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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本发 明提供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 的方
法和装置，其 中方法包括 ：拓扑步骤 ，获取光 网络 的拓扑 网
络；计算路 由步骤，在拓扑网络中，计算出至少一条路 由；路
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至少一条路 由是从首节点到
尾节点的所有路 由的其 中一部分路 由；以及波长分配判定步
骤，对于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是
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如果符合预定约束条件，则选定该路 由
作为工作路 由，结束；如果不符合预定约束条件，则返回计算
路 由步骤 。本发 明在计算 出满足预定约束条件 的一条路 由之
后，对其是否满足波长分配进行判断；而不是在计算出多条路
由后一次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提高了可用路 由的命中率，

减少了路 由计算所生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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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 配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光 网络技 术 ，尤其涉及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

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随 着 通 用 多 协 议 标 记 交换 （GMPLS , Generalized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技 术 的发 展 ， 自动 化 的 波 分 复 用 （WDM ,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传送 网在通信技术领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 。通常 ，光 网络 中釆用

下列技术： 1)光分插复用（OADM,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ing), 其可以将

一个给定的波长插入光纤，或移 出光纤；2)波长路 由 (Wavelength Routing), 其

可将输入光纤的波长路 由到输 出光纤；3)波长转换 (Wavelength Conversion) ,

其可将一种 波长转换 为另一种 波长 ，有无波长转换 能力将影响寻找路 由与波

长分 配 (RWA, Routing and Wavelength Assignment) 的解 决方案 ； 4)光 交换

(Optical Switching), 其 实现从一个光纤到另一个光纤的波长交换 。上述技术

使得传送 网络能够提供 更灵活的功能。

目前 交换矩 阵的功能有 限，光转发 器不支持所有光波长的全转换 ，因此

分配光链路建立光路径 时，仍须考虑波长连续性限制 ，这些波长连续性限制

会 引入潜在 的拥塞 问题 。RWA 可 以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 2 种 ，集中式和分布

式之 间的重要 区别在 于：在集中式中，网络 中每个节点都知道全 网络各个节

点的波长资源信 息，波长分配算法只在 源节点执行 。RWA 可 以分为寻找路 由

(R, Routing) 和波长分配 (WA, Wavelength Assignment) 两个过程 。在 R 过程 中，

进行有 约束条件 的路 由计算 ，约束条件 包括 ：首尾节点的上下路 约束条件 ，

节点 内部光纤连通性 ，节点波长资源等；W A 过程 负责在这些计算 出的路 由

上分配波长资源以建立光通路 (业务隧道)。在集中式 RWA 过程 中，对 于如 图

3 所示的拓朴 网络 ，为寻找节点 1 和节点 4 之 间的工作路 由，首先 ，在 R 过

程 中计算 出 K=4 条路 由： 1-2-4, 1-2-5-4, 1-3-2-4, 1-3-2-5-4, 每条路 由上有

若干个节点 ，其次 ，进行波长分配 (WA), 包括对可用或者不可用 、节点 内部



连通性进行判断，例如，路 由 1-2-4 上的各个 出入接 口各有 80 个波：1->2(80

波)、2->1(80 波)、2->4(80 波)、4->2(80 波)，在这些波里面选择一个整个路

由全部节点均没有 占用的波。这一过程具体 包括：步骤 101 , 组建光网络，

配置光网络 内部的光纤之 间的连接 ，配置首尾节点(传输接 口）处的光纤连接 。

步骤 102, 开始尝试建立节点 1 至节点 4 的业务隧道。步骤 103 , 执行 K 优路

由算法返回 K 条带波长资源信息的路 由，其中釆用递归算法计算路 由，K 设

置为 2 , 返回的 2 条路 由分别为：1->2->4, 1->2->5->4, 转入步骤 104; 但如

果能够确定没有找到路 由且没有剩余的路 由，直接转到步骤 106。步骤 104,

对各个路 由分别进行波长分配判定，如果判定路 由不可用，则返回到步骤 103 ,

否则转入步骤 105。步骤 105 , 对所有找到的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进行波长分

