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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sation NFV fault management apparatus, device, and method, wherein the apparatus com
prises: a first receiving unit, used for receiving a faulty subscription message sent by at least one subscription node in the NFV sys -
tern, the faulty subscription message comprising: the node ID of the at least one subscription node and subscription request fault in
formation; a second receiving unit, used for receiving a fault distribution message sent by at least one fault distribution node in the
NFV system; a matching unit, used for matching the subscription request fault information and the fault distribution message to gen
erate a fault notification message; and a notification unit, used for notifying a corresponding subscription node linked to the node ID
of the at least one subscription node of the fault notification message. Use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achieve real-time rapid loca
tion and notification of node fault information.

(57) 摘要: 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装置、设备及方法。其中，该装置包括：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
收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阅消息，所述故障订阅消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订阅节点的节
点标识和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NFV 系统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
布消息；匹配单元，用于将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生成故障通知消息；通知
单元，用于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采用本发明
可以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知。



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装置、设备及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虚拟化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 障管

理装置 、设备及方法。

背景技术

提 出网络功能虚拟化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 NFV) 的 目的是希望

通过借鉴信 息技术 中的虚拟化技术，在通用的高性能服务器、交换机和存储 中

实现部分 网络功能。这需要 网络功能以软件方式实现 ，并能在通用的服务器硬

件上运行 ，可 以根据需要进行 迁移 、实例化 、部署在 网络的不同位置，并且不

需要安装新设备 。如 图 1 中所示的典型 网络应用方式与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方式的对 比示意图，各种类型的网络设备 ，如服务器、路 由器、存储设备如 内

容分发 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交换机等 ，都可以通过 网络功

能虚拟化技术实现软硬件分 离，它们可以部署在数据 中心、网络节点或者用户

家中。

如 图 2 所示的 NFV 系统架构 图，一个 NFV 系统 包括 多个节点如虚拟 网络

功能(Virtualized Network Function , VNF) 、网元管理 系统 (Element Management

System, EMS), NFV 基础设施 (NFV Infrastructure, NFVI) 、虚拟化基础设施

管理器(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VIM), 编排 器(NFV Orchestrator,

NFVO) 、VNF 管理器(VNF Manager, VNFM), 服 务 、VNF 和基础设施描述装

置 (Service , VNF and Infrastructure Description) 、运 营 支撑 系统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OSS)/ 业务支撑 系统 (Business Support System, BSS), 以及各

节点 间的接 口如 VNF 和 NFVI 之 间的接 口 Vn-Nf 、虚拟层和硬件 资源之 间的

接 口 VI-Ha 、Orchestrator 和 VNF Manager 之 间的接 口 Or-Vnfm 、VIM 和 VNFM

之 间的接 口 Vi-Vnfm 、 NFVO 和 VIM 之 间的接 口 Or-Vi 、 NFVI 和 VIM 之 间的

接 口 Nf-Vi 、OSS/BSS 和 NFVO 之 间的接 口 Os-Ma 、VNF/EMS 和 VNFM 之 间

的接 口 Ve-Vnfm 、服务、VNF 和基础设施描述装置和 NFVO 之 间的接 口 Se-Ma 。

各节点在运行 时可 能会产生故障 ，某一些节点需要 向另一些节点通知故

障， 目前讨论 的有两种 NFV 故 障通知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在 NFVI 出现故障



时，直接发布给 VNF, 第二种机制是在 NFVI 出现故障时，通过 VIM 通知

VNFM, 然后 由 VNFM 通知 VNF 。但是 ，在 NFV 系统的复杂环境 中，节点层

次繁 多，一个 VNF 下任何一层都有可能出现故障。利用现有技术提到的第一

种机制 ，跨层发布故障信 息实现难度较 大，而采用第二种机制 ，通过 VIM 通

知 VNFM, 然后 由 VNFM 通知 VNF, 层层发布会造成较 大的时延 。

综上 ，在 NFV 系统的复杂架构 中，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

通知是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 故障管理装置 、设备及方

法，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知 。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装置，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 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

故障发布消息；

匹 配 单元 ，用于将所述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故 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

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通知单元 ，用于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

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

述通知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通知单元具体用于 当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所述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相 同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同时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两个



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装置还包括：

存储单元，用于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

述故障通知消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装置还包括：

获取单元，用于从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网络

功能 VNF 节点的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

之间的对应关系。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第一接收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请

求订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匹配单元具体用于当接收到所述至少

一个 VNF 订阅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

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将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

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与所述至少一个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包括：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阅

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阅的

故障信息和与所述故障订阅消息对应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

行匹配，生成故障通知消息；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 NFV 节点为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所述第一发送单元具体用

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一

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

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

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 配 ，生成

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第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 ，包括：

第二发送单元 ，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

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

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第四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设备 ，包括输入装

置、输 出装置、存储 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

联 的订 阅节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故障类型，和

/或故障内容，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阅节点

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的步骤，具体为：

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依次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与所述至少一个订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的与所述至少一个

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的步骤，具体为：

当至少两个订阅节点请求订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相同时，将

所述故障通知消息同时通知对应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阅节点。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从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

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间的对应关系。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接收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阅消息

的步骤，具体为：

接收所述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

为：

当接 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 ，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将所述至

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

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第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设备 ，包括输入装置 、

输 出装置、存储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接 收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 障通知 消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 NFV 节点设备 为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 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

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

故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 障发布节点发送 的故 障发布消息进

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的步骤 ，具体 为：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

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

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

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



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第六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设备 ，包括 ：输入装置、

输 出装置、存储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第七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包括：

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

联 的订 阅节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

述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具体为：

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 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结合第七方面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



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具体为：

当至少两个订阅节点请求订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相同时，将

所述故障通知消息同时通知对应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阅节点。

结合第七方面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结合第七方面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从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

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间的对应关系。

结合第七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接收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阅消息，具体为：

接收所述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

结合第七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七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的与所

述至少一个订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的订阅节点，具体为：

当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将所述至

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的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

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第八方面，提供了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包括：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阅消息对应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接 收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 障通知 消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

与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具体 为：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 带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

使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

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第九方面，提供 了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包括：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点。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

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采用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装置、设备

及方法的技术方案 ，通过在 NFV 系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 ，统一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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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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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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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典型 网络应用方式与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方式的对 比示意图；

图 2 为 NFV 系统架构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示例的一个故障信 息订 阅、发布和通知流程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示例的另一个故障信 息订 阅、发布和通知 流程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节点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节点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的流程 图；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的流程 图；

图 1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又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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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在没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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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实施例在 NFV 的网络架构 中，增加 NFV 故障管理装置，该装置可

以是服务器等。在 NFV 系统 中，该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接收任意一个或多

个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及接收任意一个或多个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然后

将接 收到的故障订 阅消息与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将 匹配成功的故障消息通

知对应 的故障订 阅节点，可 实现更快速 、筒单 、便捷 的故障定位以及通知 。此



故障管理架构 同时具有较好 的性能以及扩展性 ，如新节点可以灵活的进入或者

离开故障管理架构 、更便 于配置新增的故障消息类型。

在 NFV 系统 中，各节点及接 口的含义如下：

( 1 ) VNF: 对应 于传统非虚拟化 网络 中的物理 网络功能（Physical Network

Function, PNF ) , 如虚拟化 的分组核心网（Evolved Packet Core, EPC) 节点 （移

动管理 实体 (Mobile Management Entity, MME), 月良务 网关 (Serving Gateway,

SGW), 分组数据 网网关 (Packet Data Network-Gateway, PGW) 等 ）。网络功能

的功能性行为和状态与虚拟化与否无关，NFV 希望 VNF 和 PNF 拥有相 同的功

能性行为和外部接 口。

VNF 可以由多个更低级别的组件来组成 ，因此 ，一个 VNF 可以部署在 多

个 V M 上 ，每个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承载一个 VNF 组件 ；VNF 也可

