单元，用于 居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第二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

述 MN 的流表项；

第二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

述 M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

的家乡网络前缀 HNP(s) 。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

式中，所述第二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

整消息；

所述建立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MAG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二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

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

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实

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 MAG 还包括：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接收所述 MN 发

送的分组数据；

匹配单元，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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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表项的第一匹配项进行匹配；

第三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匹配单元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将

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使得

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

本发明实施例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本地移动锚点 LMA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在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

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

MAG, 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建立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第一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

述 MN 的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

式中，所述第一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

整消息；
所述建立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调整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三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

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实

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 LMA 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所

述 MN 接收到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后，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组



数据；

匹配单元，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

述第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

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匹配单元匹配成功，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

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AG ，使得所述

MAG 根据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 MN 。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三方

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

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

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本发明实施例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网络系统，包括：

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移动节点 MN、移动接入网关 MAG 和本

地移动锚点 LMA;

所述 MN，用于在所述 MN 需要接入所述 MAG 时，向所述 MAG 发送数

据链路层 L2 附着请求消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MAG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

并将所述承载消息转发到所述 SDN 控制器中；

所述 SDN 控制器，用于将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

别发送至所述 MAG 和所述 LMA ，并将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

送至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所述 MAG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

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并根据接收到的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所述 LMA ，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并才艮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

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所述 SDN 控制器，还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后，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将所述 HNP(s)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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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消息中，并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 MAG;

所述 MN，还用于接收所述 MAG 转发的所述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

式中，所述 SDN 控制器，还用于向所述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和第一调整

消息，并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和第二调整消息；

所述 MAG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第一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MAG 侧的隧

道接口，并根据所述第一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

所述 LMA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第二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并根据所述第二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四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

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

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口转发。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四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

MN，还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向已接入的所述 MAG 发送分

组数据；

所述 MAG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进行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一

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所述 LMA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中。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四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中，所述

LMA, 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

并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述第二流表项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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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
所述MAG 与所述LMA 之间的 道转发至所述MAG;

所述MAG ，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MAG 中
所述第一流表项的第二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
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MAG 与所述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MN。

本发明实施例第五方面提供了一种软件自定义网络SDN 控制器，包括：
用于处理从各个网元接收到的消息的处理器，接收器和发送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MAG 中第一MAG 转发的

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移动节点
M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MN 发送至所述第
一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MAG ，所述第一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发送器，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LMA 之间隧道
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处理器，用于在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
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将所述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一MAG 接收到所述RA 消息时，所述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本发明实施例第六方面提供了一种移动接入网关MAG ，包括处理器、发
送器和接收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移动节点M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L 2 附着请求消息，
所述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MN 的 ID;

所述发送器，用于将所述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述
承载消息转发到软件自定义网络SDN 控制器中；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MAG 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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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 N 的流表项

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所述 M N 的流表项；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

述 M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

的家乡网络前缀 HNP(s) 。

本发明实施例第七方面提供 了一种本地移动锚点 LMA ，包括：处理器、

接收器；

接收器，用于在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所述

L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 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 MAG ，所

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 N 的 ID;

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

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 N 的流表项

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所述 M N 的流表项。

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提供 了一种绑定注册方法，包括：

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

求移动节点 M 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 N 发送至

所述第一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MAG ，所述第一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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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MN 的 ID;

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

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将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若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SDN 控制器

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

第一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八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

式中，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

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和所述 LMA 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所述第一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建立所述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一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一MAG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所述第二建立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二建立消息包括建立

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所述第一调整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所述第二调整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一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一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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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八方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

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

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MAG-LMA 隧道

接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 匹配

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八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或第八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

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 MN 需要由所述第一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二承载消

息以请求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二 MAG ，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

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

隧道；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若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SDN 控制器

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

第二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

的第五种实施方式中，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述 LMA 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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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所述第三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三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所述第四建立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四建立消息包括建立

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所述第三调整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三流表项；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所述第四调整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四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的第五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

的第六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根据所述第三

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所述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的第六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八方面
的第七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

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五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五匹配项

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 MAG 隧道接口转发。

本发明实施例第九方面提供了一种数据转发方法，包括：

移动接入网关 MAG 接收移动节点 M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

息，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MAG 将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述承载消

息转发到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 -

所述 MAG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

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 MAG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并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若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MAG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述 MN 注册

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的家乡网络

前缀 HNP(s) 。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实施

方式中，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具体为：

所述 MAG 居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建立所

述 MAG 侧的隧道接 口；

所述 MAG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具体为：

所述 MAG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

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

方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

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

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九方面的第二种实

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九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所述 MAG 接收所述 MN 发送的分组数

据，并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

第一匹配项进行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所述 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 -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使得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

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

本发明实施例第十方面提供了一种数据转发方法，包括：

当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

息后，本地移动锚点 LMA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

息完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

请求消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

入所述 MAG ，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LMA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并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十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十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

式中，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具体为：

所述 LMA 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建立所

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 LMA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具体为：

所述 LMA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所述MN 的第二流

表项。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十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十方
面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

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十方面的第一种实施方式，或第十方面的第二种实

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十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所述 MN 接收到路由器

通告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后，所述 LMA 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

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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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AG ，使得所述 MAG 根据所述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 MN。

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十方面的第三种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十方

面的第四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

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

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 口链路。

从 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具有以下优点：

本发明实施例中，SDN 控制器包括：第一接收单元、第一发送单元、第

二发送单元、配置封装单元、第三发送单元，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

得 M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将建立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

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第一 MAG 和 LMA 以在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建立隧

道；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分别向第一 MAG 与 LMA 发送调整 MN 的流表项的消

息；配置封装单元用于在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为

MN 配置 HNP(s) ，并将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第三发送单元用于将 RA

消息发送至第一 MAG ，使得在 MN 从第一 MAG 接收到 RA 消息时， MN 注

册到网络上，这样通过 SDN 控制器告知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建立隧道，然

后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下发的流表项转发数据，从而

无需网元设备之间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

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网际协议 （IP，Internet Protocol )，进

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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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SDN 控制器一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SDN 控制器另一 实施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MAG —个 实施例示意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MAG 另一 实施例示意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LMA —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LMA 另一 实施例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网络 系统的一个 实施例示意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网络 系统 中各个 网元与 网络间信令 交互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SDN 控制器一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MAG —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LMA —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绑定注册方法一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绑定注册方法另一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4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方法一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5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方法另一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6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方法一个 实施例示意图；

图 17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方法另一 实施例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

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 细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

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

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

围。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绑定注册和数据转发方法、相 关设备及 网络 系统 ，

能够 实现无需 网元设备之 间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 比，网元设备 LMA

和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 了简化 ，

这样 网元设备 LMA 和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 P协议 ，进而在 网络建设 中节约

了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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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照图1，本发 明实施例中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 控制器一个实施例，该SDN 控制器包括：第一接收单元 101、第一发

送单元 102、第二发送单元 103、配置封装单元 104和第三发送单元 105;

第一接收单元 101，用于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

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求 M N 注册到网络上，该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一 MAG 以请求接入该第一 MAG ，该第一

L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D;

第一发送单元 102，用于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

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

第二发送单元 103，用于分别向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发送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

配置封装单元 104，用于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时，则为该 M 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

第三发送单元 105，用于将该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MAG ，使得在该M N从

该第一MAG 接收到该RA 消息时，该M N注册到该网络上。

在实际应用中，第一MAG 与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

置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该M N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M N

相关的流表项，该调整该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是用于调整第一MAG 和LMA 中

该M N 的流表项，进一步地 ，当第一MAG 和LMA 各 自建立完隧道且调整完该

M 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一MAG 与该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此时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一MAG 与该LMA 反馈的响应以告知SDN 控制器建立

隧道成功。

本实施例中，SDN 控制器包括：第一接收单元、第一发送单元、第二发送

单元、配置封装单元、第三发送单元，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经由多个MAG

中第一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L 2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M 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将建立第一MAG 与LMA 之间隧道的消

息分别发送至第一MAG 和LMA 以在第一MAG 与LMA 之间建立隧道；第二发送

单元用于分别向第一MAG 与LMA 发送调整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配置封装单

元用于在第一MAG 与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为M N配置HNP(s)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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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HNP(s) 封装在RA 消息中；第三发送单元用于将RA 消息发送至第一MAG ，

