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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软件定义网络(SDN)拓扑

探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DN控制器利用

OpenFlow协议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

换机及其端口信息；SDN控制器为每个已连接的

交换机预安装拓扑探测分组的转发规则；SDN控

制器随机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

换机，为该交换机创建拓扑探测分组，并周期性

地向核心交换机发送该分组；收到拓扑探测分组

的交换机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对拓扑探测分

组进行转发，并将该分组发送到SDN控制器；SDN

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

组求取拓扑信息。相对于目前SDN中的拓扑发现

方法，本发明的方法拓扑探测分组长度更短，控

制器及控制链路负载更轻，且所需拓扑探测时间

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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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软件定义网络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换机信息、交换机端

口信息；

步骤2、SDN控制器向每个已连接的交换机预安装转发规则，其中转发规则包含拓扑探

测分组的转发指令及限速指令；

步骤3、SDN控制器随机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换机，并为该核心交换机

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之后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拓扑探测分组周期性地发送至该交

换机，以使SDN控制器能够不断更新全网拓扑视图；

步骤4、核心交换机根据接收到的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按照转发指令在数据

面上转发拓扑探测分组；

步骤5、接收到相邻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的交换机，通过Packet-In消息将接收到的

拓扑探测分组发送至SDN控制器，并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在数据面进行转发，转发至相邻

交换机；

步骤6、SDN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Packet-In消息，求取拓扑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软件定

义网络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换机信息、交换机端口信息，具体为：利

用OpenFlow协议建立SDN控制器与交换机的连接，具体包括：

步骤1-1、交换机启动后通过TCP协议请求与控制器端口连接，当控制器启动后，控制器

确认交换机的TCP请求，然后交换机发送OFPT_HELLO消息请求建立OpenFlow连接，控制器收

到请求后向交换机返回OFPT_HELLO消息以建立连接；

步骤1-2、由控制器向交换机发送OFPT_FEATURES_REQUEST消息以获取交换机信息；

步骤1-3、由控制器向交换机发送OFPMP_PORT_DESC请求消息以获取交换机端口信息；

步骤1-4、交换机向控制器返回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DESC回复消

息，分别用于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信息、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的每个端口信

息；

步骤1-5、SDN控制器根据交换机返回的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DESC

回复消息存储交换机信息及其端口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2所述交换

机信息包括：交换机ID、缓冲区大小、流表数量、辅助连接标志、统计信息支持情况、重组IP

碎片支持情况及端口防环支持情况；

步骤1-3所述端口信息包括：端口号、MAC地址、行为标志、当前状态、数据通道特征、当

前速率及最大速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SDN控制

器向每个已连接的交换机预安装转发规则，其中转发规则包含拓扑探测分组的转发指令及

限速指令，具体为：

步骤2-1、构建转发规则，包括以下过程：

步骤2-1-1、构建转发指令以指导交换机进行拓扑探测分组的修改及转发，并添加到转

发规则中，包括：

(1)设置转发指令的匹配域用于匹配到达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转发指令的匹配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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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如下：以太网协议类型为拓扑探测协议号，目的物理地址Dst  MAC为Nearest  Bridge组

地址，接收端口号为交换机每个端口对应的端口号；

(2)设置转发指令的动作域以进行分组包头修改及分组转发，转发指令的动作域设置

为：首先将该分组直接封装在Packet-In消息中并发送给SDN交换机；之后，针对每一个交换

机端口，添加修改包头的动作，将拓扑探测分组的包头中的源物理地址Src  MAC地址依次改

为交换机每一个端口的MAC地址，且每一次修改地址都需添加发送分组的动作，用于将拓扑

探测分组发送到相应的端口；

步骤2-1-2、根据当前拓扑探测周期自定义设置相应的限速指令，并添加到转发规则

中；

步骤2-2、将构建的转发规则下发至所有与SDN控制器已连接的交换机中，完成预安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1-1所述拓

扑探测协议号为0x88cc。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SDN

控制器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换机，并为该核心交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

组，之后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分组周期性地发送至该交换机，具体为：

步骤3-1、为核心交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具体为：拓扑探测分组的结构包括Dst 