配。步骤 106 , 结束，给 出查询失败的提示，或者给 出对应的找到的工作路

由。

发明内容

在 实现本发 明的过程 中，发现现有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现有技术

中，通常是把寻找路 由(R) 和波长分配 (WA) 两个过程分开并分别进行处理，这

会导致计算 出来的路 由不符合波长分配的约束条件 ，即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路

由计算后 ，波长分配才会命 中所需的工作路 由。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光网络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和装置，

其将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整合为一个过程 ，从而提 高波长分配的命 中率。

为此，本发 明提供一种光网络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包括：拓

朴步骤 ，获取光网络的拓朴网络；计算路 由步骤 ，在所述拓朴网络中，计算

出至少一条路 由；所述路 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所述至少一条路

由是从所述首节点到尾节点的所有路 由中的其中一部分路 由；以及波长分配

判定步骤 ，对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是否

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结束；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则返回到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

上述方法中，所述首节点支持将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首节点处插入光

纤；所述尾节点支持将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尾节点处移 出光纤。



上述方法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在判定所述节点的链路属

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将光信号的波长转换为预定波长以满足所述预

定约束条件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

所述节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上述方法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当判定所述节点的链路属

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对所述路 由的节点以及相邻节点之 间的光纤进

行光路损伤验证 。

上述方法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在选定所述路 由作为工作

路 由之后 ，当判定该工作路 由需要保护路 由时，返 回到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来

计算 出一条路 由；以及对 于该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

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

为所述保护路 由，结束；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返 回到所述计算

路 由步骤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

所述节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上述方法中，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 中，通过递归计算 出所述路 由。

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装置，包括：路 由控制单元 ，设置

为获取光 网络的拓朴 网络 ，并在所述拓朴 网络 中，计算 出至少一条路 由；所

述路 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所述至少一条路 由是从所述首节点到

尾节点的所有路 由中的其 中一部分路 由；以 及 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设置为对

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

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如果不符

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继续对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计算 出的另一条路 由进行

判定。

上述装置 中，路 由控制单元还 包括：首尾节点判定模块 ，设置为判定首

节点是否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首节点处插入光纤，且判定尾节点是否

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尾节点处移 出光纤。

上述装置 中，路 由控制单元还 包括：波长转换判定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

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被判定为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将光信号的波长转换为

预定波长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以及算法选择模块 ，设置为选择递归来



执行所述路 由计算。。

上述装置 中，还 包括 ：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 ，设置为：在所述路 由被选定

为工作路 由之后 ，当判定该工作路 由需要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

元计算 出一条路 由，对 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

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

为所述保护路 由，发送给连接控制器；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通

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计算 出另一条路 由，并对该路 由进行判定；以 及 光路损

伤验证模块 ，设 置为：在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或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对一路

由的每一个节点均判定其链路属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对该路 由的节

点以 及 相邻节点之 间的光纤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并 当判定该路 由能够用作工

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或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选定

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

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所述节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本发 明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本发 明在计算 出满足预定约束条件 的一条路

由之后 ，对其是否满足 波长分配进行判断；而不是在计算 出多条路 由后一次

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提 高了可用路 由的命 中率 ，减少了单元模块之 间的

信 息交互，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附图概述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一种可重构光分插复用器系统的内部节点组成结

构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方法流程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光 网络的拓朴 网络示意图一；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方法流程示意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光 网络的拓朴 网络示意图二；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寻找路 由、波长分配和光路损伤验证流程示意图；



图 Ί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光网络中寻找路由和波长分配的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一；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光网络中寻找路由和波长分配的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二。

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特征和实施效果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

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一个节点(通常指路由中的过路节点）的内部光纤连通性(有阻)是指路由