以部署在一个 V M 上 。

( 2 ) EMS: 针对 VNF 执行传统的故障管理 ，配置管理 ，计 费管理 ，性能

管理 , 安全 管理 (Fault Management ,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Accounting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ecurity Management, FCAPS) 功能。

( 3 ) NFV Infrastructure: NFVI 由硬件 资源和虚拟资源以及虚拟层组成 。

从 VNF 的角度来说 ，虚拟化层和硬件 资源看起来是一个能够提供所需虚拟资

源的实体 。

( 4 )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s): 包括用来控制和管理计算、存

储和 网络资源以及它们 的虚拟化 的实体 。

( 5 ) Orchestrator: 负责对 NFV 资源 （包括 infrastructure 和软件 资源 ) 进

行 网络侧的编排和管理 ， 以及在 NFVI 上 实现 NFV 业务拓朴 。

( 6 ) VNF Manager(s) ：负责 VNF 实例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 7 ) Service, VNF and Infrastructure Description: 提供与 VNF 连接相 关的

信 息、业务相 关信 息以及 VNF 和 NFVI 信 息模型。

( 8 )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Support Systems (OSS/BSS): 指运 营商现有

的 OSS/BSS 。

Orchestrator 、 VNF Manager 、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共 同组成

N FV O

架构 中的接 口包括：



( 1 ) 虚拟层和硬件资源之间的接 口 VI-Ha: 通过该接 口虚拟层可以请求

硬件资源并收集相关的硬件资源状态信息。

( ) VNF 和 NFVI 之间的接 口 Vn-Nf: 描述 NFVI 提供给 VNF 的执行环

境。

( 3 ) Orchestrator 和 VNF Manager 之间的接 口 Or-Vnfm: NFVO 的内部接

口：

VNF Manager 发送资源相关的请求：例如资源的授权、验证、预留、分

配等，用作 VNF 的生命周期管理。

Orchestrator 发送配置信息给 VNF manager, 使得 VNF 能够根据 VNF 转

发图 （forwarding graph ) 被合理地配置。

收集 VNF 的状态信息用作 VNF 的生命周期管理。

( 4 )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和 VNF Manager 之 间的接 口

Vi-Vnfm: NFVO 的内部接 口：

VNF Manager 发送资源分配请求。

虚拟硬件资源配置以及状态信息 （如事件 ）交换。

( 5 ) Orchestrator 和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之间的接 口 Or-Vi:

NFVO 的内部接 口：

Orchestrator 发送资源预留请求。

Orchestrator 资源分配请求。

虚拟硬件资源配置以及状态信息 （如事件 ）交换。

( 6 ) NFVI 和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之间的接 口 Nf-Vi:

根据资源分配请求进行特定的资源分配。

转发虚拟资源状态信息。

虚拟硬件资源配置以及状态信息 （如事件 ）交换。

( 7 ) OSS/BSS 和 NFVO 之间的接 口 Os-Ma:

请求对 service graph 的生命周期管理。

请求 VNF 生命周期管理。

转发 NFV 相关的状态信息。

交换策略管理信息。

交换数据分析信息。



转发 NFV 相 关的计 费和使用记录。

交换容量和存货 （inventory ) 信 息。

( 8 ) VNF/EMS 和 VNF Manager 之 间的接 口 Ve-Vnfm:

请 求 VNF 生命周期管理 。

交换 配置信 息。

交换进行业务生命周期管理所必须的状 态信 息。

( 9 ) Service, VNF and Infrastructure Description 和 NFVO 之 间的接 口

Se-Ma: 该接 口用来检 索与 VNF 转发 图相 关的信 息，与业务相 关的信 息，与

VNF 相 关的信 息，以及与 NFVI 信 息模 型相 关的信 息。该信 息提供给 NFVO

使用 。

请参 阅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该装置 1000 包括 ：

第一接 收单元 11, 用 于接 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

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 求

订 阅的故障信 息。

在 NFV 系统 中，每个节点都可 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其它节点的故

障信 息，这些订 阅节点可 以是 VNF 、 EMS 、 NFVL VIM, NFVO, VNFM 、

OSS/BSS 等 ，每 个订 阅节点可 以订 阅一个或 多个故 障发布节点发布 的故 障信

息。订 阅节点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送故 障订 阅消息，该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 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该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用于唯一

标识一个订 阅节点 ，该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可以 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

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 障优先级 ，

还 可 以 包括故障老化 时间。订 阅节点在进行故障消息订 阅的 同时，激活订 阅节

点的故障消息接 收功能 ， 以接 收 NFV 故障管理装置通知 的故障信 息。

如果节点不需要订 阅某种故障信 息，也可以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

障信 息不订 阅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如 图 4 所示的示例的一个故 障信

息订 阅、发布和通知 流程示意 图，订 阅节点标识为 ID1 的节点 VI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 送故 障发布节点分组标识 为组 1、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3 、故 障类型为 A l 、故 障 内容为 A 2 的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消息，



订 阅节点标识为 ID4 的节点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节点分

组标识为组 1、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3 、故障类型为 B l 、故障 内容为

C 的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消息，进行故障消息去订 阅并去激活节点

的故障接收功能。

其 中，故障订 阅消息中携带的主要参数信 息定义如下：

故障发布节点分组标识 Group ：故障发布节点所在 的分组 ，具体分组规则

本发 明实施例不做 限定。例如可以按一个 网络服务 （Network Service ) 之 下的

所有 VNF 作 为一个组 ，订 阅节点一般订 阅所关注组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

障信 息。NFV 中对 Network service 的定义是指：由多个 VNF 或多个 VNF 和

物理 网络功能 (Physical Network Function, PNF) 组成 ，以提供 更复杂的功能。

例如 ，由虚拟或物理的 MME, PGW/SGW, 归属用户服务器 (Home Subscriber

Server , HSS) 以 及 它们 之 间的虚 拟链 路 组 成 的演 进 的分组核 心 网（Evolved

Packet Core, EPC) 就 可 以 称作一个 Network Service „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Node ID: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通常用于标

注与定位故障信 息发布者 ，也就是 它间接地提供 了故障位置信 息。故障类型/

内容 Fault type/Content: 故障具体信 息包括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 。

故障优先级 Priority: 故障的紧急重要程度标识 。

故障老化 时间 expiration time ：故障订 阅的有效时间。这个是一个可选的

参数 ，用法如下：比如 ，3600s 表示订 阅节点在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之后 的 3600s

内订 阅此故障消息，3600s 之外此故障订 阅消息失效 ; 或者 比如 ，20: 00-22:

00 表示在这个时间段之 内订 阅节点订 阅此故障消息，此时间段外此故障订 阅

消息失效 。

NFV 故障管理装置 1000 中的第一接收单元 11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订 阅

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

如 图 4 所示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4 的订 阅节点 NFVO 向 NFV 故障