使得在M N从第一MAG 接收到RA消息时， MN注册到网络上，这样通过SDN

控制器告知网元设备LMA 和MAG 建立隧道，然后网元设备LMA 和MAG 可以根

据SDN控制器下发的流表项转发数据，从而无需网元设备之间进行协商，而且

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LMA 和MAG 可以根据SDN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元设备LMA 和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网际协议 （IP，Internet Protocol ) , 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的实施例，下面以一具体实施例对SDN控制器中包括

的各个单元及元件的交互对SDN控制器中的数据交互方式进行说明，请参阅图

2 , 该SDN控制器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201、第一发送单元202、第二发送单元203、配置封装单元

204和第三发送单元205、第二接收单元206。

第一接收单元 201 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求 M N 注册到网络上，该第一 L 2 附着请

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一 MAG 以请求接入该第一 MAG ，该第一 L 2 附

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D，在实际应用中，MN 根据需求确定接入多

个 MAG 中的第一 MAG ，此时第一 MAG 会受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由于

第一 MAG 中没有任何匹配的流表项，所以将第一 MAG 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

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发送到 SDN 控制器中然后，告知第一发送单元 202

和第二发送单元 203 执行发送的操作。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本实施例中可 以 以 packet_in 形式承载 L 2 附着请求消

息。

第一发送单元 202 向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向该 LMA 发送第二

建立消息，该第一建立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一 MAG 建立该第一 MAG 侧的隧道

接 口，该第二建立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在实际

应用中，该第一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该

第二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

有不同的配置信息。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以建立 IP-in-IP 隧道为例进行说明，那么第一建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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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或第二建立消息中主要包含封装有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这两端的地址

Proxy-CoA 1和地址 LMAA 的信息，其中 Proxy-CoA 1 为第一 MAG 的地址，

LMAA 为 LMA 的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 203 向该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向该 LMA 发送第

二调整消息，该第一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一MAG 添加该MN 的第一流表项，

该第二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添加该 MN 的第二流表项；

该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

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 口

链路；该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MAG 隧道接口转发。

若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配置封装单元 204 为该

M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A 消息中，并将 RA 消息发送至第

三发送单元 205，在实际应用中，当第一 MAG 和 LMA 各 自建立完隧道且调

整完该 M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此时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一MAG 与该 LMA 反馈的响应以告知 SDN

控制器建立隧道成功。

第三发送单元 205 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使得在该 MN 从该

第一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该 MN 注册到该网络上，在实际应用中，当

该 MN 从该第一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表示该 MN 注册到网络上，在实

际应用中，若 MN 没有收到 RA 消息，此时 MN 可以向第一 MAG 发送路由请

求 （RS，Router Solicitation ) 消息以请求获取 HNP(s) ，然后第一MAG 可 以将

接收到的该 RS 消息转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 HNP(s )。

当该 MN 需要由该第一 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第二接

收单元 206 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二承

载消息以请求该 MN 注册到该网络上，然后告知第一发送单元 202 和第三发送

单元 203 执行发送操作，该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该 MN 发送至该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该第二 MAG, 该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N 的 ID，在

实际应用中，MN 可以切换至多个 MAG 中的第二 MAG ，此时第二 MAG 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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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 L2 附着请求消息，由于第二 MAG 中没有任何匹配的流表项，所以将

第二 MAG 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该第二承载消息发送到 SDN 控制器

中。
第一发送单元 202 将建立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

送至该第二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在 应

用中，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信息，

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具体地，第一发送单元 202 向该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并向该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该第三建立消息

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建立该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该第四建立消息用于

指示该 LMA 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 。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以建立 IP-in-IP 隧道为例进行说明，那么第三建立消

息或第四建立消息中主要包含封装有该第二 MAG 和该 LMA 这两端的地址

Proxy-CoA 和地址 LMAA 的信息，其中 Proxy-CoA 2 为第二 MAG 的地址，

LMAA 为 LMA 的地址。

在实际应用中，此时由原来的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改为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此时 SDN 控制器可以向第一 MAG 与 LMA 分别

发送拆除隧道的指令以拆除第一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

第二发送单元 203 分别向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发送调整该 MN 的流表

项的消息，在实际应用中，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N 相关的流表项，

该调整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是用于调整第一MAG 和 LMA 中该 MN 的流表

项，具体地，第二发送单元 203 向该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并向该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该第三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添加该 MN

的第三流表项，该第四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添加该 MN 的第四流表项。

其中，该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根据该第三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该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该 LMA 根据该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该

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

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五匹配项：目的地

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五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该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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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MAG 道接口转发。
配置封装单元 204 在该第二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

为该M N 配置该HNP(s )，并将该HNP(s) 封装在该RA 消息中，在实际应用中，
当第二MAG 和 LMA 各自建立完隧道且调整完该M 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
二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此时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
二MAG 与该 LMA 反馈的响应以告知 SDN 控制器建立隧道成功。

在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第三发送单元 205 将
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二 MAG, 使得在该 M N 从该第二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该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其中该 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该HNP(s) 。

本实施例中，通过第一发送子单元 2021 告知网元设备 LMA 和第一MAG

建立隧道，第二发送子单元 2031 向第一 MAG 和 LMA 分别发送该 M N 的流
表项，从而无需网元设备之间进行繁瑣的隧道参数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
网元设备LMA 和MAG 可以根据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制
功能，这样网元设备 LMA 和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网际协议 （IP，Internet

Protocol ) , 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当M N 需要从第一MAG 切换到第
二 MAG 时，第一发送单元 202 还可以通过告知网元设备 LMA 和第二 MAG

建立隧道，第二发送单元 203 向第二MAG 和 LMA 分别发送该M N 的流表项，
进而在 M N 移动时进行切换不同的MAG 时，无需 LMA 与不同的MAG 进行
频繁且复杂的信令交互过程，从而加快网元设备自身的处理速度，提高网络带
宽的利用率。

请参照图3，本发明实施例中MAG —个实施例，该MAG 包括：第一接收
单元301、第一转发单元302、第二接收单元303、建立单元304、调整单元305

和第二转发单元306;

第一接收单元 301，用于接收 M N 发送的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
请求消息包括该M N 的 ID;

第一转发单元 302，用于将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
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第二接收单元 303，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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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建立单元 304，用于才艮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

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

第二接收单元 303，还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N 的流表

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 305，用于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该

MN 的流表项；

第二转发单元 306，用于在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

将从该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使得该 M N 注册到网络

上，该 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N 配置的 HNP(s) 。

本实施例中，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信

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 N

相关的流表项。

在实际应用中，SDN 控制器同时会向 LMA 发送建立该 LMA 与该 MAG

之间隧道的消息，该 LMA 可以根据该建立该 LMA 与该 MAG 之间隧道的消

息完成该 LMA 侧隧道的建立，SDN 控制器也会将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

息发送至 LMA ，使得 LMA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

储的该 M N 的流表项，然后第二转发单元 306 可以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

并且 LMA 也可以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器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本实施例中，通过第一接收单元302、第二接收单元303、建立单元304 、

调整单元 305将L 2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控制器中，然后根据SDN控制器的发送的建立该MAG 与该LMA 之间隧道

的消息完成该MAG 侧隧道的建立，根据SDN控制器的发送的调整该MN的流表

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该M N的流表项，从而无需MAG 与LMA 协商来建立

隧道，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MAG 可以根据SDN控制器指令进行操

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元设备 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的实施例，下面以一具体实施例对MAG 中包括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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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元及元件的交互对MAG 中的数据交互方式进行说明，请参阅图4，该MAG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401、第一转发单元402、第二接收单元403、建立单元404、

调整单元405、第二转发单元406、第三接收单元407、匹配单元408和第三转发

单元409。

第一接收单元 401 接收 MN 发送的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

息包括该 MN 的 ID, 在实际应用中，MN 向 MAG 发送 L2 附着请求消息是为

了接入该 MAG 。

由于 MAG 在接收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时没有匹配的流表项，第一转发单

元 402 将该 L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第二接收单元 403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消息，然后