中该节点内部的入接 口和出接 口之间的双向连通特性。对于路由需要通过的

节点，如果该节点内部的入接 口和出接 口不具有双向连通，则该路由不能使

用。以下 实施例中的操作如果不另外说明，均表示在首节点上进行。

如图 1 所示，不失一般性，存在一个节点 1作为首节点，节点 4 作为尾

节点，节点 1和节点 4 之间通过路由 1 实现连通，路由 1 中，还包括了PDU8-2

的管脚 1-3 , 以及 WSUA/E 的管脚 1作为路由 1 中除首尾节点之外的节点。

但在光网络中，当需要将数据从节点 1传送到节点 4 时，事先并不知道节点

1和节点 4 之间是否存在可用的路由，这是因为，节点 1和节点 4 之间是否连

通是动态可变的，也就是说，节点 1 和节点 4 之间也可能由于某些变化导致

不连通。因此，在传送数据时，需要对节点 1 和节点 4 之间的各个节点进行

探测，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路由。

本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光网络中寻找路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如图 2

所示，包括：

步骤 201 , 拓朴步骤，获取光网络的拓朴网络；

步骤 202 , 计算路由步骤，在所述拓朴网络中，计算出至少一条路由；

所述路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所述至少一条路由是从所述首节点

到尾节点的所有路由中的其中一部分路由；

步骤 203 , 波长分配判定步骤，对于所述路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

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结束；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则返回到

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

本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在计算出满足路 由约束条件的至少一条路 由

之后 ，对其是否满足波长分配进行判断；而不是在计算出更多条甚至全部路

由后一次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减少了路 由计算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提 高

了可用路 由的命 中率，减少了模块之 间的信息交互，也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其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至少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所述节

点的波长资源信息表明该节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其中，通过递归计算 出所述路 由，路 由中节点的个数应 当符合一预定数

目，且该预定数 目由该递归所釆用的具体算法确定。例如，可以釆用传统的

受限最短路径优先 (CSPF , Constrained Shortest Path First) Dijkstra 算法或

Bellman-Ford 算法作为递归算法计算所述路 由，则所述预定数 目应 当满足：

当前时刻找到的路 由的节点数 目与之前最近一次找到的路 由的节点数 目一致

或大于一个尽可能小的 自然数。

如果节点存在波长转换能力，则所述步骤 203 中还 包括，当判定所述路

由上各个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中的波长资源信息不符合预定约束条件时，判

断经过波长转换后是否可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 了基于波长资源信息分析在光

网络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在一个光网络中，本实施例需要进行：

a)首尾节点上下路约束分析 ，首尾节点上下路约束分析是指对首节点处插入

光纤，尾节点处移 出光纤的光信号的波长进行分析；b)K 优路 由算法；c)过路

节点的节点连通性分析 、波长资源信息分析；波长资源信息分析 中，将分析

路 由上各个节点的波长资源信息，如果路 由上所有节点具有可用的波长，并

且首尾节点上下路满足约束分析 ，那么这条路 由可用。

基于以上描述，把节点连通性分析 、波长资源信息分析功能嵌入到 K 优

路 由算法中，使得在根据预定约束条件计算路 由(R) 的同时，也验证 了寻找到

的路 由满足波长分配 (WA) 判定条件 ，将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如图 4 所示，

该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步骤 300, 获取流量工程 (TE, Traffic Engineering) 链路 的拓朴 网络；初始

化 K 优路 由算法。使用 TE 链路信 息来描述光路 的属性。

步骤 301 , 判定首尾节点上下路波长可用 ，也就是说 ，首节点支持将预

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首节点处插入光纤；尾节点支持将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