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为组 1、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3 、故障类型为 A l 、故障 内容为 A 2 和故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1 的故障信 息，

以及订 阅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为组 3、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6 、

故障类型为 B l 、故障 内容为 C2 和故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2 的故障信 息，订 阅节

点的节点标识为 ID7 的订 阅节点 VNFM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障发布节



点 的分组标识 为组 3、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6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 为 C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3 的故 障信 息，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5

的订 阅节点 VNF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2、

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2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 为 B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4 的故 障信 息，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1 的订 阅节点 VI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1、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3 、故 障类型为 A 1、故 障 内容为 A 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 间 5 的故 障信 息。

第二接 收单元 12, 用 于接 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 障发 布节点发送

的故 障发布 消息。

在 NFV 系统 中，每 个节点也 可 以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送故 障发

布 消息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的第二接 收单元 12 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

点发 送 的故 障发布 消息 ，该故 障发布 消息 包括 ：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 /或故 障 内容 ，和/或故 障优先级 ，各参

数 的含 义与前 面描述 的参数含 义相 同，还 可 以 包括故 障发生 时间。

如 图 4 所示 ，故 障发布节点监视 器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

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为组 3、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6 、故 障类型为 B l 、

故 障 内容 为 C2 和故 障发 生 时间为时间 6 的故 障信 息；某一硬件 资源故 障发布

节点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2、故 障发

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2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为 B2 和故 障发生 时 间为

时间 7 的故 障信 息，如 图 2 中，NFVI 中的硬件 资源 包括 ：计算硬件 (Computing

Hardware), 存 储硬件 (Storing Hardware), 网络硬件 (Network Hardware); 故 障

发布节点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

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为组 1、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3 、故 障类型为 A l 、

故 障 内容 为 A 2 和故 障发生 时间为时间 8 的故 障信 息。

需要说 明的是 ，虽然每 个节点都可 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请 求订 阅和发

布故 障消息，每 个节点也可 以接 收 NFV 故 障管理装置通知 的故 障信 息 ，但是 ，

不是每 个节点都需要 具备 订 阅、发布和接 收通知这三个功能 ，如 NFV 的底层

存储 节点 ，其只需要发 布功能即可 ，如 OSS 节点 ，因为没有 必要 向其它节点

分发 自己的故 障信 息 ，因此 OSS 不需要故 障信 息发布功能。

匹配单元 13 , 用 于将所述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故 障发布 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消息。

NFV 故障管理装置 1000 接 收到 了一个或多个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又接收到 了一 个或多个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发布消息，请求订 阅的故障消

息和故障发布消息中包含的参数一致 ，通过对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

参数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消息，该故障通知 消息包括：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

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

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还可以包括接收故障发布消息的时间和进行故

障信 息通知 的时间。

如 图 4 所示，故障发布消息中包含所请求订 阅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

容为 C2、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B2、故障类型为 A 1 和故障 内容为 A2

的故障信息。

通知单元 14, 用于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匹配单元 13 进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 匹配后 ，得

到一个或多个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单元 14 将该一个或多个故障通知 消息分别

通知给相应的订 阅节点。

如 图 4 所示，通知单元 14 将故障类型为 A 1 和故障内容为 A 2 的故障信息

分别通知订 阅节点 VIM 和 NFVO, 将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内容为 B2 的故障

信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 将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内容为 C2 的故障信息分别

通知订 阅节点 VNFM 和 NFVO 。

如 图 4 所示，故障发布消息中还 包含故障优先级 ，例如 ，故障发布节点

VNFM 发布的故障类型为 B 1和故障内容为 C2 的故障信息的故障优先级为 3,

硬件 资源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B2 的故障信息的

故障优先级为 2, 故障发布节点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发布的故障类型

为 A 1 和故障内容为 A 2 的故障信息的故障优先级为 1, 在此默认优先级从 高

到低 的顺序为 1、2、3。

通知单元 14 可以根据故障发布消息中的故障优先级，按照故障优先级从

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通知订 阅节点，如 图 4 所示，先将故障优先级为 1 的故障类

型为 A 1 和故障 内容为 A 2 的故障通知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VIM 和 NFVO, 然后

将故障优先级为 2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内容为 B2 的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 同时将故障优先级为 2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C2 的故

障通知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M, 最后将故障优先级为 3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

故障 内容为 C2 的故障通知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NFVO 。一般来说 ，越底层 的节

点的故障越是重要 紧急，对时延性要求越 高。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相 同故障类型和故障 内容的故障

信息，通知单元 14 还可以将相 同故障类型和故障内容的故障通知消息同时通

知 两个或两个以上订 阅节点。

订 阅节点在接收到故障消息通知后 ，启动故障处理机制。

可见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通过在 NFV 系

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和故障发布消息，并对接 收到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

配，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

请参 阅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该装置 2000 包括：

获取单元 21 , 用于从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 网

络功能 VNF 节点的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

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

现有 NFV 系统 中 VNF 节点并不知道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情况，所以

需要 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储 VNF 信 息及其对应的 NFVI 资源配置信息，即

VNF 节点的标识与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关系。

有四种方式，获取单元 21 可 以获取到 VNF 节点的标识与 NFVI 节点的标

识之 间的对应关系：

方式 1: 在 实例化 VNF 、NFVO 更新 VNF 目录(VNF catalog), NFV 服务

目录(NFV Service Catalog) 以及 VNF 实例 (VNF Instances) 完成之后 ，由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进行故障消息的匹配处理。

方式 2: 在 VNF 的负载增加或者 VNF 的 负载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 了保



证资源的有效利用，NFV 系统可以启动 VNF 比例转换 (VNF scalling) 过程 ，增

加或减小 VNF 使用的资源。在完成 VNF 实例比例缩小/VNF 实例比例增大

(VNF Instance Scalling down/VNF Instance Scalling up)过程后 ，NFVO 更新 VNF

目录、NFV 服务 目录以及 VNF 实例之后，由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

送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

储 VNF 节点标识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

置进行故障消息的匹配处理。

方式 3: 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NFVO

请求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

方式 4: 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VNF

实例数据库和/或 NFVI 资源配置数据库请求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

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

方式 5：VNF 可以获取对应 的 VM 信息，在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中，VNF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 VNF 与 VM 的对应关系。在收到 VNF 的故障订 阅

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 以向 VIM 或 Hypervisor 请求 VM 以及 NFVI 资

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结合以上信息，存储 VNF 节点标

识 以及 VM 之 间的对应关系，VM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置进行

故 障消息的 匹配处理 。

方式 6: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VNFM

请求 VNF 与 VM 的对应 关系，向 VIM 或 Hypervisor 请求 VM 以及 NFVI 资源

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结合以上信息，存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VM 之 间的对应 关系，VM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置进行

故 障消息的 匹配处理 。

第一接收单元 22, 用于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请求

订 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

第一接收单元 22 的功能与前述 实施例的第一接收单元 11 的功能相 同，所

不同的是 ，在本实施例 中，NFV 系统 中的任一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是 NFVI