MAC、Src  MAC、以太网协议类型及End  TLV，配置分别如下：将Dst  MAC配置为Nearest 

Bridge组地址，Src  MAC配置为‘00:00:00:00:00:00’，以太网协议类型配置为0x88cc，End 

TLV配置为两个空字节；

步骤3-2、修改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模式以降低控制器及控制链路负载，

具体为：令交换机只向数据面发送一次Packet-Out消息，以此将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

消息的数量POUT降低为POUT＝1；

步骤3-3、根据步骤2-1-1中(2)所述的内容获取步骤3-1中构建的拓扑探测分组对应的

转发指令，将该拓扑探测分组和其转发指令封装在步骤3-2的Packet-Out消息中，之后由

SDN控制器将Packet-Out消息周期性地发送至核心交换机，以使SDN控制器能够不断更新全

网拓扑视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所述SDN控制

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Packet-In消息，求取拓扑信息，具体为：

步骤6-1、SDN控制器从接收到的每个Packet-In消息中解析出相应的拓扑探测分组；

步骤6-2、针对每个Packet-In消息的拓扑探测分组：

步骤6-2-1、提取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信息、发送Packet-In消息的交换机ID及该

交换机接收该拓扑探测分组的端口号；

步骤6-2-2、根据步骤1存储的交换机信息及其端口信息，查找端口MAC地址与步骤6-2-

1中Src  MAC相同的交换机ID及相应端口号，若找到匹配信息，则断定找到的交换机端口与

步骤5中发送Packet-In消息的交换机接收该拓扑探测分组的端口之间存在物理链路；

由上获得所有交换机之间的物理链路即拓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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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网络领域，特别是一种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网络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应用类型的不断丰富，因特网作为社会基础设施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结构和功能日趋复杂，管控能力日趋减弱。路由器作为网络核心承载的功能

不断扩展，如分组过滤、区分服务、多播、服务质量(QoS)及流量工程等。路由器最初定义的

“哑的”、简单的数据转发单元已经变得臃肿不堪。

[0003] 软件定义网络(SDN)是一种新的网络架构，近年来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取得了巨大

成就。控制逻辑和数据转发逻辑分离的思想是SDN技术的研究基础，这种数据平面和控制平

面的解耦合减少了网络设备承载的诸多复杂功能，提高了网络新技术和新协议实现及部署

的灵活性及可操作性。

[0004] 为了使SDN控制器能够管理网络并提供诸如路由之类的服务，它需要具有关于网

络状态的最新信息，特别是网络拓扑。因此，可靠且高效的拓扑发现机制对于软件定义网络

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大多数的控制器平台通过OFDP(OpenFlow  Discovery  Proto-col)进行

拓扑发现，该方法源自于原始SDN控制器NOX[Gude  N,Koponen  T,Pe-ttit  J ,et  al.NOX:

towards  an  operating  system  for  networks[J] .Acm  Sigcomm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2008,38(3):105-110.]，由传统网络中的链路层发现协议(LLDP，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改进而来，借助LLDP向邻居节点通告其存在的能力进行

拓扑发现，后来该方法也成为SDN拓扑发现的标准。

[0005] 然而，由OFDP实现的SDN拓扑发现方法存在以下问题：在安全方面，OFDP会在控制

链路上传输大量交换机信息，却没有对这些信息采取保护措施，因此攻击者往往能够轻易

地利用这些信息发动攻击；在效率方面，OFDP的发现过程耗时长、控制器负载重且控制链路

开销大。

[0006] 因此，Pakzad  F等人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法OFDPv2，通过减少SDN控制器的Pack-et-

Out消息来提高拓扑发现的效率[Pakzad  F ,Portmann  M ,Tan  W  L ,et  al .Efficient 

topology  discovery  in  OpenFlow-based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J] .Computer 

Co-mmunications,2016,77(C):52-61.]。虽然OFDPv2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SDN拓扑发现的

