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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

的分析处理系统及处理方法，通过一级设备负责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整合，屏蔽各种VPN技术的差

异，同时对VPN流量粗略发现和精细统计，根据需

要将原始VPN流量经二层报文封装或者三层报文

封装后转发给二级服务器；二级服务器根据VPN

用户信息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作

用一级采集设备；最后一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相

互协作实现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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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系统，用于一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之间组

网流量的分析处理，其特征在于，包括：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处理使能模块，用于控制是否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于在不知具体VPN特征情况下，检测是否有VPN流量

通过；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动作执行模块，动作有三种：白名单动作、黑名单动作、重定向动作；

白名单动作是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动作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动作

是指把流量交给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转换模块，用于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

务器二层组网，采用MacInMac重定向格式；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

Vxlan重定向格式；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用于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

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

块用于发现缺省VPN及精细VPN映射关系，

如果流量没有匹配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或者如果没有配置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

时则采集缺省VPN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VPN流量用六元组表示，六元组由

VPN号、协议号、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组成，用于唯一地表示某个VPN流量。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析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精细VPN映射关系用于跟踪具体

VPN用户，配置VPN号与vlan、mpls、dlic的映射关系，根据需要选择vlan、mpls、dlic三者之

一或者三者组合。

5.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判断是否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如需要处理，则检测是否有VPN流量通过，

判断是否对VPN流量进行白名单动作或黑名单动作或重定向动作的操作；白名单动作

是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动作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动作是指把流量

交给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二层组网，采用MacInMac重定

向格式；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Vxlan重定向格式；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

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发现缺省VPN及精细VPN映射关

系，

如果流量没有匹配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或者如果没有配置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

时则采集缺省VPN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析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精细VPN映射关系用于跟踪具体

VPN用户，配置VPN号与vlan、mpls、dlic的映射关系，根据需要选择vlan、mpls、dlic三者之

一或者三者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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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分析处理系统的网络流量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01，流量从端口进入到一级设备；

步骤102，进行vlan、mpls、frame  relay报文解析；

步骤103，判断VPN流量处理功能是否打开，如果打开进行步骤104处理，否则进行105处

理；

步骤104，如果是vlan报文，则提取vlan号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mpls报文，则提

取标签值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POS  frame  relay报文，则提取dlci值查找VPN关系映

射表；

步骤105，对报文进行透传处理；

步骤106，判断是否匹配VPN关系映射表，如果匹配进行步骤107处理，否则进行步骤108

处理；

步骤107，按命中VPN关系映射表中表条目的VPN号进行统计；

步骤108，按配置缺省VPN号进行统计；

步骤109，用VPN号和原始流量中协议号、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构造六元组键

值；

步骤110，查找六元组规则表并判断是否命中，如果命中进行步骤111处理，否则进行步

骤105处理；

步骤111，按六元组的规则动作进行处理，如果是黑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

如果是白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如果是重定向动作，则把流量发送到虚拟专用

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步骤112，判断是否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如果是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3处

理；如果是三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4处理；

步骤113，二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增加802.1Q字段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虚拟专用网络

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分析；

步骤114，三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通过vxlan头部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虚拟专用网络

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分析；

步骤115，二级服务器的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

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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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系统及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IP数据网络数据采集领域，尤其是一种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分析处理

的系统。

[0002] 本发明同时涉及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分析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常用的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有mpls、vlan、frame  relay。由于虚拟专用网络中不同

的VPN间存在相同的子网流量，所以一级采集设备对各类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差异的处理一

直没有好的方法。

[0004] 故，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SDN架构的多业务流量分流系统。

[0006] 本发明同时提供基于SDN架构的多业务流量分流数据处理方法。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导流筒装置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系统，用于一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之间

组网流量的分析处理，包括：

[0009]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处理使能模块，用于控制是否对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0010]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于在不知具体VPN特征情况下，检测是否有VPN

流量通过；

[0011]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动作执行模块，动作有三种：白名单动作、黑名单动作、重定向

动作；白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是指把流

量交给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0012]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转换模块，用于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

级服务器二层组网，采用MacInMac重定向格式；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

Vxlan重定向格式；

[0013]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用以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

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分析处理系统，其中一级设

备负责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整合，屏蔽各种VPN技术的差异，同时对VPN流量粗略发现和精细