内部各节点的故障信 息，即本实施例的 NFV 故障管理装置 2000 是对 NFVI 内



部各节点的故障进行管理。该装置 2000 收集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发布

的故障消息，为 NFVI 上层订 阅节点提供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消

息的订 阅和通知功能。该装置 2000 可以独 立部署，也 可 以部署于 NFVI 内部 ，

也可以处于 VIM 中，本发 明实施例不作限制。除此之外，该装置 2000 也可以

单独为某一 VNF 服务，在创建 VNF 的同时创建该装置 2000, 如果 VNF 失效 ，

则其对应的装置 2000 同时失效。

第二接收单元 23 , 用于接收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

发布消息。

第二接收单元 23 的功能与前述 实施例的第二接收单元 12 的功能相 同，所

不同的是 ，本实施例 中，第二接收单元 23 接收的是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

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匹配单元 24 , 用于 当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以及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 ，根据所述对

应关系，将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息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匹配单元 24 的功能与前述 实施例的匹配单元 13 的功能相 同，所不同的是 ，

不同于其他上层管理节点例如 VNFM 、 OSS/BSS 、 VIM 等 已知其与管理的其

它节点的关系，本实施例 中，VNF 订 阅节点订 阅了 NFVI 内部故障发布节点的

故障消息，在收到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消息后 ，需要根据获

取单元 21获取的 VNF 订 阅节点的标识与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

应关系，得到 NFVI 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信息应该与哪个 VNF 订 阅节点

的标识对应 。

通知单元 25 , 用于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通知单元 25 的功能与前述实施例的通知单元 14 的功能相 同，在此不再赘

述。

如 图 6 所示，为示例的另一个故障信息订 阅、发布和通知流程示意图，该

流程 包括以下步骤：

1. VNF 加载流程 。这个过程 中，NSD 和 VNF 的 VNFD 被加载到 VNF 目

录中。



2. VNF1 实例 匕流程 。

3. NFVO 请求 VIM 将 VNF 连接到 网络。

4. NFVO 配置 VNFFG, NFVO 或 EMS 或 VNFM 配置 VNF 实例 。

5. NFVO 更新 VNF catalog 和 NFV Service Catalog 以及 VNF Instances ( 增

加新 的 VNF 实例条 目等 ）。

6. NFVO 发送 VNF ID 与 NFVI 资源配置对应 关系给 NFV 故障管理装置。

7.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接收并存储 VNF ID 与 NFVI 资源配置的对应 关系

信 息。

8. VNF1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 "VNF1 节点标识/组 1,

NFVI 节点标识/故障类型 A1/ 故障 内容 A2/ 故 障老化 时间" 。消息中携 带需要

订 阅的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所在的分组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

标识 、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 、故障老化 时间等信 息。

9. VNF2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 "VNF2 节点标识/组 1,

NFVI 节点标识故障类型 A1/ 故障 内容 A2/ 故 障老化 时间" 。消息中携带需要订

阅的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所在的分组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

识 、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 、故障老化 时间等信 息。此 实例 中， VNF2 与 VNF1

订 阅同样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的故障发布消息。

10. NFV 故障管理装置接 收并存储 VNF 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11. NFVI 节点发生故障，其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

"NFVI 节点标识/故障类型 A1/ 故 障 内容 A2/ 优先级 高/故障发生时间" 。消息

中携带故障发布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 、故障优先级 、故障发生时间

等信 息。

12. NFV 故障管理装置 匹配收到的故障发布消息和故障订 阅消息，过滤

去重 ，按照故障优先级 、订 阅节点标识等信 息准备进行故障通知 。

13. NFV 故障管理装置通过故障通知 消息 "VNF1 节点标识/组 1, NFVI

节点标识/故障类型 A1/ 故 障 内容 A2/ 优先级 高/接 收故障发布消息的时间/进行

故障信 息通知 的时间" 按照故障优先级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等信 息，向 NFV

故障消息订 阅节点 VNF1 发送故障通知 。如果有 多个 NFV 节点 ，如 VNF1

和 VNF2 订 阅同类型 、同内容故障，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同时向 VNF1 和

VNF2 通知相 同故障信 息，即 13、 15 步可以同时发生。



14. VNF1 启动故障恢复机制。

15. NFV 故障管理装置通过故障通知 消息 "VNF2 节点标识/组 1, NFVI

节点标识/故障类型 A1/ 故 障 内容 A2/ 优先级 高/接 收故障发布消息的时间/进行

故障信 息通知 的时间" 按 照故障优先级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等信 息，向 NFV

故障消息订 阅节点 VNF2 发送故障通知 。

16. VNF1 启动故障恢复机制。

17. 故障修复流程 。

存储单元 26, 用于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

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对于每一个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如果 匹配单元 24 匹配成功 ，

则存储单元 26 关联存储故障订 阅消息、故障发布消息和故障通知 消息；如果

匹配单元 24 没有 匹配成功 ，则存储单元 26 仍然关联存储故障订 阅消息、故障

发布消息，以方便 NFV 系统后续的查询 、调用等。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装置，通过在 NFV 系

统 中设置 NFV 故 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和故 障发布 消息，并对接 收到 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

配，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

其 中，VNF 加载过程是指将 VNF 程序 包 （VNF Package ) 提 交给 NFVO,

使其被纳入 VNFD 目录 中。

VNF package: VNF 的档案文件 ，包括 VNF 的 VNFD, 软件 映象，以及

其它一些构件 ，如用来检 查该档案文件 的完整性和证 明其有效性的构件 。

VNFD: 是一个描述 NFV 部署和操作行为的配置模板 ，用在加载 VNF 过

程和 实例化 VNF 过程 中。部署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VNF 要 求的部署环境 ，如

VM 个数 ，VM 映象个数 ，需要 的计算和存储 资源等；操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VNF 拓朴 、启动和关闭、与 VNF 生命周期事件 匹配的功能性脚本等。

VNF 加载流程 ：

1 ) 发送方提 交 VNF Package 到 NFVO, 用来加载 VNFD 。

2 ) NFVO 处理 VNFD , 包括但 不限于：

a. 检查托管元素的存在性；



b . 用 VNFD 中的清单 (manifest) 和证 书验证 VNFD 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 。

3 ) NFVO 通知 Catalog 。

4 ) NFVO 确认 VNF 的加载 。

注：将 VNFD 增加到 Catalog 中可以由 NFVO 操作 ，也可以是其它被 NFVO

认定/授权 的实体 。

请参 阅图 7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的结构示意 图。该 NFV

节点 3000 包括 ：

第一发送单元 31 , 用 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 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

的故 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 消息

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该 NFV 节点 3000 为前述 实施例 中的订 阅节点，该订 阅节点可以是 NFV

系统 中的任一节点。第一发送单元 31 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故障发布消息可

以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第一发送单元 31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的具体格

式可以参照前述 实施例 ，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接收单元 32, 用于接 收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

送的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第三接收单元 32 接 收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的故障通知 消息，该故障通

知 消息包括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还可以包括接收

故障发布消息的时间和进行故障信 息通知 的时间。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节

点标识发送给与节点标识对应 的 NFV 订 阅节点。

作为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本 实施例 中的 NFV 节点为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 ，第一发送单元 31 具体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 带所述 VNF 节

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

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

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

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



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该 实施方式为 VNF 订 阅节点订 阅 NFVI 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现有 NFV

系统 中 VNF 节点并不知道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情况，所以需要 NFV 故障

管理装置存储 VNF 信 息及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信 息，即 VNF 节点的标识

与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其后 VNF 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和接 收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的故障通知 消息与前述 实施例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NFV 故障管理装置收集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消息，为

NFVI 上层订 阅节点提供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消息的订 阅和通知

功能。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独立部署 ，也可以部署于 NFVI 内部 ，也可以处