将该建立消息发送至建立单元 404，将该调整消息发送至该调整单元 405，在

实际应用中，建立消息是用于指示MAG 建立MAG 与 LMA 之间隧道中该MAG

侧的隧道接口，该建立消息包括：该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建立该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建立单元 404 根据该建立消息建立该 MAG 侧的隧道接口，在实际应用中，

网元设备 LMA 也可以接收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另一个建立消息，LMA 根据

该另一个建立消息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口，而且该另一个建立消息包括建

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调整单元 405 根据该调整消息添加该 MN 的第一流表项，第一流表项的内

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

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在实际应用中，

MAG 可以根据该第一流表项转发数据。

在实际应用中，网元设备 LMA 也可以接收到该 SDN 控制器发送另一个

调整消息，LMA 可以根据该另一个调整消息添加第二流表项，第二流表项的

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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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第二转发单元 406 将从该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N，使得该 MN 注册到网络上，该

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N 配置的 HNP(s) ，在实际应用中，当建

立单元 404 和调整单元 405 执行完操作时，可以告知第二转发单元 407，此时

第二转发单元可以先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当然 LMA 在完成 LMA 侧隧道

接 口的建立，和调整 自身存储的 MN 的流表项之后，LMA 也可以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器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在实际应用中，若 MN 没有收到 RA 消息，此时 MN 可以向第一 MAG 发

送路由请求 ( S , Router Solicitation ) 消息以请求获取 HNP(s), 然后第一 MAG

可以将接收到的该 RS 消息转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 HNP(s) 。

当该 MN 注册到该网络上后，第三接收单元 407 接收该 MN 发送的分组

数据，并将该分组数据发送至匹配单元 408 。

匹配单元 408 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该 MAG 中该第一流表

项的第一 匹配项进行 匹配，若匹配成功，则将分组数据发送给第三转发单元

409，若匹配不成功则，表示转发分组数据失败，在实际应用中，若分组数据

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则表示与第一流表项的第一匹配项

匹配成功。

第三转发单元 409 根据该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该 LMA ，使得该 LMA 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

在实际应用中，该 LMA 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不需要 MN 的流表项，该

LMA 需要根据其他的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如何根据其他的流表

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网络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做赘述。

例如，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

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

口链路，若第三接收单元 407 接收到的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则可以确定与第一流表项的第一匹配项的源地址前缀匹配成功，

然后 匹配单元 408 可以执行第一流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 ，即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此时第三转发单元 409 需要以自身的地址为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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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LMA 的地址为目的地址，将分组数据通过 MAG-LMA 隧道转发给 LMA 。

本实施例中，第一转发单元 402 将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

并将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然后建立单元 404 和调整单元 405 根

据 SDN 控制器的发送的建立隧道的消息和调整MN 流表项的消息来建立MAG

侧的隧道，从而 MAG 无需与 LMA 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

备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制功能，这样网

元设备 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当

MN 有分组数据需要发送到网络时，第三转发单元 409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

下发的第一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 LMA ，使得 LMA 将分组数据转发至网

络，从而无需 LMA 和 MAG 通过协商来转发分组数据，减少了 LMA 和 MAG

在转发分组数据时，复杂的信令交互，从而加快网元设备 自身的处理速度，提

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请参照图5，本发明实施例中LMA —个实施例，该LMA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501、建立单元502、调整单元503;

第一接收单元 501，用于在 SDN 控制器接收到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该承载消

息中承载有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 MN 发送至该 MAG 以

请求接入该 MAG ，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该 MN 的 ID;

建立单元 502，用于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

该 LM A 侧隧道的建立；

第一接收单元 501，还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N 的流表

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 503，用于根据该调整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该

MN 的流表项。

在本实施例中，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

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N

相关的流表项。

在实际应用中，MAG 也可以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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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SDN 控制器也会将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

项的消息发送至 MAG ，使得 MAG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该 M N 的流表项，进一步地，当 LMA 完成步骤 501 和步骤 502 操

作之后，LMA 可以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当然，MAG 也可以在完成 MAG

侧隧道的建立及调整 自身存储的 MN 流表项之后，MAG 反馈响应给 SDN 控

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器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然后 SDN

控制器通过 MAG 将 RA 消息转发至 M N，当 M N 接收到 RA 消息后，则表示

MN 注册到该网络上，该 RA 消息中包括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 HNP(s) 。

本实施例中，建立单元 502 根据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完成该 LMA 侧隧道的建立，调整单元 503 居调整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

整 自身存储的该 M N 的流表项，无需 MAG 与 LMA 协商来建立隧道，网元设

备 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

这样网元设备 LMA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

本。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的实施例，下面以一具体实施例对LMA 中包括的各

个单元及元件的交互对LMA 中的数据交互方式进行说明，请参阅图6，该LMA

包括：第一接收单元601、建立单元602、调整单元603、第二接收单元604、匹

配单元605、转发单元606。

在 SDN 控制器接收到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第一接收单元 601 接收

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消息，并将建立消息发送至建立单元

602, 将调整消息发送至调整单元 603，该承载消息中承载有 L 2 附着请求消息，

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 MN 发送至该 MAG 以请求接入该 MAG ，该 L 2 附着请

求消息包括：该 M N 的 ID，在实际应用中，该建立消息是用于指示 LMA 建

立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中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该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

建立单元 602 根据该建立消息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在实际应用中，

网元设备 MAG 也可以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另一个建立消息，并根据该另

一个建立消息完成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而且该另一个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 -

调整单元603根据该调整消息添加该MN的第二流表项，该第二流表项的内

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MN的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应的

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在实际应用中，LMA 可以根据该第二流表项

转发数据，而且网元设备MAG 也可以根据SDN控制器的指令添加第一 流表项。

进一步地，当建立单元602和调整单元603完成操作之后，LMA 可以告知

转发单元606反馈响应给SDN控制器，当然，MAG 也可以在完成MAG 侧隧道

接 口的建立及添加第一流表项后，MAG 反馈响应给SDN控制器，以告知SDN

控制器MAG 与该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然后SDN控制器通过MAG 将RA

消息转发至MN，该RA消息中包括SDN控制器为该MN配置的HNP(s) 。

在实际应用中，若 MN 没有收到 RA 消息，此时 MN 可以向第一 MAG 发

送路由请求 ( S , Router Solicitation ) 消息以请求获取 HNP(s), 然后第一 MAG

可以将接收到的该 RS 消息转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 HNP(s) 。

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该 MN 接收到 RA 消息以注册

到网络上后，第二接收单元 604 从该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并将该分组数据发

送至匹配单元 605。

匹配单元 605 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该 LMA 中该第二流

表项的第三 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将分组数据发送给转发单元 606，

若匹配不成功，则表示转发分组数据失败，在实际应用中，若分组数据中包含

的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则表示与第二流表项的第三 匹配项匹配

成功。

转发单元 606 根据该第二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转发至该 MAG ，使得该 MAG 根据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

数据转发至该 MN，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

至 MN 接 口链路。

例如，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若第二接收

单元 604 接收到的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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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与第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的目的地址前缀匹配成功，然后匹配单元
605 可以执行第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即，LM A-M A G 隧道接口

转发，此时转发单元 606 以自身的地址为源地址，MAG 的地址为目的地址，

将分组数据通过 LMA-MAG 道转发至 MAG 。

进一步地，在实际应用中，MAG 在接收到分组数据后，可以根据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 M N，此处 MAG 需要根据分组数据中包
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第一流表项中第二匹配项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 M N，具体地，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

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则表示与第一流表项的第二匹配项匹配成功。

本实施例中，建立单元 602 根据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建立 LMA

侧的隧道及 MAG 侧的隧道，调整单元 603 根据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消息

添加该 M N 的第二流表项，从而无需MAG 与 LMA 协商来建立隧道，网元设
备 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

这样网元设备 LMA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

本；当网络有分组数据要发送到 M N 时，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下发的第

二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 MAG ，使得 MAG 根据 SDN 控制器下发的第一流

表项发送至 M N，从而无需 LMA 和 MAG 通过协商来转发分组数据，减少了

LMA 和 MAG 在转发分组数据时，复杂的信令交互，从而加快网元设备自身
的处理速度，提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请参见图7，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系统一个实施例，该网络系统包括：SDN