该尾节点处移 出光纤。

步骤 302, 根据路 由的约束条件 ，修剪 TE 链路 的拓朴 网络。约束条件 包

括 ：首尾节点上下路 约束分析 ；对于非波长转换有 阻光 网络 ，节点的波长资

源很可能被其他光通路 占用。

其 中，各个节点如果有波长转换 能力，可将一种波长转换为另一种波长，

则在修剪拓朴 网络时可以考虑去掉一些转换 能力不足 的节点。

其 中，路 由的约束条件 包括传输光信号时的必经节点，必避节点，必经

链路和必避链路 ；

修剪的原则 包括 ：如果是必避节点，则在之后寻找路 由的过程 中，路 由

中不允许 出现该节点；如果是必经节点则在之后寻找路 由的过程 中，路 由中

必须 出现该节点。

步骤 303 , 对 于修剪后 的拓朴 网络 ，计算 出开销最小的一条路 由。

其 中，开销 最小可 以是指路 由包括的节点的数 目最少，或者路 由的链路

花 费(Cost) 最小。本步骤 中仅计算 出一条路 由，然后执行步骤 304, 但这不意

味着只允许计算 出一 条路 由。

使用 K 优路 由的分支算法，将 TE 链路 的拓朴 网络按照上次计算 出的路

由方向，从尾节点开始向首节点分 离拓朴 ，从 而得到次优 的路 由，并转入步

骤 304。

其 中，K 优路 由算法 目前有多种可供选择 的成熟技术，用于寻找到多条

路 由，K 优路 由算法可以基 于传统的 CSPF 的 Bellman-Ford 算法、Dijkstra 算

法等 。寻找到的这些路 由除 了首节点和尾节点相 同以外 ，其他过路节点可能

不相 同，首尾节点的出接 口也可能不同。K 优路 由算法也适合于 1+1 的路 由

计算，即计算 出一条工作路 由和一条保护路 由。

需要说 明的是 ，对 于保护路 由，应该会有要与工作路 由相分 离的约束条



件 ，即工作路 由和保 护路 由尽 量是 不 同的路径 。 当无 法找到合 适 的路 由时 ，

由于光 网络是 动 态变化 的 ，可 以等待 片刻再 次计 算 ，或者可 以直接跳转到 步

骤 306 。

步骤 304 , 查询 这条 开销 最 小的路 由上各个节点 的链路属性信 息；根据

这些 TE 链路信 息 ，判 断这条路 由是 否可用 ，如 果可用 ，则保存 该路 由，转入

步骤 305; 如 果 不可用 ，则返 回到 步骤 303 。

需要 说 明的是 ，如 果 当前处理 的是 工作路 由，则该路 由作 为工作路 由被

保存 ；如 果 当前处理 的是保 护路 由，则该路 由作 为保 护路 由被保存 。

其 中， 当开销 最 小的路 由由于某种原 因被 专有 占用 时 ，例如被优先级 更

高的来 自军方 的光信 号 专有 占用 时 ，可 以选择 其他 次优 的路 由，并认 定该次

优 的路 由为 当前 的开销 最 小的路 由。TE 链路信 息 包括 ：节点 内部 光纤交叉连

通性 ，波长 资源信 息等 。

步骤 305 , 判 断是 否需要 计 算保 护路 由。

如 果 不需要 计 算保 护路 由，则转入 步骤 306; 如 果需要 计 算保 护路 由，

则返 回到 步骤 303 。

步骤 306, 结束 ；给 出查询 失败 的提 示 ，或者给 出对应 的找到 的路 由。

本 实施 例提供 的技 术 ，基 于传 统 的 CSPF 路 由算法和 WA 算法 ，达到有

效路 由计 算 的 目的。本 实施 例利用传 统 的 CSPF Dijkstra 路 由算法和 WA 算法 ，

而不是 为光传输 的路 由计 算 而单独修 改算法 ，有 利于保证 CSPF Dijkstra 算 法

和 WA 算法的通用性 ，提 高模 块独 立性 ，为有 阻光 网络 的 RWA 算法提供 了

良好 的可扩展 性 。

参照 图 3 所示 的 TE 链路拓 朴 网络 ，网络 中存在若干个节点 ，节点 1 作 为

首节点 ，节点 4 作 为尾 节点 ； 当需要 将数据从 节点 1 传 送到节点 4 时 ，并不

知道节点 1 和节点 4 之 间是 否存在连通 的路 由，其 中，2 种 波长 λ ΐ 和 λ2 表 示

对应 的节点支持传输这 两种 波长 的光信 号 。建立从 节点 1 至节点 4 的业务 ，

包括如 下步骤 ：

步骤 401 , 在 Κ 优路 由算法 内部 ，计 算 出可用 的路 由 1->2->4 。

为 了验证 连通性 ，中间节点 2 的四个接 口索 引之 间的光纤为非全连通 ，