于 VIM 中，本发 明实施例不作 限制。除此之外 ，NFV 故障管理装置也可以单

独为某一 VNF 服务 ,在创建 VNF 的同时创建该 NFV 故障管理装置，如果 VNF

失效 ，则其对应 的 NFV 故障管理装置 同时失效。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 ，通过在 NFV 系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

布消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将故障

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知 。

请参 阅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节点的结构示意图。该

NFV 节点 4000 包括：

第二发送单元 4 1 , 用 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

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

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

节点。

该 NFV 节点 4000 为前述 实施例 中的故障发布节点，该 NFV 节点 4000

可以为 NFV 系统 中的任一节点。第二发送单元 4 1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包含 的参数与故障发布消息一

致 。第二发送单元 41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的格式可参照前

述 实施例 ，在此不再赘述 。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 ，通过在 NFV 系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

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的节点，可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知。

请参阅图 9 ,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设备的结构示意

图，本实施例的 NFV 故障管理设备 5000 包括处理器 51、存储器 52、输入设

备 53、输 出设备 54 以及总线系统 55 , 其中：

处理器 51控制 NFV 故障管理设备 5000 的操作，处理器 51还可以称为中

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处理器 51 可能是一种集成电路

芯片，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处理器 5 1 还可以是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

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DSP )、专用集成 电路 (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Field -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 或者其他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立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分立硬件组

件。通用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等。

存储器 52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51提供指

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52 的一部 分还 可 以 包括 非 易失性 随机存取存储 器

( NVRAM )。

NFV 故障管理设备 50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系统 55 耦合在一起 ，该总

线可以是工业标准体 系结构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ISA ) 总线、夕卜部

设备互连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PCI ) 总线或扩展工业标准体系

结构 （Extended l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EISA ) 总线等。所述总线可以

是一条或多条物理线路，当是多条物理线路时可以分为地址总线、数据总线、

控制总线等。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 51、存储器 52 以及输入

设备 53、输 出设备 54 也可以通过通信线路直接连接。

输入设备 53 可以具体实现为鼠标、键盘、麦克风等，而输出设备 54 可以

具体实现为显示器、音频设备、视频设备。当然，输入设备 53 和输 出设备 54

也可以通过一个输入输出设备来实现其功能，比如实现为可触摸的屏幕。

其中，处理器 51读取存储器 52 中的计算机程序用以执行以下步骤：

接收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

联 的订 阅节点。

作为一种 实施方式，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作为另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 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为：

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 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作为又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 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为：

当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障 内容相 同时，将

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同时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作为又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还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作为又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还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从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 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

标识与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

作为又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执行所述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的步骤 ，具体 为：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 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

作为又一种 实施方式，处理器 51 执行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为：



当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将所述至

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

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处理器 51 中包含的计算机程序还 可 以 实现为第一接

收单元、第二接收单元、匹配单元和通知单元，四个单元实现的功能可以参考

前述实施例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可见，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设备，通过在 NFV 系

统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

和故障发布消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

配，将故障通知消息通知相应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请参阅图 10,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NFV 节点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本实施例的 NFV 节点设备 6000 包括处理器 61、存储器 62、输入设备 63、输

出设备 64 以及总线系统 65 , 其中：

处理器 61控制 NFV 节点设备 6000 的操作，处理器 61还可以称为中央处

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处理器 61 可能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

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处理器 61还可以是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SP )、专用集成电路 (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Field -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 或者其

他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立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分立硬件组件。通用处理器

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等。

存储器 62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61提供指

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62 的一部 分还 可 以 包括 非 易失性 随机存取存储 器

( NVRAM )。

NFV 节点设备 60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系统 65 耦合在一起 ，该总线可

以是工业标准体系结构 (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ISA ) 总线、夕卜部设备

互连 (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PCI ) 总线或扩展工业标准体 系结构



( Extend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 EISA ) 总线等 。所述总线可以是一

条或多条物理线路 ，当是 多条物理线路 时可以分为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控制

总线等。在本发 明的其它一些 实施例 中，处理器 61、存储器 62 以及输入设备

63、输 出设备 64 也可以通过通信线路直接连接 。

输入设备 63 可以具体 实现为鼠标 、键盘 、麦克风等 ，而输 出设备 64 可 以

具体 实现为显示器、音频设备 、视频设备 。当然，输入设备 63 和输 出设备 64

也可以通过一个输入输 出设备来 实现其功能，比如 实现为可触摸 的屏幕。

其 中，处理器 61读取存储器 62 中的计算机程序用以执行以下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接 收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 障通知 消

作为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

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

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作为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所述 NFV 节点设备 为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

处理器 61执行所述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

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 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的步骤 ，具体 为：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

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

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

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

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设备 ，通过在 NFV 系统 中



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

障发布消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将

故障通知消息通知相应的节点，可以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和通

知。

请参阅图 11 ,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 NFV 节点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本实施例的 NFV 节点设备 7000 包括处理器 7 1、存储器 72、输入设备 73、输

出设备 74 以及总线系统 75 , 其中：

处理器 7 1控制 NFV 节点设备 7000 的操作，处理器 7 1还可以称为中央处

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处理器 7 1可能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

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处理器 7 1还可以是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SP )、专用集成电路 (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Field -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 或者其

他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立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分立硬件组件。通用处理器

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等。

存储器 72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7 1提供指

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72 的一部 分还 可 以 包括 非 易失性 随机存取存储 器

( NVRAM )。

NFV 节点设备 70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系统 75 耦合在一起 ，该总线可

以是工业标准体系结构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ISA ) 总线、外部设备

互连 (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PCI ) 总线或扩展工业标准体 系结构

( Extend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 EISA ) 总线等。所述总线可以是一

条或多条物理线路，当是多条物理线路时可以分为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

总线等。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 7 1、存储器 72 以及输入设备

73、输 出设备 74 也可以通过通信线路直接连接。

输入设备 73 可以具体实现为鼠标、键盘、麦克风等，而输出设备 74 可 以

具体实现为显示器、音频设备、视频设备。当然，输入设备 73 和输 出设备 74

也可以通过一个输入输出设备来实现其功能，比如实现为可触摸的屏幕。

其中，处理器 7 1读取存储器 72 中的计算机程序用以执行以下步骤：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 阅节点接 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 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点 。

其 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 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

障优先级 。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节点设备 ，通过在 NFV 系统 中

设置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统一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

障发布消息，并对接 收到 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将

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 ，可 以实现节点故 障信 息的 实时快速 定位和通

知 。

请参 阅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 障管理方法的流程 图。

该方法 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101 , 接 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

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

信 息。

在 NFV 系统 中，每个节点都可 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其它节点的故

障信 息，这些订 阅节点可 以是 VNF 、 EMS 、 NFVL VIM, NFVO 、 VNFM 、

OSS/BSS 等 ，每 个订 阅节点可以订 阅一个或多个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 障信 息。

订 阅节点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该故障订 阅消息 包括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该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用于唯一标

识一个订 阅节点 ，该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可以 包括 ：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 障优先级 ，还

可以 包括故 障老化 时间。订 阅节点在进行故 障消息订 阅的同时，激活订 阅节点

的故 障消息接 收功能，以接 收 NFV 故 障管理装置通知 的故 障信 息。

如果节点不需要订 阅某种故障信 息，也可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送故

障信 息不订 阅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如 图 4 所示的示例 的一个故障信

息订 阅、发布和通知 流程 示意 图，订 阅节点标识 为 ID1 的节点 VI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节点分组标识为组 1、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3 、故障类型为 A l 、故障 内容为 A 2 的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消息，