效率，但是该方法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数据面负载角度分析，OFDPv2并未优

化拓扑探测分组的格式，因此无法降低交换机之间物理链路上的负载；另一方面，从拓扑发

现时长及控制器负载的角度分析，OFDPv2相对于OFDP的效率提升有限，Da  na  Hasan与

Mohamed  Othman在对OFDPv2的研究中指出，Pakzad  F等人提出的OFD  Pv2并未考虑Packet-

Out消息重传的情形，因此在Packet-Out消息发生重传时OFDPv2在控制链路开销上的提升

会有所降低[Dana  Hasan ,Mohamed  Othman ,Efficient  Topolo  gy  Discovery  i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Revisited[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7,116,

53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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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减轻控制负载，并精简拓扑探测分组格式的SDN

拓扑探测方法。

[0008]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软件定义网络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换机信息、交换

机端口信息；

[0010] 步骤2、SDN控制器向每个已连接的交换机预安装转发规则，其中转发规则包含拓

扑探测分组的转发指令及限速指令；

[0011] 步骤3、SDN控制器随机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换机，并为该核心交

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之后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拓扑探测分组周期性地发送至

该交换机，以使SDN控制器能够不断更新全网拓扑视图；

[0012] 步骤4、核心交换机根据接收到的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按照转发指令在

数据面上转发拓扑探测分组；

[0013] 步骤5、接收到相邻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的交换机，通过Packet-In消息将接收

到的拓扑探测分组发送至SDN控制器，并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在数据面进行转发，转发至

相邻交换机；

[0014] 步骤6、SDN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Packet-In消息，求取拓扑信息。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1)在创建拓扑探测分组时，剔除了

Chassis  ID、Port  ID及TTL等字段，缩短了拓扑探测分组的长度，减轻了交换机之间物理链

路上的负载；2)减少了拓扑发现过程中需要SDN控制器创建的Packet-Out消息的数量，减轻

了控制器负载；3)减少了控制链路上需要发送的Packet-Out消息的数量，减轻了控制链路

上的负载；4)缩短了拓扑探测时间，SDN控制器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全网拓扑视图。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软件定义网络SDN拓扑探测方法流程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中拓扑探测分组的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单周期拓扑发现过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结合图1，本发明软件定义网络SDN拓扑探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步骤1、软件定义网络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换机信息、交换

机端口信息；

[0022] 步骤2、SDN控制器向每个已连接的交换机预安装转发规则，其中转发规则包含拓

扑探测分组的转发指令及限速指令；

[0023] 步骤3、SDN控制器随机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换机，并为该核心交

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之后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拓扑探测分组周期性地发送至

该交换机，以使SDN控制器能够不断更新全网拓扑视图；

[0024] 步骤4、核心交换机根据接收到的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按照转发指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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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面上转发拓扑探测分组；

[0025] 步骤5、接收到相邻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的交换机，通过Packet-In消息将接收

到的拓扑探测分组发送至SDN控制器，并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在数据面进行转发，转发至

相邻交换机；

[0026] 步骤6、SDN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Packet-In消息，求取拓扑信息。

[0027] 进一步地，步骤1中软件定义网络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获取并存储交换

机信息、交换机端口信息，具体为：

[0028] 利用OpenFlow协议建立SDN控制器与交换机的连接，具体包括：

[0029] 步骤1-1、交换机启动后通过TCP协议请求与控制器端口连接，当控制器启动后，控

制器确认交换机的TCP请求，然后交换机发送OFPT_HELLO消息请求建立OpenFlow连接，控制

器收到请求后向交换机返回OFPT_HELLO消息以建立连接；

[0030] 步骤1-2、由控制器向交换机发送OFPT_FEATURES_REQUEST消息以获取交换机信

息；

[0031] 步骤1-3、由控制器向交换机发送OFPMP_PORT_DESC请求消息以获取交换机端口信

息；

[0032] 步骤1-4、交换机向控制器返回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DESC回

复消息，分别用于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信息、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的每个端