即：节点 2 内部的接 口索引 1 到接 口索引 3 之间非连通，接 口索引 1 到接 口

索引 4 之间非连通；TE 链路接 口波长资源各配置 2 种波长(λ ΐ , λ2), 权重都

为 1。各个节点分别启动。

可 以釆用递归方法计算出路由，并得到路由 1->2->4 。

步骤 402, 根据 ΤΕ 链路信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

其中，ΤΕ 链路信息包括：节点内部光纤交叉连通性，波长资源信息。

如果当前一次查找的 Κ 条路由都不可用，则将这 Κ 条路由除了首尾节点

以外的中间节点作为松散排除条件，即确定部分或全部中间节点为必 然不会

经过的中间节点；转入步骤 403 。

步骤 403 , 寻找到分支路由为 1->2->5->4, 然后查询各个节点的 ΤΕ 链路

信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

步骤 404, 计算出路由 1->3->2->4, 然后查询 ΤΕ 链路信息，进行波长分

配判定，结果为成功，返回该路由作为工作路由。

波长分配判定在 Κ 优路由算法内部进行，减少了模块间的信息交互，加

快了业务隧道的建立，提高了光网络的系统稳定性。

本实施例中，如图 5 所示的拓朴网络，不失一般性，可 以 由某个特定光

网络转化而来，基于该光网络执行连接请求，建立从节点 5 至节点 4 的业务

隧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501 , 在 Κ 优路由算法内部，首先计算出路由 5->4, 然后查询 ΤΕ

链路信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其原因可以是没有波长资源。

ΤΕ 链路信息包括：节点内部光纤交叉连通性，波长资源信息等。

步骤 502, 计算出Κ 优路由的分支路由为 5->1->4, 然后查询 ΤΕ 链路信

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其原因可以是不满足 内部连通性。

步骤 503 , 继续递归计算，计算出路由 5->2->4, 然后查询 ΤΕ 链路信息，

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成功，返回这条路由作为工作路由。

上述实施例中，所提供的拓朴网络中的节点较少，但在实际中，节点的

数 目可以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上千个。如果在计算出所有可能的路由之后再



寻找合适的工作路由和保护路由，则可能产生海量数据，而应用本发明实施

例提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降低计算量。

当判定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时，进一步对节点以及相

邻节点之间的光纤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IV, Impairment Validation), 对上述实施

例进行修正之后，如图 6 所示，该方法包括：

步骤 601 , 在 K 优路由算法内部，首先计算出路由 5->4, 然后查询 TE

链路信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其原因可以是没有波长资源。

TE 链路信息包括：节点内部光纤交叉连通性，波长资源信息等。

步骤 602, 计算出 K 优路由的分支路由为 5->1->4, 然后查询 TE 链路信

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其原因可以是不满足内部连通性。

步骤 603 , 继续递归计算，计算出路由 5->2->4, 然后查询 TE 链路信息，

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成功；根据需要，对路由 5->2->4 进行光路损伤(
验证，通过计算得知，路由 5->2->4 的光路损伤比较大，因而此路由不可用；