统计，然后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动作(白名单、黑名单、重定向)处理，根据需要将原始

VPN流量经二层报文封装或者三层报文封装后转发给二级服务器；二级服务器根据VPN用户

信息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作用一级采集设备；同时定义一级设备与二级服

务器的交互报文格式，交互报文格式中通过vlan携带VPN信息，极大方便了流量深度分析模

块的分析处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以发现缺省VPN及精细VPN映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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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果流量没有匹配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或者果没有配置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则

采集缺省VPN号。

[0016] 进一步的，VPN流量用六元组表示，六元组由VPN号、协议号、源IP、目的IP、源端口、

目的端口组成，用以唯一地表示某个VPN流量。

[0017] 进一步的，精细VPN映射关系用于跟踪具体VPN用户，配置VPN号与vlan、mpls、dlic

的映射关系，根据需要选择vlan、mpls、dlic三者之一或者三者组合。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方法，可采用以下技术

方案：

[0019] 判断是否对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0020] 如需要处理，则检测是否有VPN流量通过，

[0021] 判断是否对VPN流量进行白名单动作、黑名单动作、重定向动作的操作；白名单是

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是指把流量交给虚拟专

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0022] 用于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二层组网，采用

MacInMac重定向格式；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Vxlan重定向格式；

[0023] 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

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0024] 有益效果：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分析处理方法，其中一级设

备负责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整合，屏蔽各种VPN技术的差异，同时对VPN流量粗略发现和精细

统计，然后对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动作(白名单、黑名单、重定向)处理，根据需要将原始

VPN流量经二层报文封装或者三层报文封装后转发给二级服务器；二级服务器根据VPN用户

信息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作用一级采集设备；同时定义一级设备与二级服

务器的交互报文格式，交互报文格式中通过vlan携带VPN信息，极大方便了流量深度分析模

块的分析处理。

[0025]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根据上述分析处理系统的网络流量处理方法，可采用如下技术

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101，流量从端口进入到一级设备；

[0027] 步骤102，进行vlan、mpls、frame  relay报文解析；

[0028] 步骤103，判断VPN流量处理功能是否打开，如果打开进行步骤104处理，否则进行

105处理；

[0029] 步骤104，如果是vlan报文，则提取vlan号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mpls报文，

则提取标签值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POS  frame  relay报文，则提取dlci值查找VPN关

系映射表；

[0030] 步骤105，对报文进行透传处理；

[0031] 步骤106，判断是否匹配VPN关系映射表，如果匹配进行步骤107处理，否则进行步

骤108处理；

[0032] 步骤107，按命中VPN关系映射表中表条目的VPN号进行统计；

[0033] 步骤108，按配置缺省VPN号进行统计；

[0034] 步骤109，用VPN号和原始流量中协议、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构造六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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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值；

[0035] 步骤110，查找六元组规则表并判断是否命中，如果命中进行步骤111处理，否则进

行步骤105处理；

[0036] 步骤111，按六元组的规则动作进行处理，如果是黑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丢弃

处理；如果是白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如果是重定向动作，则把流量发送到流

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0037] 步骤112，判断是否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如果是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3

处理；如果是三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4处理；

[0038] 步骤113，二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增加802.1Q字段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流量深度

分析模块分析；

[0039] 步骤114，三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通过vxlan头部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流量深度

分析模块分析；

[0040] 步骤115，二级服务器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条目、六

元组规则表条目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对进行说明。

[0043] 实施例一

[0044] 可参考图1，实施例一提供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系统，用于一

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之间组网流量的分析处理，包括：

[0045]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处理使能模块，用于控制是否对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以保证功能独立，减少对系统其它功能的影响。

[0046]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于在不知具体VPN特征情况下，检测是否有VPN

流量通过；根据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反馈的某个VPN号特征再进行精细统计。其

中，所述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以发现缺省VPN及精细VPN映射关系，如果流量没

有匹配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或者果没有配置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则采集缺省VPN

号。精细VPN映射关系用于跟踪具体VPN用户，配置VPN号与vlan、mpls、dlic的映射关系，根

据需要选择vlan、mpls、dlic三者之一或者三者组合。以VPN号10配置vlan  100、mpls  200为

例进行说明，对于vlan为100的流量或mpls  200的流量统一按VPN  10进行处理。

[0047]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动作执行模块，动作有三种：白名单动作、黑名单动作、重定向