口信息；

[0033] 步骤1-5、SDN控制器根据交换机返回的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

DESC回复消息存储交换机信息及其端口信息。

[0034] 示例性优选地，步骤1-2中交换机信息包括：交换机ID、缓冲区大小、流表数量、辅

助连接标志、统计信息支持情况、重组IP碎片支持情况及端口防环支持情况；

[0035] 步骤1-3中端口信息包括：端口号、MAC地址、行为标志、当前状态、数据通道特征、

当前速率及最大速率。

[0036] 进一步地，步骤2中SDN控制器向每个已连接的交换机预安装转发规则，其中转发

规则包含拓扑探测分组的转发指令及限速指令，具体为：

[0037] 步骤2-1、构建转发规则，包括以下过程：

[0038] 步骤2-1-1、构建转发指令以指导交换机进行拓扑探测分组的修改及转发，并添加

到转发规则中，包括：

[0039] (1)设置转发指令的匹配域用于匹配到达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转发指令的匹

配域设置如下：以太网协议类型为拓扑探测协议号，目的物理地址Dst  MAC为Nearest 

Bridge组地址，接收端口号为交换机每个端口对应的端口号；

[0040] (2)设置转发指令的动作域以进行分组包头修改及分组转发，转发指令的动作域

设置为：首先将该分组直接封装在Packet-In消息中并发送给SDN交换机；之后，针对每一个

交换机端口，添加修改包头的动作，将拓扑探测分组的包头中的源物理地址Src  MAC地址依

次改为交换机每一个端口的MAC地址，且每一次修改地址都需添加发送分组的动作，用于将

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相应的端口；

[0041] 步骤2-1-2、根据当前拓扑探测周期自定义设置相应的限速指令，并添加到转发规

则中；这是由于当网络中存在环路时，为解决拓扑探测分组的环路风暴问题，SDN控制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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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每个交换机预安装一组限速规则进行速率控制；

[0042] 步骤2-2、将构建的转发规则下发至所有与SDN控制器已连接的交换机中，完成预

安装。

[0043] 示例性优选地，步骤2-1-1中拓扑探测协议号为0x88cc。

[0044] 进一步地，步骤3中SDN控制器选择网络中的一个交换机作为核心交换机，并为该

核心交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之后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分组周期性地发送至该

交换机，具体为：

[0045] 根据步骤1及步骤2的结果，SDN控制器初步具备了全网节点视图，然而交换机之间

的可用链路对于SDN控制器并不可见，因此SDN控制器将以随机的方式选择一个控制器作为

核心交换机。

[0046] 步骤3-1、结合图2，为核心交换机构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具体为：拓扑探测分组的

结构包括Dst  MAC、Src  MAC、以太网协议类型及End  TLV，配置分别如下：将Dst  MAC配置为

Nearest  Bridge组地址，Src  MAC配置为‘00:00:00:00:00:00’，以太网协议类型配置为

0x88cc，End  TLV配置为两个空字节；区别于OFDP中LLDP分组的结构，拓扑探测分组的格式

中剔除了Chassis  ID、Port  ID及TTL等字段，从而缩短了拓扑探测分组的长度，同时减轻了

交换机之间物理链路的负载；

[0047] 步骤3-2、在OFDP的实现中，SDN控制器向全网中每一个连接到SDN控制器的交换机

的每一个物理端口创建一个包含拓扑探测分组的Packet-Out消息。在这种模式下，令网络

中的交换机数目为N，所有交换机之间的物理链路数目为L，每个交换机具有的端口数目为

pi，其中i∈N，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数量记为POUT，则有 为提高效

率，修改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模式以降低控制器及控制链路负载，具体为：令

交换机只向数据面发送一次Packet-Out消息，以此将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数

量POUT降低为POUT＝1；

[0048] 步骤3-3、根据步骤2-1-1中(2)所述的内容获取步骤3-1中构建的拓扑探测分组对

应的转发指令，将该拓扑探测分组和其转发指令封装在步骤3-2的Packet-Out消息中，之后

由SDN控制器将Packet-Out消息周期性地发送至核心交换机，以使SDN控制器能够不断更新

全网拓扑视图。

[0049] 进一步地，步骤4中核心交换机根据接收到的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按照

转发指令在数据面上转发拓扑探测分组，具体为：

[0050] 结合图3，核心交换机收到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后进行解析，提取出其中