控制器10、MN 11 、MAG 12和LMA 13;

M N 11 , 用于在 M N 11 需要接入 MAG 12 时，向MAG 1 发送 L 2 附着请

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MN 11 的 ID;

MAG 12, 用于将接收到的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

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 10 中；

SDN 控制器 10，用于将建立 MAG 1 与 LMA 13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

送至 MAG 1 和 LMA 13，并将调整 M N 11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 MAG

1 与 LMA 13;

MAG 12,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该建立 MAG 1 与 LMA 13 之间隧道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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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MAG 1 侧隧道的建立，并根据接收到的该调整 M N 11 的流表项的消息

调整 自身存储的 M N 11 的流表项；

LMA 13，用于才艮据该建立 MAG 1 与 LMA 13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 LMA

13 侧隧道的建立，并根据该调整 M N 11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 M N

11 的流表项；

SDN 控制器 10，还用于在 MAG 1 与 LMA 13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后，

为 MN 11 配置 HNP(s) ，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并将该 RA 消息发送

至 MAG 12;

M N 11 , 还用于接收该 MAG 1 转发的该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M N 11 在 M N 11 需要接入 MAG 12 时，向 MAG 1 发送 L 2

附着请求消息，MAG 1 将接收到的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

并将该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 10 中，然后 SDN 控制器 10，用于将建立

MAG 1 与 LMA 13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 MAG 1 和 LMA 13，并将调

整 MN 11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 MAG 1 与 LMA 13，这样 MAG 1 与

LMA 13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 10 下发的操作指令建立隧道及调整 MN 11 的流

表项，从而无需网元设备 MAG 1 与 LMA 13 之间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

相比，网元设备 LMA 13 和 MAG 1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 10 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元设备 LMA 13 和 MAG 1 可以适用于

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下面介绍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系统中各个网元设备之间的信令交互过程，

请参阅图 8。

801 、MN 11 在 M N 11 需要接入 MAG 12 时，向 MAG 1 发送 L 2 附着请

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MN 11 的 ID;

802、MAG 1 将接收到的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

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 10 中；

803、 SDN 控制器 10 向 MAG 1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和第一 调整消息，并

向 LMA 13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和第二调整消息；

804、MAG 1 根据接收到的该第一建立消息建立 MAG 1 侧的隧道接 口，

并根据该第一调整消息添加 M N 11 的第一流表项，该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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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805、LMA 13 根据接收到的第二建立消息建立 LMA 13 侧的隧道接 口，并

根据该第二调整消息添加 MN 11 的第二流表项，该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

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LMA-MAG 隧道接口转发；

806、 SDN 控制器 10 在 MAG 1 与 LMA 13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后，为

MN 11 配置 HNP(s) ，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并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

MAG 12;

807、 MN 11 接收 MAG 1 转发的该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

808、在 MN 11 注册到该网络上后，MN 11 向已接入的 MAG 1 发送分组

数据；

809、 MAG 12 将接收到的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该 MAG 12

中该第一表项的第一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该第一流表项将该

分组数据通过 MAG 1 与 LMA 13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 LMA 13 , M N 11 的源地

址包含该 HNP(s);

810、 LMA 13 将接收到的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中。

811、当MN 11 注册到该网络上后，LMA 13 从该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

并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 LMA 13 中该第二流表项的第三匹

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该第二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1 与 LMA 13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 MAG 12;

812、 MAG 1 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 MAG 1 中第一流

表项的第二 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该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

通过 MAG 1 与 LMA 13 之间的 道转发至 MN 11。

需要说明的是，步骤 807 到步骤 809 与步骤 810 至步骤 812 属于并列的关

系。

本实施例中，当MN 11需要注册到网络上时，SDN控制器10向网元设备

LMA 13和MAG 12发送建立该两个网元之间隧道建立的消息以及调整各 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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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的M N 11的流表项的消息，MAG 12和LMA 13可以根据SDN 控制器 10发送的

消息来建立隧道以及调整各 自存储的M N 11的流表项，从而在建立隧道时，无

需MAG 12和L M A 13之间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LMA 13

和MAG 12可以根据SDN 控制器 10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制功能，这样

网元设备LMA 13和MAG 12可以适用于任意的IP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 中节约

了成本；同时，在发送分组数据时，MAG 12和LMA 13只需根据存储的M N 11

的流表项进行转发，从而无需LMA 13和MAG 12通过协商来转发分组数据，减

少了LMA 13和MAG 12在转发分组数据时，复杂的信令交互，从而加快网元设

备 自身的处理速度，提 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SDN 控制器进行进一步说明，请参阅图 9，本发

明实施例中 SDN 控制器一个实施例，该 SDN 控制器包括：

用于处理从各个网元接收到的消息的处理器 901 ，接收器 902 和发送器

903;

接收器 902 ，用于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 M 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该第一 L 2 附

着请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一 MAG 以请求接入该第一 MAG ，该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D;

发送器 903 ，用于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

至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分别向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发送调整该 M N 的流

表项的消息；

处理器 901 ，用于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

为该 M 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使得在该 M N 从

该第一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

另外，发送器 903 还用于，向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第一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第一 MAG 建立所述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第一建立消息包括

建立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向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第二建立消息用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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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第二建立消息包括建立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向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第一调整消息用于

指示第一 MAG 添加 MN 的第一流表项；以及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所述第二调整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其中，第一流表项用于指示第一 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第二流表项用于指示 LMA 根据第二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

目的地址的前缀为 MN 的 HNP(s) ；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

链路；

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 MN 的 HNP(s);

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MAG 隧道接 口转发。

接收器 902 还用于，在 MN 需要由第一 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二承载消

息，以使得 MN 请求注册到所述网络上，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 MN 发送至

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第二 MAG ，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述 MN 的 ID;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将建立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

至第二 MAG 和 LMA 以在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建立隧道；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分别向第二 MAG 与 LMA 发送调整 MN 的流表项的

消息；

处理器 901 还用于，在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为

MN 配置所述 HNP(s) ，并将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在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将 RA

消息发送至第二 MAG ，使得在 MN 从第二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其中 RA 消息中包括 SDN 控制器为 MN 配置的 HNP(s) 。

发送器 903 还用于，向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第三建立消息用于

指示第二 MAG 建立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第三建立消息包括建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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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发送器903 还用于，向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第四建立消息用于指示

LMA 建立LMA 侧的隧道接口，第四建立消息包括建立所述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发送器903 还用于，向第二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第三调整消息用于
指示第二MAG 添加MN 的第三流表项；以及

发送器903 还用于，向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第四调整消息用于指示
LMA 添加MN 的第四流表项。

其中，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第二MAG 根据第三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LMA 根据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MN 的HNP(s);

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五匹配项：目的
地址前缀为所述MN 的HNP(s) ；第五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MN 接口链
路；

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MN 的HNP(s);

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MAG 道接口转发。
本实施例中，接收器902 接收经由多个MAG 中第一MAG 转发的承载有

第一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求MN 注册到网络上，发送器903

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一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并将调整该MN 的流表项
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MAG 与该LMA ，处理器901 为该MN 配置HNP(s )，
并将该HNP(s)封装在RA 消息中，然后发送器903 将该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这样通过SDN 控制器告知LMA 和第一MAG 建立隧道，并向第一MAG

和LMA 分别发送该MN 的流表项，从而无需LMA 和MAG 之间进行协商，
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LMA 和MAG 可以根据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
操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元设备 LMA 和MAG 可以适用
于任意的IP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MAG 进行进一步说明，请参阅图10，本发明实施
例中MAG —个实施例，该MAG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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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 1001 、发送器 1002 和接收器 1003;

接收器 1003 ，用于接收 M N 发送的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
息包括该 M N 的 ID;

发送器 1002 ，用于将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
消息转发到软件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接收器 1003 ，还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本地移动
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处理器 1001 ，用于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接收器 1003 ，还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

息；
处理器 1001 ，还用于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

该 M N 的流表项；
发送器 1002 ，还用于在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将从

该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 ，使得该 M N 注册到网络上，
该 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HNP(s )。

另外，接收器 1003 还用于，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消息；
处理器 1001 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 MAG 侧的隧道接口，根据