订 阅节点标识为 ID4 的节点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节点分

组标识为组 1、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3 、故障类型为 B l 、故障 内容为

C 的 "Fault Message Unsubscribe" 消息，进行故障消息去订 阅并去激活节点

的故障接收功能。

其 中，故障订 阅消息中携 带的主要参数信 息定义如下：

故障发布节点分组标识 Group ：故障发布节点所在 的分组 ，具体分组规则

本发 明实施例不做 限定。例如可以按一个 网络服务 （Network Service ) 之 下的

所有 VNF 作为一个组 ，订 阅节点一般只订 阅所在组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

NFV 中对 Network service 的定义是指：由多个 VNF 或多个 VNF 和物理 网络

功能 (Physical Network Function, PNF) 组成 ，以提供更复杂的功能。例如 ，由

虚拟或物理的 MME, PGW/SGW, 归属用户服务器 (Home Subscriber Server,

HSS) 以及它们之 间的虚拟链路组成的演进的分组核心网（Evolved Packet Core,

EPC) 就可 以 称作一个 Network Service „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Node ID: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通常用于标

注与定位故障信 息发布者 ，也就是 它间接地提供 了故障位置信 息。故障类型/

内容 Fault type/Content: 故障具体信 息包括故障类型 、故障 内容 。

故障优先级 Priority: 故障的紧急重要程度标识 。

故障老化 时间 expiration time ：故障订 阅的有效时间。这个是一个可选的

参数 ，用法如下：比如 ，3600s 表示订 阅节点在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之后 的 3600s

内订 阅此故障消息，3600s 之外此故障订 阅消息失效 ; 或者 比如 ，20: 00-22:

00 表示在这个时间段之 内订 阅节点订 阅此故障消息，此时间段外此故障订 阅

消息失效。

接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

如 图 4 所示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4 的订 阅节点 NFVO 向 NFV 故障

管理装置订 阅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为组 1、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3 、故障类型为 A l 、故障 内容为 A 2 和故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1 的故障信 息，

以 及 订 阅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为组 3、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为 ID6 、



故 障类型 为 B l 、故 障 内容为 C2 和故 障老化 时 间为时 间 2 的故 障信 息 ，订 阅节

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7 的订 阅节点 VNF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布节

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3、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6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 为 C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3 的故 障信 息，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5

的订 阅节点 VNF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2、

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2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 为 B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间 4 的故 障信 息，订 阅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1 的订 阅节点 VI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订 阅故 障发 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为组 1、故 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3 、故 障类型为 A 1、故 障 内容为 A 2 和故 障老化 时间为时 间 5 的故 障信 息。

步骤 S102, 接 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 障发布节点发送 的故 障发布

消息。

在 NFV 系统 中，每 个节点也可 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送故 障发

布 消息 ，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发送 的故 障发布 消息，该故 障发 布 消息 包

括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或

故 障 内容 ，和 /或故 障优 先级 ，各参数 的含 义与前 面描 述 的参数含 义相 同，还

可 以 包括故 障发生 时 间。

如 图 4 所示 ，故 障发布节点监视 器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

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3、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6 、故 障类型为 B l 、

故 障 内容 为 C2 和故 障发 生 时间为时间 6 的故 障信 息；某一硬件 资源故 障发布

节点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2、故 障发

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为 ID2 、故 障类型为 B l 、故 障 内容为 B2 和故 障发生 时 间为

时间 7 的故 障信 息，如 图 2 中，NFVI 中的硬件 资源 包括 ：计算硬件 (Computing

Hardware), 存 储硬件 (Storing Hardware), 网络硬件 (Network Hardware); 故 障

发布节点虚 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 1000 发 布故 障发

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为组 1、故 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为 ID3 、故 障类型为 A l 、

故 障 内容 为 A 2 和故 障发生 时间为时间 8 的故 障信 息。

需要说 明的是 ，虽然每 个节点都可 以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请 求订 阅和发

布故 障消息，每 个节点也可 以接 收 NFV 故 障管理装置通知 的故 障信 息 ，但是 ，

不是每 个节点都需要 具备 订 阅、发布和接 收通知这三个功能 ，如 NFV 的底层



存储 节点 ，其只需要发布功能即可 ，如 OSS 节点 ，因为没有 必要 向其它节点

分发 自己的故障信 息，因此 OSS 不需要故 障信 息发布功能。

步骤 S103 ,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故 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NFV 故障管理装置接 收到 了一个或 多个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又接

收到 了一个或多个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 消息，请求订 阅的故障消息和故障

发布 消息中包含 的参数一致 ，通过对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 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该故障通知 消息 包括 ：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 障

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

和/或故 障优先级 ，还 可 以 包括接 收故障发布 消息的时间和进行故 障信 息通知

的时间。

如 图 4 所示 ，故障发布消息中包含所请求订 阅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

容为 C2、故障类型为 B l 和故障 内容为 B2、故 障类型为 A 1 和故障 内容为 A 2

的故 障信 息。

步骤 S104, 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

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

进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 匹配后 ，得到一个或多个

故障通知 消息，将该一个或多个故障通知 消息分别通知给相应 的订 阅节点。

如 图 4 所示 ，将故障类型为 A 1 和故 障 内容为 A 2 的故 障信 息分别通知订

阅节点 VIM 和 NFVO, 将故 障类型为 B 1 和故 障 内容为 B2 的故障信 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 将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C2 的故障信 息分别通知订 阅节

点 VNFM 和 NFV O

如 图 4 所示 ，故 障发布消息 中还 包含故障优先级 ，例如 ，故障发布节点

VNFM 发布 的故 障类型为 B 1和故 障 内容为 C2 的故障信 息的故 障优先级为 3,

硬件 资源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B2 的故 障信 息的

故障优先级为 2, 故 障发布节点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发 布的故障类型

为 A 1 和故 障 内容为 A 2 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优先级为 1, 在此默认优先级从 高

到低 的顺序 为 1、 2、 3。

可以根据故 障发布消息 中的故 障优先级 ，按照故 障优先级从 高到低 的顺序



依次通知订 阅节点，如 图 4 所示，先将故障优先级为 1 的故障类型为 A 1 和故

障 内容为 A 2 的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订 阅 VIM 和 NFVO, 然后将故障优先级为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B2 的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 同时

将故障优先级为 2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C2 的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VNFM, 最后将故障优先级为 3 的故障类型为 B 1 和故障 内容为 C2 的

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订 阅节点 NFVO 。一般来说 ，越底层 的节点的故障越是重要

紧急，对 时延性要求越 高。

如果两个或 两个以上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相 同故障类型和故障 内容的故障

信 息，还可以将相 同故障类型和故障 内容的故障通知 消息同时通知 两个或两个

以 上订 阅节点。

订 阅节点在接收到故障通知 消息后 ，启动故障处理机制。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通过在 NFV 系

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和故 障发布 消息，并对接 收到 的故障订 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

配，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

请参 阅图 13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的流程 图。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201 , 从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标识与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

的对应 关系。

现有 NFV 系统 中 VNF 节点并不知道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情况，所以

需要 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储 VNF 信 息及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信 息，即