动作；白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是指把流

量交给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VPN流量用六元组表示，六元组由VPN号、协议

号、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组成，可以唯一地表示某个VPN流量。按六元组定义处理

动作，其中协议号、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支持掩码，可实现按某个VPN大客户流量

或某个VPN大客户中某个用户进行不同的动作处理。

[0048]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转换模块，用于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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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服务器二层组网，采用MacInMac重定向格式；如：

[0049] 二层重定向格式：

[0050]

DMAC SMAC Vlan Type 原始报文

[0051] 说明:Vlan字段填写VPN编号。

[0052] 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Vxlan重定向格式；如：

[0053] 三层重定向格式：

[0054]

[0055] 说明：Vxlan  ID字段填写对应的VPN号。

[0056] 虚拟专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用以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

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0057] 实施例二

[0058] 对应上述分析处理系统，同样可以提供一种对多种虚拟专用网络流量的分析处理

方法的实施例，包括：

[0059] 判断是否对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处理，

[0060] 如需要处理，则检测是否有VPN流量通过，所述虚拟专用网络流量预发现模块用以

发现缺省VPN及精细VPN映射关系，如果流量没有匹配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或者果没有

配置任何精确VPN对应关系时则采集缺省VPN号。精细VPN映射关系用于跟踪具体VPN用户，

配置VPN号与vlan、mpls、dlic的映射关系，根据需要选择vlan、mpls、dlic三者之一或者三

者组合。

[0061] 判断是否对VPN流量进行白名单动作、黑名单动作、重定向动作的操作；白名单是

指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黑名单是指对流量进行丢弃处理；重定向是指把流量交给虚拟专

用网络流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0062] 用于对流量数据的格式重定向，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二层组网，采用

MacInMac重定向格式；如果一级设备和二级服务器三层组网，采用Vxlan重定向格式；

[0063] 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条目、六元组规则表条目并通

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0064] 实施例三

[0065] 请结合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根据实施例一所述分析处理系统的网络流量

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6] 步骤101，流量从端口进入到一级设备；

[0067] 步骤102，进行vlan、mpls、frame  relay报文解析；

[0068] 步骤103，判断VPN流量处理功能是否打开，如果打开进行步骤104处理，否则进行

105处理；

[0069] 步骤104，如果是vlan报文，则提取vlan号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mpls报文，

则提取标签值查找VPN关系映射表；如果是POS  frame  relay报文，则提取dlci值查找VPN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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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映射表；

[0070] 步骤105，对报文进行透传处理；

[0071] 步骤106，判断是否匹配VPN关系映射表，如果匹配进行步骤107处理，否则进行步

骤108处理；

[0072] 步骤107，按命中VPN关系映射表中表条目的VPN号进行统计；

[0073] 步骤108，按配置缺省VPN号进行统计；

[0074] 步骤109，用VPN号和原始流量中协议、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构造六元组

键值；

[0075] 步骤110，查找六元组规则表并判断是否命中，如果命中进行步骤111处理，否则进

行步骤105处理；

[0076] 步骤111，按六元组的规则动作进行处理，如果是黑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丢弃

处理；如果是白名单动作，则对流量进行透传处理；如果是重定向动作，则把流量发送到流

量深度分析模块处理；

[0077] 步骤112，判断是否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如果是二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3

处理；如果是三层流量注入模式，则进行步骤114处理；

[0078] 步骤113，二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增加802.1Q字段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流量深度

分析模块分析；

[0079] 步骤114，三层封装重定向报文中通过vxlan头部携带VPN号信息提供给流量深度

分析模块分析；

[0080] 步骤115，二级服务器根据重定向报文中VPN号进行分析处理，生成映射表条目、六

元组规则表条目通过约定私有协议添加到一级设备。

[0081] 本发明提出一种系统级的一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相互协作对“虚拟专用网络流

量”的分析处理方法。屏蔽各类虚拟专用网络流量差异，从粗略统计到精细统计，然后对虚

拟专用网络流量进行动作(白名单、黑名单、重定向)处理。同时定义一级设备与二级服务器

的交互报文格式，交互报文格式中通过vlan携带VPN信息，极大方便了流量深度分析模块的

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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