所述调整消息添加 M N 的第一流表项。
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 N 的HNP(s) ；

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

前缀为M N 的HNP(s) ；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口链路。
接收器 1003 还用于，在 M 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接收 M N 发送的分组

数据；
处理器 1001 还用于，将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 MAG 中第一流

表项的第一匹配项进行匹配；

发送器 1002 还用于，在匹配成功时，根据第一流表项将分组数据通过
MAG 与 LMA 之间的 道转发至 LMA, 使得 LMA 将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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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通过发送器1002 将L 2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

该承载消息转发到SDN 控制器中，然后处理器1001 根据SDN 控制器的发送的建

立隧道的消息和调整M N 流表项的消息来建立MAG 侧的隧道，从而无需MAG

与LMA 协商来建立隧道，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MAG 可以根据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了简化，这样网元设备 MAG 可

以适用于任意的I P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LMA 进行进一步说明，请参阅图 11，本发明实施

例中 LMA —个实施例，该 LMA 包括：

处理器 1101 、接收器 1002;

接收器 1102 ，用于在 SDN 控制器接收到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接收

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该承载消息中

承载有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 N 发送至该 MAG

以请求接入该 MAG ，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该 M N 的 ID;

处理器 1101 ，用于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L M A 侧隧道的建立；

接收器 1102 ，还用于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

息；

处理器 1101 ，还用于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

该 M N 的流表项。

另夕卜，接收器 1102 还用于，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消息；

处理器 1101 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

根据所述调整消息添加 M N 的第二流表项。

其中，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 N

的 HNP(s); 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接收器 1102 还用于，在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 M N 接收

到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后，从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

处理器 1101 还用于，将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 LMA 中第二

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并在匹配单元匹配成功，根据第二流表项将分

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 LMA 之间的 道转发至 MAG, 使得 MAG 根据 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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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 M N 。

第一 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 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 N 的 HNP(s) ；

第一 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 目的地址

前缀为所述 M N 的 HNP(s); 所述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 口链

路 。

本 实施例 中，处理器 1101 根据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LMA 侧隧道的建立，根据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 ，无需 MAG 与 LMA 协

商来建立隧道，网元设备 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

的控制功能进行 了简化 ，这样 网元设备 LMA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 P 协议 ，进

而在 网络建设 中节约了成本。

下面对用于上述SDN 控制器执行的绑定注册方法进行说 明，请参见 图12，

本发 明实施例中绑定注册方法一个实施例 包括：

1201 、 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

L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 M N 请求注册到 网络上；

本 实施例中，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一 MAG 以请求

接入该第一 MAG ，该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 D ，在 实际应

用中，M N 根据需求确定接入多个 MAG 中的第一 MAG ，此时第一 MAG 会受

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由于第一 MAG 中没有任何 匹配的流表项，所以将

第一 MAG 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发送到 SDN 控制器

中。

1202 、SDN 控制器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

至该第一 MAG 和 LMA 以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 间建立隧道；

1203 、SDN 控制器将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本 实施例 中，在步骤 1201 之后 ，SDN 控制器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同时，SDN 控制器还可

以将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在 实际

应用中，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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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 N 相关

的流表项，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是用于调整第一 MAG 和 LMA 中该

M N 的流表项。

1204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

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

本实施例中，当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 SDN 控

制器为该 M N 配置 HNP(s) ，在 实际应用中，当第一 MAG 和 LMA 各 自建立完

隧道且调整完该 M 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此时 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反馈的响应以

告知 SDN 控制器建立隧道成功；然后 SDN 控制器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

息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使得在该 M N 从该第一 MAG 接收

到该 RA 消息时，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在实际应用中，当该 M N 从该第一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表示该 M N 注册到 网络上。

需要说明的是，从步骤 1202 到步骤 1204 不局限于本实施例中的顺序 ，在

实际应用中，SDN 控制器执行步骤 1202-1204 的操作的顺序不做限定，SDN

控制器可以先执行步骤 1204 ，再执行步骤 1202-1203 ，SDN 控制器还可以同时

执行步骤 1202-1203 ，再执行步骤 1204 。

本实施例中，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

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求 M N 注册到网络上，SDN 控制

器将建立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SDN 控制器将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

这样 ，通过 SDN 控制器告知 网元设备 LMA 和第一 MAG 建立隧道，并向第一

MAG 和 LM A 分别发送该 M N 的流表项，从而无需网元设备之 间进行协商，

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

操作 ，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 了简化 ，这样 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适用

于任意的 IP 协议 ，进而在 网络建设 中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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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发明实施例中绑定注册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1301 、 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多个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

L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 M 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一 MAG 以请求

接入该第一 MAG ，该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D ，在实际应

用中，M N 根据需求确定接入多个 MAG 中的第一 MAG ，此时第一 MAG 会受

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由于第一 MAG 中没有任何 匹配的流表项，所以将

第一 MAG 承载有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发送到 SDN 控制器

中。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本实施例中可 以 以 packet_in 形式承载 L 2 附着请求消

息。

1302 、 SDN 控制器向该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

1303 、 SDN 控制器向该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

本实施例中，第一建立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一 MAG 建立该第一 MAG 侧的

隧道接 口，第二建立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在实

际应用中，该第一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该第二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

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以建立 IP-in-IP 隧道为例进行说明，那么第一建立消

息或第二建立消息中主要 包含封装有该第一 MAG 和该 LMA 这两端的地址

Proxy-CoA 1 和地址 LMAA 的信息，其中 Proxy-CoA 1 为第一 MAG 的地址，

LMAA 为 LMA 的地址。

1304, SDN 控制器向该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

1305 SDN 控制器向该 LM 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

本实施例中，第一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一MAG 添加该M N的第一流表

项，第二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LMA 添加该M N的第二流表项，该第一流表项用

于指示该第一MAG 根据该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 ，该第一流表项用于指

示该第一MAG 根据该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该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

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M N的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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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M N的HNP(s); 该

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M N接 口链路，该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

三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M N的HNP(s); 该第三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1306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

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本实施例中，若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 SDN 控

制器为该 M N 配置 HNP(s) ，在实际应用中，当第一 MAG 和 LMA 各 自建立完

隧道且调整完该 M 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此时 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一 MAG 与该 LMA 反馈的响应以

告知 SDN 控制器建立隧道成功；然后 SDN 控制器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

息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一 MAG ，使得在该 M N 从该第一 MAG 接收

到该 RA 消息时，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在实际应用中，当该 M N 从该第一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表示该 M N 注册到网络上。

在实际应用中，若 M N 没有收到 RA 消息，此时 M N 可 以向第一 MAG 发

送 RS 消息以请求获取 HNP(s), 然后第一 MAG 可 以将接收到的该 RS 消息转

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 HNP(s ) 。

1307、当该 M N 需要 由该第一 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

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二承

载消息以请求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该 M N 发送至该第二 MAG 以请求

接入该第二 MAG ，该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该 M N 的 ID ，在实际应

用中，M N 可以切换至多个 MAG 中的第二 MAG ，此时第二 MAG 会受到第二

L 附着请求消息，由于第二 MAG 中没有任何 匹配的流表项，所以将第二 MAG

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该第二承载消息发送到 SDN 控制器中。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本实施例中可 以 以 packet_in 形式承载 L 2 附着请求消

息。

1308 、SDN 控制器将建立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

送至该第二 MAG 和该 LMA 以在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建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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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在步骤 1307 之后，该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可

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信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息。

具体地， SDN 控制器向该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该第三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建立该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 口，该第三建立消息包

括建立该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SDN 控制器向该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该第四建立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该第四建立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

接 口的配置信息。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以建立 IP-in-IP 隧道为例进行说明，那么第三建立消

息或第四建立消息中主要包含封装有该第二 MAG 和该 LMA 这两端的地址

Proxy-CoA 和地址 LMAA 的信息，其中 Proxy-CoA 2 为第二 MAG 的地址，

LMAA 为 LMA 的地址。

在实际应用中，此时由原来的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改为第二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此时 SDN 控制器可以向第一 MAG 与 LMA 分别

发送拆除隧道的指令以拆除第一 MAG 与 LMA 之间的隧道。

1309、SDN 控制器分别向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发送调整该 M N 的流表