转入步骤 604 。

其中，光路损伤可以发生在节点，也可以发生在两个节点之间的光纤。

步骤 604, 继续递归计算，得到次优路由 5->3->4, 然后查询 TE 链路信

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失败，其原因可以是不满足内部连通性。

步骤 605 , 继续递归计算，得到次优路由 5->2->1->4, 然后查询 TE 链路

信息，进行波长分配判定，结果为成功；

再进行光路损伤验证，判定路由 5->2->1->4 的光路损伤比较小，此路由

可用，返回这条路由作为工作路由。

光路损伤验证的处理例如：判定所述路由的所有光纤和节点上由于光路

损伤所产生的损耗累计值是否小于一预设值。因此，在一条计算好的路由(例

如路由 5->2->1->4) 上，从首节点(节点 5)到尾节点(节点 4)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具体地，可 以对光纤类型，波长，激光器，光波汇聚器件，光波分离器

件等进行检测验证，具体参数可以是：a .色散、b .光信噪比、c . 功率，以及

d .非线性参数偏振模 色散 (PMD, Polarization Mode Dispersion) 中的一个或者多

个。



根据对光路损伤各个参数的计算结果判定该路 由是否可用。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在寻找路 由(R) 这一过程 中进行波长分配 (WA) 、光路

损伤验证等一 系列算法处理，如果满足预定条件则返回某一条或者某几条路

由以及针对这些路 由的波长资源分配信息。

与上述方法相对应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在光网络中寻找路 由并

进行波长分配的装置，如图 7 所示，该装置包括：

路 由控制单元 701 , 设置为获取光网络的拓朴网络，并在所述拓朴网络

中，计算 出至少一条路 由；所述路 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所述至

少一条路 由是从所述首节点到尾节点的所有路 由的其中一部分路 由；

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702, 与路 由控制单元 701 连接 ，设置为对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

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一工作路 由；如果不符合所述

预定约束条件 ，则继续对路 由控制单元 701 计算出的另一条路 由进行判定。

本实施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实施例能够在计算出满足预定约束条件

的至少一条路 由之后 ，对其是否满足波长分配进行判断；而不是在计算出多

条路 由后一次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提 高了可用路 由的命 中率，减少了路

由控制单元 701 与其他单元模块之 间的信息交互，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其中，如图 8 所示，路 由控制单元 701 还 包括：

首尾节点判定模块 701 1, 设置为判定首节点是否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从该首节点处插入光纤；且判定尾节点是否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尾节

点处移 出光纤。

波长转换判定模块 7012, 设置为在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息被判定为符合

预定约束条件时，将光信号的波长转换为预定波长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算法选择模块 7013 , 设置为选择递归来执行路 由计算。

上述装置还 包括：

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 703 , 设置为在一路 由被选定为一工作路 由之后 ，当

判定该工作路 由需要一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 701 计算出一条



路 由，对 于该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

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所述保护路 由，

发送给连接控制器 (CC, Connection Controller); 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

件 ，则通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 701 计算 出另一条路 由，并对该路 由进行判定；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至少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所述节点的

波长资源信 息表 明该节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此外 ，上述装置中还可以包括：

光路损伤验证模块 ，与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702 和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 703

均连接 ，设置为在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702 或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 703 对一

条路 由的每一个节点均判定其链路属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对该路 由

的节点以及相邻节点之 间的光纤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并 当判定该路 由可用作

工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702 或保护路 由判定单

元 703 选定该路 由作为一工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

光路损伤验证 的处理例如：判定该路 由的所有光纤和节点上 由于光路损

伤所产生的损耗 累计值是否小于一预设值 。。

具体可以对光纤类型 ，波长，激光器，光波汇聚器件 ，光波分 离器件等

进行检测验证 ，具体参数可以是：a .色散 、b .光信噪比、c . 功率 ，以及 d.非线

性参数偏振模 色散 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光路损伤验证模块所在 的位置可以变化 ，例如 ，也可以嵌入在所述工作