拓扑探测分组及其转发指令，对于每一个物理端口，分别将拓扑探测分组的包头中的Src 

MAC地址改为交换机出端口的MAC地址，然后依次将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相应的物理端口。

[0051] 进一步地，步骤5中接收到相邻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的交换机，通过Packet-In

消息将接收到的拓扑探测分组发送至SDN控制器，并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在数据面进行

转发，转发至相邻交换机，具体为：

[0052] 步骤5-1、结合图3，核心交换机及非核心交换机收到来自邻居交换机的拓扑探测

分组后，根据步骤2-1-1中(1)的内容进行流表项匹配；

[0053] 步骤5-2、根据步骤2-1-2中(2)的内容进行转发，首先将设置转发指令的动作域以

说　明　书 4/9 页

7

CN 110380973 A

7



进行分组包头修改及分组转发，转发指令的动作域设置为：对于每一个物理端口，添加修改

包头的动作，分别将拓扑探测分组的包头中的Src  MAC地址改为交换机其余端口的MAC地

址，然后依次添加发送分组的动作，用来将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相应的端口；

[0054] 步骤5-3、网络中的每个交换机均以步骤5-2中的内容进行拓扑探测分组的接收、

上交SDN控制器并转发到相邻交换机。

[0055] 进一步地，步骤6中SDN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各个交换机的Packet-In消息，求取拓

扑信息，具体为：

[0056] 步骤6-1、结合图3，SDN控制器从接收到的每个Packet-In消息中解析出相应的拓

扑探测分组；

[0057] 步骤6-2、针对每个Packet-In消息的拓扑探测分组：

[0058] 步骤6-2-1、提取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信息、发送Packet-In消息的交换机ID

及该交换机接收该拓扑探测分组的端口号；

[0059] 步骤6-2-2、根据步骤1存储的交换机信息及其端口信息，查找端口MAC地址与步骤

6-2-1中Src  MAC相同的交换机ID及相应端口号，若找到匹配信息，则断定找到的交换机端

口与步骤5中发送Packet-In消息的交换机接收该拓扑探测分组的端口之间存在物理链路；

[0060] 由上获得所有交换机之间的物理链路即拓扑信息。

[0061] 实施例

[0062] 本发明的软件定义网络拓扑探测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0063] 1、SDN控制器与交换机建立连接，使用OpenFlow协议进行握手：结合图3，本实例中

存在1个SDN控制器，采用Ryu控制器实现，存在3个OpenFlow交换机，采用OVS虚拟交换机实

现，分别命名为s1、s2和s3，每个交换机具有2个物理端口，每个交换机与其余交换机之间均

存在物理链路。链路连接方式如下：s1的端口1连接s2的端口1，s1的端口2连接s3的端口1，

s2的端口2连接s3的端口2，即s1-1连接s2-1，s1-2连接s3-1，s2-2连接s3-2，其中每条链路

均为双向链路。SDN控制器与3个OpenFlow交换机的TCP连接端口为：SDN控制器的TCP端口为

6633端口，3个OpenFlow交换机的TCP端口分别为41836、41840和41838。采用Mininet完成网

络拓扑搭建，并将OpenFlow协议的版本配置为OpenFlow1.3。网络拓扑搭建完成后，控制器

与交换机的连接将由Ryu控制器与OVS交换机自动完成，具体过程如下：交换机通过TCP协议

请求与控制器6633端口的连接，之后启动控制器，控制器确认交换机的TCP请求，然后交换

机发送OFPT_HELLO消息请求建立OpenFlow连接，控制器收到后向交换机返回OFPT_HELLO消

息以建立连接；交换机与控制器完成连接之后，由控制器向每个交换机发送OFPT_

FEATURES_REQUEST消息以获取交换机信息，交换机信息包括：交换机ID(datapath_id)、缓

冲区大小(n_buffers)、流表数量(n_tables)、辅助连接标志(auxiliary_id)、统计信息支

持情况、重组IP碎片支持情况及端口防环支持情况(capabilities)等；控制器向每个交换

机发送OFPMP_PORT_DESC请求消息以获取其端口信息，每一个端口的端口信息包括：端口号

(Port_no)、端口MAC地址(Hw_addr)、行为标志(Config)、当前状态(State)、数据通道特征

(Current、Advertised、Supported及Peer)、当前速率(Curr_speed)及最大速率(Max_

speed)；s1、s2及s3向控制器返回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DESC回复消息，