项的消息；

本实施例中，SDN 控制器分别向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发送调整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在实际应用中，该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 N 相关的流

表项，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是用于调整第一 MAG 和 LMA 中该 MN

的流表项，具体地，SDN 控制器向该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该第三调

整消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添加该 M N 的第三流表项，该第三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

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五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五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 口链路；SDN 控制器向该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该第四调整消息用于指示该 LMA 添加该 M N 的第

四流表项，该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该第二 MAG 根据该第三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该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该 LMA 根据该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据，该

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N 的 HNP(s)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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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 MAG 道接口转发。
1310 、若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该 SDN 控制器

为该 M N 配置 HNP(s )，并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
至该第二 MAG ，使得在该 M N 从该第二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若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该 SDN

控制器为该M N 配置 HNP(s) ，在实际应用中，当第二 MAG 和 LMA 各自建立
完隧道且调整完该M N 的流表项时，表示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
建立成功，此时SDN 控制器可以分别收到该第二 MAG 与该 LMA 反馈的响应
以告知 SDN 控制器建立隧道成功；将该 HNP(s) 封装在 RA 消息中，将该 RA

消息发送至该第二 MAG ，使得在该M N 从该第二 MAG 接收到该 RA 消息时，
该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通过SDN 控制器告知网元设备 LMA 和第一MAG 建立隧道，
并向第一 MAG 和 LMA 分别发送该M N 的流表项，从而无需网元设备之间进
行繁瑣的隧道参数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

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制功能，这样网元设备 LMA

和 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当M N

需要从第一 MAG 切换到第二 MAG 时，SDN 控制器还可以通过告知网元设备
LMA 和第二 MAG 建立隧道，并向第二 MAG 和 LMA 分别发送该M N 的流表
项，进而在 M N 移动时进行切换不同的MAG 时，无需 LMA 与不同的MAG

进行频繁且复杂的信令交互过程，从而加快网元设备自身的处理速度，提高网
络带宽的利用率。

下面对用于上述MAG 执行的数据转发方法进行说明，请参见图 14，本发
明实施例中数据转发方法一个实施例包括：

1401 、MAG 接收M N 发送的 L 2 附着请求消息；
本实施例中，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该M N 的 ID ，在实际应用中，M N 向

MAG 发送 L 2 附着请求消息是为了接入该MAG 。

1402 、MAG 将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消息
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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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实施例 中，由于 MAG 在接收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时没有 匹配的流表项，

此时该 MAG 可以将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消息

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1403 、 MAG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

消息，并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 隧道

的建立；

本 实施例 中，在步骤 1402 之后 ，MAG 可以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

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然后 MAG 在接收到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后 ，根据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在 实际应用 中，SDN 控制器同时会向 LMA 发送建立该 LMA

与该 MAG 之 间隧道的消息，该 LMA 可 以根据该建立该 LMA 与该 MAG 之 间

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LMA 侧隧道的建立。

在 实际应用 中，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

信 息，不 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 息。

1404 、 MAG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并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

本 实施例 中，在步骤 1403 的同时，MAG 还 可 以接 收到 SDN 控制器发送

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然后 MAG 可 以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

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在 实际应用 中，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

息为与 M N 相 关的流表项 ，SDN 控制器也会将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发送至 LMA ，使得 LMA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

1405 、若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 MAG 将从该 SDN 控

制器接 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 ，使得该 M N 注册到 网络上。

本 实施例 中，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 HNP(s) ，在

实际应用 中，MAG 在完成步骤 1403 和 1404 的操作之后 ，MAG 可 以反馈响

应给 SDN 控制器，当然 LMA 在完成 LMA 侧 隧道的建立及调整 自身存储 的

M N 的流表项之后 ，LMA 也可以反馈 响应给 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

器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建立成功，然后 MAG 可以接收到 SDN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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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的 RA 消息，并将从该 SDN 控制器接 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 ，使

得该 M N 注册到 网络上 。

本 实施例 中，MAG 负责将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

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然后 MAG 根据 SDN 控制器的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 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 隧道 的建立 ，根据 SDN 控制

器的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 ，从

而无需 MAG 与 LMA 协商来建立隧道 ，而且与现有技术相 比，网元设备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的控制功能进行 了简化 ，这样 网

元设备 MAG 可 以适用于任意的 I P 协议 ，进而在 网络建设 中节约 了成本 。

下 面 以一具体 实例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 方法进行描述 ，请 参 阅图

15，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方法另一 实施例 包括 ：

1501 MAG 接 收 M N 发送的 L 2 附着请求消息；

本 实施例 中，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该 M N 的 I D ，在 实际应用 中，M N 向

MAG 发送 L 2 附着请 求消息是 为 了接入该 MAG 。

1502 、 MAG 将该 L 2 附着请 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 消息

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本 实施例 中，由于 MAG 在接 收到 L 2 附着请 求消息时没有 匹配的流表项 ，

此时该 MAG 可以将该 L 2 附着请 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承载 消息

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

1503 、 MAG 接 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

息，并根据该建立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 的消息建立该 MAG 侧 的隧道接

口；

本 实施例 中，MAG 接 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

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建立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建立 MAG 侧 的隧道

接 口，在 实际应用 中，该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包括建立该

MAG 侧 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 息，不 同种类的隧道具有 不 同的配置信 息。

当然，在 实际应用 中，网元设备 LMA 也可 以接 收到 SDN 控制器发送的；

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 的消息，LMA 根据该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建立该 LMA 侧 的隧道接 口，而且该另一个建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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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 与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1504 、MAG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并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该 M N 的第一流表项；

本实施例中，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 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一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

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 口链路 ，在实际应用中，MAG 可以根据该第一 流表项转发数据。

在 实际应用中，网元设备 LMA 也可以接收到该 SDN 控制器发送另一个

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LMA 可 以根据该另一个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

消息添加第二流表项，第二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三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

该 M N 的 HNP(s) ；该第三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1505 、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 MAG 将从该 SDN 控

制器接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 ，使得该 M N 注册到网络上；

本实施例中，RA 消息中包括该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 HNP(s) ，在

实际应用中，MAG 在完成步骤 1503 和 1504 的操作之后 ，MAG 可以反馈响

应给 SDN 控制器，当然 LMA 在完成 LMA 侧隧道接 口的建立，和调整 自身存

储的 M N 的流表项之后 ，LMA 也可以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器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然后 MAG 可 以接收到 SDN 控

制器发送的 RA 消息，并将从该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 RA 消息转发至该 M N ，

使得该 M N 注册到 网络上。

在 实际应用中，若 M N 没有收到 RA 消息，此时 M N 可 以 向第一 MAG 发

送 RS 消息以请求获取 HNP(s), 然后第一 MAG 可 以将接收到的该 RS 消息转

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 HNP(s) 。

1506 、当该 M N 注册到该网络上后 ，该 MAG 接收该 M N 发送的分组数据 ，

并将该分组数据 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该 MAG 中该第一流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

进行 匹配，若 匹配成功，则执行步骤 1507, 若 匹配不成功则，表示转发分组

数据失败；

1507 、MAG 根据该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转发至该 LMA ，使得该 LMA 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



- -

本实施例中，在 M N 注册到网络上后，M N 需要向该网络发送分组数据，

此时 MAG 可以接收到该 M N 发送的分组数据，并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

址前缀与该 MAG 中该第一流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进行 匹配 ，MAG 根据该第一

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该 LMA ，例如，

步骤 1504 中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

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

口链路，若 MAG 接收到的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

MAG 可以确定与第一流表项的第一匹配项的源地址前缀匹配成功，然后 MAG

可以执行第一流表项的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即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

此时 MAG 需要以 自身的地址为源地址，LMA 的地址为 目的地址，将分组数

据通过 MAG-LMA 隧道转发给 LMA 。

在实际应用中，该 LMA 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不需要 M N 的流表项，

该 LMA 需要根据其他的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该网络，如何根据其他的流

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网络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做赞述。

本实施例中，MAG 负责将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该

承载消息转发到 SDN 控制器中，然后 MAG 根据 SDN 控制器的发送的建立

MAG 与该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建立该 MAG 侧的隧道，根据 SDN 控制器的