VNF 节点的标识与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即系统给一个 VNF 节

点配置 了多少 NFVI 节点资源。

有四种方式，可 以 获取到 VNF 节点的标识与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

应 关系：

方式 1: 在 实例化 VNF 、 NFVO 更新 VNF 目录(VNF catalog), NFV 服 务



目录(NFV Service Catalog) 以及 VNF 实例 (VNF Instances) 完成之后 ，由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 VNF 节点标识以及 NFVI 资源配置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

障管理装置进行故障消息的匹配处理。

方式 2: 在 VNF 的负载增加或者 VNF 的 负载逐渐减少的情况 下 ，为 了保

证资源的有效利用，NFV 系统可以启动 VNF 比例转换 (VNF scalling) 过程 ，增

加或减小 VNF 使用的资源。在完成 VNF 实例比例缩小/VNF 实例比例增大

(VNF Instance Scalling down/VNF Instance Scalling up)过程后 ，NFVO 更新 VNF

目录、NFV 服务 目录以及 VNF 实例之后，由 NFVO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

送 VNF 节点标识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存

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

置进行故障消息的匹配处理。

方式 3: 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NFVO

请求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

方式 4: 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VNF

实例数据库和/或 NFVI 资源配置数据库请求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

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

方式 5：VNF 可以获取对应 的 VM 信息，在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中，VNF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 VNF 与 VM 的对应关系。在收到 VNF 的故障订 阅

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 以向 VIM 或 Hypervisor 请 求 VM 以及 NFVI 资

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结合以上信息，存储 VNF 节点标

识以及 VM 之 间的对应关系，VM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存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置

进行故障消息的匹配处理。

方式 6: 在收到 NFV 的故障订 阅消息后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向 VNFM

请求 VNF 与 VM 的对应 关系，向 VIM 或 Hypervisor 请求 VM 以及 NFVI 资源

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NFV 故障管理装置结合以上信息，存储 VNF 节点标识

以及 VM 之 间的对应 关系，VM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 关系，VNF

节点标识 以及 NFVI 资源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用于 NFV 故障管理装置进行



故 障消息的 匹配处 理 。

步骤 S202, 接 收所述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 的请 求订 阅所

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故 障信 息的故 障订 阅消息。

步骤 S202 与前述 实施例 的步骤 S101 相 同，所不 同的是 ，在本 实施例 中，

NFV 系统 中的任 一订 阅节点请 求订 阅的是 NFVI 内部各节点的故 障信 息，即本

实施 例 的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是对 NFVI 内部各 节点 的故 障进行 管理 。收集

NFVI 内部各故 障发布节点 的故 障消息，为 NFVI 上层订 阅节点提供 NFVI 内

部各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 障消息的订 阅和通知 功能。

步骤 S203 , 接 收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发 送 的故 障发

布 消息。

步骤 S203 与前述 实施例 的步骤 S102 相 同，所不 同的是 ，本 实施例 中，接

步骤 S204 , 当接 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故 障订 阅消息以及接

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 布节点的故 障发布 消息后 ，根据 所述对应 关 系，

将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 的故 障发 布 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 障通知 消息。

步骤 S204 与前述 实施例 的步骤 S103 相 同，所 不 同的是 ，不 同于其他上层

管理节点例如 VNFM 、 OSS/BSS 、 VIM 等 已知 其与管理 的其 它节点 的关 系，

本 实施例 中，VNF 订 阅节点订 阅了 NFVI 内部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 障消息，在收

到 NFVI 内部各故 障发布节点发 布 的故 障消息后 ，需要根据获取 的 VNF 订 阅

节点 的标识 与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 系，得 到 NFVI 故 障发

布节点发布 的故 障信 息应该与哪 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标识对应 。

步骤 S205 , 将 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 少一个订 阅节点 的

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

步骤 S205 与前述 实施例 的步骤 S104 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步骤 S206, 关联存储 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 障发布 消息和/或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

对 于每一个故 障订 阅消息和故 障发布 消息，如 果 匹配成功 ，则 关联存储故

障订 阅消息 、故 障发布 消息和故 障通知 消息；如果没有 匹配成功 ，则仍然关联



存储 故 障订 阅消息、故 障发 布 消息 ，以方便 NFV 系统后 续 的查询 、调 用等 。

可见 ，根据 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 障管理 方法 ，通 过在 NFV 系

统 中设 置 NFV 故 障管理装 置 ，统一接 收 NFV 系统 中任 一节点 的故 障订 阅消息

和故 障发 布 消息 ，并对接 收到 的故 障订 阅消 息和故 障发 布 消 息的参数 进行 匹

配 ，将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 ，可 以 实现 节点故 障信 息的 实时快速 定位

和通知 。

请 参 阅图 14, 为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又一种 NFV 故 障管理方法 的流程 图。

该方 法 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301 ,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 送携 带节点标识和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的故 障订 阅消息 ，以 使 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将 所述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

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 障发 布节点发 送 的故 障发 布 消息进行 匹 配 ，生

成故 障通知 消息 。

订 阅节点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 送携 带节点标识和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

的故 障订 阅消息 ，该订 阅节点可 以是 NFV 系统 中的任 一节点 。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故 障发 布 消息可 以 包括 ：故 障发 布 节点 的分组标识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

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 /或故 障 内容 ，和 /或故 障优 先级 。发 送故 障订 阅消息

的具体格 式可 以参照前述 实施 例 ，在此 不再赞 述 。

步骤 S302, 接 收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 所述节点标识发 送 的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 。

接 收 NFV 故 障管理装 置发 送 的故 障通知 消息 ，该故 障通知 消息 包括 ：订

阅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 障发 布 节点 的分组 标识 ，故 障发 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

障类型 ，和 /或故 障 内容 、和 /或故 障优 先级 ，还 可 以 包括接 收故 障发 布 消息的

时 间和进行故 障信 息通知 的时 间。NFV 故 障管理装 置根据 节点标识发 送给 与

节点标识对应 的 NFV 订 阅节点 。

作 为一种 实施 方式 ，步骤 S301 可 以具体 为：

向 NFV 故 障管理装置发 送携 带 VNF 节 点 的节点标识 、请 求订 阅至 少一个

网络 功 能虚 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 布 节点 的故 障信 息的故 障订 阅消息，以

使 所 述 NFV 故 障管理 装 置根据 所 述 VNF 节 点 的节点标识 与所述 至 少一 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

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该 实施方式为 VNF 订 阅节点订 阅 NFVI 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现有 NFV

系统 中 VNF 节点并不知道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情况，所以需要 NFV 故障

管理装置存储 VNF 信 息及其对应 的 NFVI 资源配置信 息，即 VNF 节点的标识

与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其后 VNF 发送故障订 阅消息和接 收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的故障通知 消息与前述 实施例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NFV 故障管理装置收集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发布的故障消息，为

NFVI 上层订 阅节点提供 NFVI 内部各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消息的订 阅和通知

功能。NFV 故障管理装置可以独立部署 ，也可以部署于 NFVI 内部 ，也可以处

于 VIM 中，本发 明实施例不作 限制。除此之外 ，NFV 故障管理装置也可以单

独为某一 VNF 服务 ,在创建 VNF 的同时创建该 NFV 故障管理装置，如果 VNF

失效 ，则其对应 的 NFV 故障管理装置 同时失效。

可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通过在 NFV 系

统 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 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