控制器根据s1、s2及s3返回的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及OFPMP_PORT_DESC回复消息存储

交换机信息及其端口信息，从而实现由端口MAC地址查找交换机端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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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其中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用于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信息，本实施例

中具体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65] 表1交换机OFPT_FEATURES_REPLY消息

[0066]

参数 s1 s2 s3

datapath_id 0x0000000000000001 0x0000000000000002 0x0000000000000003

n_buffers 0 0 0

n_tables 254 254 254

auxiliary_id 0 0 0

capabilities 0x0000004f 0x0000004f 0x0000004f

[0067] OFPMP_PORT_DESC回复消息用于交换机向控制器报告交换机的每个端口信息，本

实施例中具体结果如下表2所示：

[0068] 表2交换机OFPMP_PORT_DESC回复消息

[0069]

[0070] 2、SDN控制器向s1、s2及s3预安装拓扑探测分组的转发规则，其中包含转发指令及

限速指令。首先，构建转发指令用于指导s1、s2及s3进行拓扑探测分组的转发，其中包含匹

配域与动作域，匹配域用来匹配到达交换机的拓扑探测分组，动作域用来修改分组包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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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分组。s1具有2个物理端口，因此为s1配置2条转发指令，分别设置如下：

[0071] 1)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1”；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6e:10:41:27:51:e5”，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0e:63:1a :d1:94:ee”，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2] 2)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2”；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6e:10:41:27:51:e5”，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0e:63:1a :d1:94:ee”，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3] s2具有2个物理端口，因此为s2配置2条转发指令，分别设置如下：

[0074] 1)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1”；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f6:6c:50:bc:26:42”，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86:4f :cb:d5:46:5e”，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5] 2)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2”；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f6:6c:50:bc:26:42”，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86:4f :cb:d5:46:5e”，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6] s3具有2个物理端口，因此为s3配置2条转发指令，分别设置如下：

[0077] 1)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1”；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06:18:24:f0:fc:8c”，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6e:b7:08:e5:5a :d5”，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8] 2)匹配域中，以太网协议类型为“0x88cc”，Dst  MAC为“01:80:c2:00:00:0e”，入端

口号为“2”；动作域中，首先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转发到控制器，再将包

头的“Src  Mac”修改为“06:18:24:f0:fc:8c”，并使用“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

从端口1转发，最后将包头的“Src  Mac”修改为“6e:b7:08:e5:5a :d5”，并使用

“OFPActionOutput”将拓扑探测分组从端口2转发。

[0079] 为解决拓扑探测分组的环路风暴问题，SDN控制器需要为s1、s2及s3预安装一组限

速 指 令 进 行 速 率 控 制 。将 当 前 拓 扑 发 现 周 期 设 置 为 1 s ，相 应 地 ，使 用

“OFPInstructionMeter”构建限速指令，并设置速率大小为1pkt/s，要求s1、s2及s3将超过

速率的拓扑探测分组丢弃，并将该指令添加到s1、s2及s3的转发规则中。

[0080] 转发指令与限速指令配置完成后使用将配置好的转发规则下发到s1、s2及s3中。

[0081] 3、结合图3，SDN控制器选择s1作为核心交换机，仅为s1创建一个拓扑探测分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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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acket-Out消息将该分组周期性地发送到s1，且发送的分组中不包含Chassis  ID、