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该 M N 的第一流表项，从而 MAG 无需

与 LMA 进行协商，而且与现有技术相比，网元设备 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

器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制功能，这样网元设备 MAG 可以适用于任意

的 I P 协议，进而在网络建设中节约了成本；当 M N 有分组数据需要发送到网

络时，MAG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下发的第一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 LMA ，

使得 LMA 将分组数据转发至网络，从而无需 LMA 和 MAG 通过协商来转发

分组数据，减少了 LMA 和 MAG 在转发分组数据时，复杂的信令交互，从而

加快网元设备 自身的处理速度，提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下面对用于上述 LMA 执行的数据转发方法进行说明，请参见图 16，本发

明实施例中数据转发方法一个实施例包括：

1601、当 SDN 控制器接收到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LMA 接收该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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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L M A 侧隧道的建立；

本 实施例 中，承载消息中承载有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

为 M N 发送至该 MAG 以请求接入该 MAG ，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 ：该 M N

的 I D ，在 实际应用 中，MAG 也可以接 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

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 隧道的建立。

在 实际应用 中，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可以包括建立隧道的配置

信 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 息。

1602 、LMA 接 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并根

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

本 实施例 中，在步骤 1601 的同时，LMA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

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在 实际应用 中，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为与 M N 相

关的流表项，SDN 控制器也会将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发送至 MAG ，

使得 MAG 根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

项。

进一步地 ，当 LMA 完成步骤 1601 和步骤 1602 操作之后 ，LMA 可以反

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当然，MAG 也可以在完成 MAG 侧隧道的建立及调整

自身存储 的 M N 流表项之后 ，MAG 反馈响应给 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

制器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然后 SDN 控制器通过 MAG 将

RA 消息转发至 M N ，当 M N 接 收到 RA 消息后 ，则表示 M N 注册到该 网络上 ，

该 RA 消息中包括 SDN 控制器为该 M N 配置的 HNP(s) 。

本 实施例 中，LMA 通过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

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LMA 侧隧道的建立 ，通过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该 M N 的流表项，无需 MAG 与 LMA 协商来

建立隧道 ，网元设备 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 ，对复杂的控

制功能进行 了简化 ，这样 网元设备 LMA 可以适用于任意的 I P 协议 ，进而在

网络建设 中节约 了成本 。

下面以一具体 实例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数据转发 方法进行描述 ，请参 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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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发 明实施例中数据转发方法另一 实施例 包括：

1701 、当 SDN 控制器接收到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 ，LMA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

本 实施例 中，承载消息中承载有 L 2 附着请求消息，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

为 M N 发送至该 MAG 以请求接入该 MAG ，该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该 M N

的 I D ，在 实际应用 中，该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包括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 息，不同种类的隧道具有不同的配置信 息。

在 实际应用中，网元设备 MAG 也可以接收 SDN 控制器发送的另一个建

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该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完成该 MAG 侧隧道的建立，而且该另一个建立该 MAG 与

LMA 之 间隧道的消息包括建立该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 息。

1702 、LMA 接收该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并根

据该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该 M N 的第二流表项；

本 实施例 中，第二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三 匹配项： 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HNP(s); 该第三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 口转发 ，在 实际

应用 中，LMA 可以根据该第二流表项转发数据 ，而且 网元设备MAG 也可 以根

据 SDN 控制器的指令添加第一流表项。

进一步地 ，当LMA 完成步骤 1701和步骤 1702操作之后 ，LMA 可 以反馈响

应给SDN 控制器，当然，MAG 也可以在完成MAG 侧隧道接 口的建立及添加第

一流表项后 ，MAG 反馈响应给SDN 控制器，以告知 SDN 控制器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建立成功，然后 SDN 控制器通过MAG 将RA 消息转发至M N ，该RA

消息中包括SDN 控制器为该M N配置的HNP(s) 。

在 实际应用中，若M N没有收到RA 消息，此时M N可以向第一MAG 发送RS

消息以请求获取HNP(s) ，然后第一MAG 可 以将接收到的该RS消息转发给 SDN

控制器，使得 SDN 控制器下发HNP(s) 。

1703 、当该 MAG 与该 LMA 之 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该 M N 接收到 RA 消

息以 注册到 网络上后 ，该 LMA 从该 网络 中接收分组数据；

本 实施例 中，当 M N 注册到该 网络后 ，LMA 可 以 从 网络 中接收分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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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 、 LMA 将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该 LMA 中该第二流

表项的第三 匹配项进行 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执行步骤 1705 ，若 匹配不成功，

则表示转发分组数据失败；

1705 、LMA 根据该第二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

的隧道转发至该 MAG ，使得该 MAG 根据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

据转发至该 M N 。

本实施例中，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 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

项：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 N

接 口链路 ，LMA 根据该第二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通过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

的隧道转发至该 MAG ，使得该 MAG 根据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

据转发至该 M N ，例如，步骤 1702 中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

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该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

道接 口转发，若 LMA 接收到的分组数据中包含的 目的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LMA 可以确定与第二流表项的第三 匹配项中目的地址前缀匹配成功，

然后 LMA 可以执行第二流表项的第三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即，LMA-MAG

道接 口转发，此时 LMA 以 自身的地址为源地址，MAG 的地址为 目的地址，

将分组数据通过 LMA-MAG 道转发至 MAG 。

进一步地，在实际应用中，MAG 在接收到分组数据后 ，可 以根据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 M N ，此处 MAG 需要根据分组数据中包

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第一流表项中第二 匹配项进行 匹配，匹配成功后，该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该分组数据转发至该 M N ，具体地，若分组数据中包含的 目的

地址前缀为该 M N 的 HNP(s) ，则表示与第一流表项的第二 匹配项匹配成功。

本实施例中，LMA 通过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该 MAG 与该 LMA 之间

隧道的消息建立该 LMA 侧的隧道接 口，通过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该 M 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该 M N 的第二流表项，从而无需 MAG 与 LMA 协商来建

立隧道，网元设备 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指令进行操作不具备复杂的控

制功能，这样 网元设备 LMA 可 以适用于任意的 IP 协议，进而在 网络建设 中

节约了成本；当网络有分组数据要发送到 M N 时，LMA 可以根据 SDN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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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的第二流表项将分组数据转发至 MAG ，使得 MAG 根据 SDN 控制器下发

的第一流表项发送至 M N，从而无需 LMA 和 MAG 通过协商来转发分组数据，

减少了 LMA 和 MAG 在转发分组数据时，复杂的信令交互，从而加快网元设

备 自身的处理速度，提高网络带宽的利用率。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

揭露的系统，装置和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

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

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

相互之间的耦合或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

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

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 可 以 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

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

中。上述集成的单元既可以釆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釆用软件功能单元的

形式实现。

所述集成的单元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

或使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全

部或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

介质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 （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

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上所述，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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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

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 中部分

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 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SDN 控制器包

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

的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移动节点

M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

一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 MAG ，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

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配置封装单元，用于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时，则为所述 M 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

通告 RA 消息中；

第三发送单元，用于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一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 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发送单元，

用于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所述第一建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

一MAG 建立所述第一MAG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一建立消息包括建立所述

第一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以及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所述第

二建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二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所述第一

调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MAG 添加所述 M N 的第一流表项； 以及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所述第二调

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 N 的第二流表项。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一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
所述第二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目的地址的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5、根据权利要求 1至 4 中任一项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SDN 控制器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N 需要由所述第一 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

二承载消息，以使得所述 MN 请求注册到所述网络上，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

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二 MAG ，所述第二

L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

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

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所述配置封装单元，还用于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时，则为所述 MN 配置所述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所述 RA

消息中；
所述第三发送单元，还用于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

立成功时，将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二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其中所述 RA 消

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的 HNP(s)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所述第三

建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
三建立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以及

所述第一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所述第四建

立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四建立消息
包括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所述第三

调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三流表项；以及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所述第四调

整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四流表项。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二MAG 根据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
所述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五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五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 MAG 隧道接口转发。

9、一种移动接入网关 MAG ，其特征在于，所述 MAG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移动节点 M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 L2 附着请求消

息，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第一转发单元，用于将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

述承载消息转发到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本地

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建立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第二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

所述 MN 的流表项；
第二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

述 M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

的家乡网络前缀 HNP(s)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 MAG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