路 由判定单元 702 中。

本发 明的实施例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其能够在计算 出满足路 由约束条件

的一条路 由之后 ，对其是否符合波长分配进行判断；而不是在计算 出多条路

由后一次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提 高了可用路 由的命 中率 ，减少了模块之

间的信 息交互 ，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而且在本发 明实施例应用到具有波长

转换功能的有 阻光 网络 中时，当判定所述路 由上各个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中

的波长资源信 息不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还 可 以进一步判断通过波长转换 能

力是否可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

应 当说 明的是 ，以上 实施例仅用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所



有 的参数 的取值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且在该权利保护范围内。本领

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 ，可 以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 同替

换 ，而不脱 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 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

范围当中。

工业实用性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和装置，本发 明

在计算 出满足预定约束条件 的一条路 由之后 ，对其是否满足波长分配进行判

断；而不是在计算 出多条路 由后一次性地进行波长分配，因而提 高了可用路

由的命 中率 ，减少了单元模块之 间的信 息交互，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方法，包括：

拓朴步骤 ，获取光 网络的拓朴 网络；

计算路 由步骤 ，在所述拓朴 网络 中，计算 出至少一条路 由；所述路 由的

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 ，且所述至少一条路 由是从所述首节点到尾节点的

所有路 由中的其 中一部分路 由；以 及

波长分配判定步骤 ，对 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

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结束；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返 回到所述计算

路 由步骤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

所述首节点支持将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首节点处插入光纤；所述尾节

点支持将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尾节点处移 出光纤。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

在判定所述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将光信号的波长转换

为预定波长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所述节

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

当判定所述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对所述路 由的节

点以及相邻节点之 间的光纤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波长分配判定步骤还 包括：

在选定所述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之后 ，当判定该工作路 由需要保护路 由时，返

回 到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来计算 出一条路 由；以 及

对 于该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

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所述保护路 由，

结束；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返 回到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 ；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所述节



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计算路 由步骤 中，通过递归

计算 出所述路 由。

7、一种光 网络 中寻找路 由和波长分配的装置，包括：

路 由控制单元 ，设 置为获取光 网络的拓朴 网络 ，并在所述拓朴 网络 中，

计算 出至少一条路 由；所述路 由的首节点和尾节点预先确定，且所述至少一

条路 由是从所述首节点到尾节点的所有路 由中的其 中一部分路 由；以及

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 ，设 置为对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

的链路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

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继续对所述路 由

控制单元计算 出的另一条路 由进行判定。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还 包括：

首尾节点判定模块 ，设 置为判定首节点是否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

首节点处插入光纤，且判定尾节点是否支持预定波长的光信号从该尾节点处

移 出光纤。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还 包括：

波长转换判定模块 ，设 置为在所述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被判定为符合预

定约束条件 时，将光信号的波长转换为预定波长以满足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

以 及

算法选择模块 ，设置为选择递归来执行所述路 由计算。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还 包括：

保护路 由判定单元 ，设 置为：在所述路 由被选定为工作路 由之后 ，当判

定该工作路 由需要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计算 出一条路 由，对

于所述路 由上的每一个节点，判定该节点的链路属性信 息是否符合预定约束

条件 ，如果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则选定该路 由作为所述保护路 由，发送

给连接控制器；如果不符合所述预定约束条件 ，通知所述路 由控制单元计算

出另一条路 由，并对该路 由进行判定；以 及

光路损伤验证模块 ，设 置为：在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或保护路 由判定



单元对一路 由的每一个节点均判定其链路属性信 息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时，对

该路 由的节点以及相邻节点之 间的光纤进行光路损伤验证 ，并 当判定该路 由

能够用作工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时，通知所述工作路 由判定单元或保护路 由判

定单元选定该路 由作为工作路 由或保护路 由；

其 中，所述符合预定约束条件 包括：所述节点具有连通性 ，并且所述节

点能够传输预定波长的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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