Port  ID及TTL等字段。

[0082] 首先，修改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模式，令交换机只向s1发送一次

Packet-Out消息，其中将包含拓扑探测分组。

[0083] 然后，构建拓扑探测分组。类似于LLDP分组的结构，结合图2，拓扑探测分组的结构

由Dst  MAC、Src  MAC、以太网协议类型及End四个部分组成，依次将这四个部分配置如下：将

Dst  MAC配置为“01:80:c2:00:00:0e”，Src  MAC配置为“00:00:00:00:00:00”，以太网协议

类型配置为“0x88cc”，End配置为2个空字节以标志分组结束。

[0084] 最后，结合图3，SDN控制器将构建好的包含拓扑探测分组的Packet-Out消息发送

到核心交换机s1，并要求s1将拓扑探测分组包头的Src  MAC分别修改为“6e:10:41:27:51:

e5”和“0e:63:1a:d1:94:ee”，再分别从端口1和端口2进行转发。为实现周期性的拓扑发现

机制，SDN控制器将以1s为周期，不断向核心交换机s1发送构建好的包含拓扑探测分组。若

将SDN控制器发送Packet-Out消息的数量记为POUT，则此时POUT＝1。而在OFDP的实现中，SDN

控制器向全网中每一个连接到SDN控制器的交换机的每一个物理端口都创建一个包含LLDP

分组的Packet-Out消息，结合图3，OpenFlow交换机共有3个，所有交换机之间的物理链路共

有3条，每个交换机具有的端口数为2个，则有POUT＝6。

[0085] 4、结合图3，核心交换机s1收到SDN控制器的Packet-Out消息后进行解析，提取出

其中拓扑探测分组及转发指令，按照转发指令进行转发，拓扑探测分组将被转发到s2及s3。

具体地，s1先通过Packet-In消息将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SDN控制器，再将拓扑探测分组包

头的Src  MAC分别修改为“6e:10:41:27:51:e5”和“0e:63:1a:d1:94:ee”，并分别从端口1和

端口2进行转发。

[0086] 5、s2及s3均从端口1收到来自s1的拓扑探测分组后，先通过Packet-In消息将拓扑

探测分组发送到SDN控制器，再按照预安装的转发规则在数据面进行转发。具体地，s2从端

口1接收到拓扑探测分组，将拓扑探测分组包头的Src  MAC分别修改为“f6:6c:50:bc:26:

42”和“86:4f:cb:d5:46:5e”，再分别从端口1和端口2进行转发；s3从端口1接收到拓扑探测

分组，将拓扑探测分组包头的Src  MAC分别修改为“06:18:24:f0:fc:8c”和“6e:b7:08:e5:

5a:d5”，再分别从端口1和端口2进行转发。

[0087] 然后，s1分别从端口1和端口2收到来自s2及s3的拓扑探测分组后，通过Packet-In

消息将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SDN控制器，当转发规则再次尝试发送拓扑探测分组时，由于距

离上一次发送拓扑探测分组时长不足1s，因此会受限速规则约束从而丢弃要发送的拓扑探

测分组。同样地，s2从端口2收到来自s3的拓扑探测分组及s3从端口2收到来自s2的拓扑探

测分组后，都仅通过Packet-In消息将拓扑探测分组发送到SDN控制器，而不进行拓扑探测

分组包头的修改及转发。

[0088] 6、SDN控制器陆续收到来自s1、s2及s3的拓扑探测分组后计算得出拓扑信息，具体

如下：

[0089]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2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1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2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1，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1的端口1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1-1到s2-1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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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3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1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3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1，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1的端口2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1-2到s3-1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0091]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1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2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1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1，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2的端口1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2-1到s1-1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0092]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1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3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1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2，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3的端口1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3-1到s1-2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0093]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2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3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2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2，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3的端口2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3-2到s2-2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0094] SDN控制器收到来自s3的Packet-In消息后，从中解析出来自s2的拓扑探测分组并

解析出s3接收该分组的端口为2，然后将拓扑探测分组中的Src  MAC与存储的交换机端口

MAC进行比对，可以判断出该MAC与s2的端口2的MAC相同，因此可以判断s2-2到s3-2之间存

在单向链路。

[0095] 至此，单周期拓扑发现过程完成，SDN控制器获得的链路连接方式如下：s1-1连接

s2-1，s1-2连接s3-1，s2-2连接s3-2，其中每条链路均为双向链路。

[0096] 综上，相对于目前SDN中的拓扑发现方法，本发明的方法拓扑探测分组长度更短，

控制器及控制链路负载更轻，且所需拓扑探测时间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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