消息；
所述建立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MAG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 MAG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 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或 11 所述的 MAG ，其特征在于，所述 MAG 还包

括：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接收所述 MN 发

送的分组数据；

匹配单元，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

第一流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进行匹配；

第三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匹配单元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将

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使得

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

13、一种本地移动锚点 LMA ，其特征在于，所述 LMA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在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

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
MAG, 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建立单元，用于 居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第一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

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

述 MN 的流表项。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 LMA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消息和调整

消息；
所述建立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调整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 LMA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口转发。
16、根据权利要求 14 或 15 所述的 LMA ，其特征在于，所述 LMA 还包

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所

述 MN 接收到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后，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组

数据；
匹配单元，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

述第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

转发单元，用于在所述匹配单元匹配成功，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

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AG ，使得所述
MAG 根据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 MN 。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 LMA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18、一种网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移动节点 MN、移动接入网关 MAG 和本地移动锚点 LMA;

所述 MN，用于在所述 MN 需要接入所述 MAG 时，向所述 MAG 发送数

据链路层 L2 附着请求消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MAG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

并将所述承载消息转发到所述 SDN 控制器中；
所述 SDN 控制器，用于将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

别发送至所述 MAG 和所述 LMA ，并将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
送至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所述 MAG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

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并根据接收到的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
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所述 LMA ，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

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并才艮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

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所述 SDN 控制器，还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
后，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将所述 HNP(s)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并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 MAG;

所述 MN，还用于接收所述 MAG 转发的所述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 SDN 控制器，还用于向所述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和第一调整消
息，并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和第二调整消息；

所述 MAG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第一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MAG 侧的隧

道接口，并根据所述第一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

所述 LMA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第二建立消息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并根据所述第二调整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2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 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口转发。
2 1、根据权利要求 18 到 20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 MN，还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向已接入的所述 MAG

发送分组数据；
所述 MAG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表项的第一 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一

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所述 LMA ，用于将接收到的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中。
22、根据权利要求 18 到 20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 LMA ，用于在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

组数据，并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述第二流
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组

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AG;

所述 MAG ，用于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
所述第一流表项的第二 匹配项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

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N。
23、一种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SDN 控制器包

括：用于处理从各个网元接收到的消息的处理器，接收器和发送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

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使得移动节点
MN 请求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 L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

一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 MAG ，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发送器，用于将建立所述第一 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
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隧道；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处理器，用于在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则

为所述 M 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第一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 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24、一种移动接入网关 MAG ，其特征在于，所述 MAG 包括：处理器、

发送器和接收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移动节点 M 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

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 N 的 ID;

所述发送器，用于将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述

承载消息转发到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本地

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

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 N 的流表项

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

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在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时，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

述 M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

的家乡网络前缀 HNP(s) 。

25、一种本地移动锚点 LMA ，其特征在于，所述 LMA 包括：处理器、

接收器；

接收器，用于在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息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所述



L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 MAG ，所

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

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

的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

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26、一种绑定注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多个移动接入网关 MAG 中第一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一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一承载消息，以请

求移动节点 MN 注册到网络上，所述第一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

所述第一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一MAG ，所述第一L 2 附着请求消息中包括：
所述 MN 的 ID;

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一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

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 间建立隧道；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将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若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SDN 控制器

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一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
第一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27、根据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

所述第一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一MAG 和所

述 LMA 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建立消息，所述第一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建立所述第一 MAG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一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一MAG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建立消息，所述第二建立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所述第二建立消息包括建立

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一 MAG 发送第一调整消息，所述第一调整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表项；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二调整消息，所述第二调整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二流表项。

28、根据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一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
所述第二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一 MAG-LMA 隧道接口转发和第二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一 MAG 隧道接口转发。
30、根据权利要求 26 至 29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包括：
当所述 MN 需要由所述第一MAG 切换至多个 MAG 中第二 MAG 时，SDN

控制器接收经由第二 MAG 转发的承载有第二 L2 附着请求消息的第二承载消
息以请求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所述第二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所述 MN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以请求接入所述第二 MAG ，所述第二 L2 附着请求消息

中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

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述 LMA 以在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建立

隧道；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若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SDN 控制器

为所述 MN 配置家乡网络前缀 HNP(s) ，并将所述 HNP(s) 封装在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中，将所述 RA 消息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使得在所述 MN 从所述

第二 MAG 接收到所述 RA 消息时，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

3 1、根据权利要求 3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DN 控制器将建立

所述第二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分别发送至所述第二 MAG 和所

述 LMA 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建立消息，所述第三建立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三建立

消息包括建立所述第二 MAG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建立消息，所述第四建立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建立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所述第四建立消息包括建立

所述 LMA 侧的隧道接 口的配置信息；

所述 SDN 控制器分别向所述第一 MAG 与所述 LMA 发送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具体为：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第二 MAG 发送第三调整消息，所述第三调整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添加所述 MN 的第三流表项；以及

所述 SDN 控制器向所述 LMA 发送第四调整消息，所述第四调整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LMA 添加所述 MN 的第四流表项。

32、根据权利要求 3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第二 MAG 根据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转发

数据；

所述第四流表项用于指示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转发数

据。

33、根据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四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四匹配项对应的操作：第二 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五

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五匹配项对应的操作：



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所述第四流表项的内容包括：第六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六匹配项对应的操作：LMA- 第二 MAG 隧道接 口转发。
34、一种数据转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移动接入网关 MAG 接收移动节点 MN 发送的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请求消

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MAG 将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承载于承载消息中，并将所述承载消

息转发到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中；

所述 MAG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本地移动锚点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

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

所述 MAG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并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若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则所述 MAG 将从所述

SDN 控制器接收到的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转发至所述 MN，使得所述 MN 注册

到网络上，所述 RA 消息中包括所述 SDN 控制器为所述 MN 配置的家乡网络

前缀 HNP(s) 。

35、根据权利要求 3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MAG 侧隧道的建立具体为：

所述 MAG 才艮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建立所

述 MAG 侧的隧道接 口；

所述 MAG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 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具体为：

所述 MAG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所述 MN 的第一流

表项。

36、根据权利要求 3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 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37、根据权利要求 35 或 3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 MN 注册到所述网络上后，所述 MAG 接收所述 MN 发送的分组数

据，并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源地址前缀与所述 MAG 中所述第一流表项的
第一 匹配项进行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所述 MAG 根据所述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LMA ，使得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

数据转发至所述网络。
38、一种数据转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当软件 自定义网络 SDN 控制器接收到移动接入网关 MAG 发送的承载消
息后，本地移动锚点 LMA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并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

息完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所述承载消息中承载有数据链路层 L 2 附着

请求消息，所述 L 2 附着请求消息为移动节点 MN 发送至所述 MAG 以请求接
入所述 MAG ，所述 L2 附着请求消息包括：所述 MN 的 ID;

所述 LMA 接收所述 SDN 控制器发送的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

并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

39、根据权利要求 3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完成所述 LMA 侧隧道的建立具体为：

所述 LMA 根据所述建立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隧道的消息建立所
述 LMA 侧的隧道接口；

所述 LMA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调整自身存储的所述

MN 的流表项具体为：
所述 LMA 根据所述调整所述 MN 的流表项的消息添加所述MN 的第二流

表项。
40、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三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三匹配项对

应的操作：LMA-MAG 隧道接口转发。
4 1、根据权利要求 39 或 4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建立成功且所述 MN 接收到路由器

通告 RA 消息以注册到网络上后，所述 LMA 从所述网络中接收分组数据；

所述 LMA 将所述分组数据中包含的目的地址前缀与所述 LMA 中所述第



二流表项的第三匹配项进行匹配；

若匹配成功，则所述 LMA 根据所述第二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通过所述

MAG 与所述 LMA 之间的隧道转发至所述 MAG ，使得所述 MAG 根据所述

MAG 中第一流表项将所述分组数据转发至所述 MN 。

42、根据权利要求 4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流表项的内容

包括：第一匹配项：源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一 匹配项对应

的操作：MAG-LMA 隧道接 口转发和第二匹配项：目的地址前缀为所述 MN

的 HNP(s) ；所述第二匹配项对应的操作：转发至 MN 接口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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