和故 障发布消息，并对接 收到 的故 障订 阅消息和故 障发布 消息的参数进行 匹

配，将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相应 的节点，可 以 实现节点故障信 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该方法包括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点。

其 中，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

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

障优先级。

故障发布节点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该故障发布节点

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



识，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和/或故障优先级，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包含

的参数与故障发布消息一致。故障发布节点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

布消息的格式可参照前述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可见，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NFV 故障管理方法，通过在 NFV 系

统中设置 NFV 故障管理装置，统一接收 NFV 系统中任一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

和故障发布消息，并对接收到的故障订阅消息和故障发布消息的参数进行匹

配，将故障通知消息通知相应的节点，可 以实现节点故障信息的实时快速定位

和通知。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前述的各方法实施例，为了筒单描述，故将其都表述

为一系列的动作组合，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悉，本发明并不受所描述的

动作顺序的限制，因为根据本发明，某些步骤可以采用其他顺序或者同时进行。

其次，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应该知悉，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于优选实施

例，所涉及的动作和模块并不一定是本发明所必须的。

在上述实施例中，对各个实施例的描述都各有侧重，某个实施例中没有详

述的部分，可以参见其他实施例的相关描述。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发

明可以用硬件实现，或固件实现，或它们的组合方式来实现。当使用软件实现

时，可 以将上述功能存储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中或作为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一个

或多个指令或代码进行传输。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括计算机存储介质和通信介

质，其中通信介质包括便于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传送计算机程序的任何介

质。存储介质可以是计算机能够存取的任何可用介质。以此为例但不限于：计

算机可读介质可以包括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只读

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 , 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EEPROM) 、只读光盘 (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 CD-ROM) 或其他光盘存储、磁盘存储介质或者其他磁存

储设备、或者能够用于携带或存储具有指令或数据结构形式的期望的程序代码

并能够由计算机存取的任何其他介质。此外。任何连接可以适当的成为计算机

可读介质。例如，如果软件是使用同轴电缆、光纤光缆、双绞线、数字用户线

(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 DSL ) 或者诸如红外线、无线电和微波之类的无线



技术从 网站 、服务器或者其他远程 源传输的，那 么同轴 电缆 、光纤光缆 、双绞

线 、DSL 或者诸如红外线 、无线和微波之类的无线技术 包括在所属介质 的定

影 中。如本发 明所使用的，盘 （Disk ) 和碟 （disc ) 包括压缩光碟 ( CD ) 激

光碟 、光碟 、数字通用光碟 （DVD )、软盘和蓝光光碟 ，其 中盘通常磁性的复

制数据 ，而碟则用激光来光学的复制数据 。上面的组合也应 当包括在计算机可

读介质 的保护范围之 内。

总之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较佳 实施例 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

发 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 、

改进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 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

故障发布消息；

匹配单元 ，用于将所述请 求订 阅的故 障信 息和所述故 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

配，生成故障通知消息；

通知单元 ，用于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

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

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识 ，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知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

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的订 阅节点。

4、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通知单元具体用于

当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障 内容相 同时，将所述

故障通知 消息 同时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5、如权利要求 1-4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存储单元 ，用于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

述故障通知 消息。



6、如权利要求 1-5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获取单元，用于从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网络

功能 VNF 节点的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

之间的对应关系。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收单元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NFV 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 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

8、如权利要求 6 或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匹配单元具体用于

当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阅节点的故障订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少一

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将所述至少一

个 VNF 订阅节点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

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9、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阅

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阅的

故障信息和与所述故障订阅消息对应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

行匹配，生成故障通知消息；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 NFV 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

信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故障发布节点的节

点标识，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和/或故障优先级。

11、如权利要求 9 或 10 所述的 NFV 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 NFV 节点

为虚拟网络功能 VNF 节点，所述第一发送单元具体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

发送携带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请求订阅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



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

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

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12、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二发送单元 ，用于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

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

点。

13、如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 NFV 节点 ，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

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

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

14、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装

置、输 出装置、存储 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

联 的订 阅节点。

15、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

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将所

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

节点的步骤 ，具体为：

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 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17、如权利要 求 14 或 1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

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

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 为：

当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 障 内容相 同时，将

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同时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订 阅节点。

18、如权利要求 14-17 任 意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

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19、如权利要求 14-28 任 意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

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从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 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

标识与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

20、如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接 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的步骤 ，具体为：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 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

21、如权利要 求 19 或 20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

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联 的

订 阅节点的步骤 ，具体 为：



当接 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 ，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将所述至

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

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22、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设备 ，包括输入装置、输 出装置、存

储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接 收所述 NFV 故 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 的所述故 障通知 消

23、如权利要 求 22 所述的 NFV 节点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

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24、如权利要 求 22 或 23 所述的 NFV 节点设备 ，所述 NFV 节点设备 为虚

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 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

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

故障信 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 阅消息对应 的故 障发布节点发送 的故 障发布消息进

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的步骤 ，具体为：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 、请求订 阅至少

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

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

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 间的对应 关系，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



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25、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节点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装置、

输 出装置、存储器和处理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如下步骤 ：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 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与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 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所述订 阅节点。

26、如权利要 求 25 所述的 NFV 节点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

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 ：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

的节点标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27、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至少一个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

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将所述故 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 关

联 的订 阅节点。

28、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

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 ，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

识 ，故障类型 ，和/或故障 内容 ，和/或故障优先级。

29、如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具体为：

根据所述故障优先级 ，依 次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

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30、如权利要求 27 或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具体

为：

当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请求订 阅的所述故障类型和/或故障 内容相 同时，将

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同时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两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31、如权利要求 27-30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关联存储所述故障订 阅消息、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和/或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32、如权利要求 27-31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从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O 获取至少一个虚拟 网络功能 VNF 节点的

标识与至少一个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节点的标识之 间的对应关系。

33、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 NFV 系统 中的至

少一个订 阅节点发送的故障订 阅消息，具体为：

接收所述 NFV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订阅节点发送的请求订 阅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

34、如权利要求 32 或 3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通知对应 的与所述至少一个订 阅节点的节点标识关联 的订 阅节点 ，具体

为：

当接收到所述至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及接收到所述至

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后 ，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将所述至

少一个 VNF 订 阅节点的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故 障发布

节点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 匹配，生成所述故障通知 消息。

35、一种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 息的故障订

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息和与所述故



障订阅消息对应的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生成故障通知

消息；
接收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节点标识发送的所述故障通知消

36、如权利要求 3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

阅的故障信息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故障发布

节点的节点标识，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和/或故障优先级。

37、如权利要求 35 或 3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 NFV 故障管

理装置发送携带节点标识和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和与所述故障订阅消息对应的

故障发布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 ，生成故障通知消息，具体为：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携带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请求订阅至少一个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故障发布节点的故障信息的故障订阅消息，以

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根据所述 VNF 节点的节点标识与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的节点标识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所述请求订阅的至少一个 NFVI 节

点的故障信息和所述至少一个 NFVI 节点发送的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 ，生成

所述故障通知消息。

38、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故障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向 NFV 故障管理装置发送故障发布消息，以使所述 NFV 故障管理装置将

从订阅节点接收到的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与所述故障发布消息进行匹配 ，生成

故障通知消息，并将所述故障通知消息通知所述订阅节点。

39、如权利要求 3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请求订阅的故障信息

和所述故障发布消息包括：故障发布节点的分组标识，故障发布节点的节点标

识，故障类型，和/或故障内容，和/或故障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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