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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

真方法，涉及网络模拟仿真技术领域，解决基于

OpenStack平台的虚实融合的网络数据包传输不

透明的问题，所述方法包括步骤：搭建OpenStack

云计算平台基本环境；构建目标虚拟网络，虚拟

网络中使用自主研发的路由器；运行流表配置脚

本，使虚实网络之间的数据包可以透明传输；连

接实物设备与虚拟网络构成虚实融合的网络。本

发明通过提供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

法，实现搭建一个透明的的虚实融合的网络环

境，可用于网络安全评估和计算机系统安全评

估。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8123819 B

2020.10.16

CN
 1
08
12
38
19
 B



1.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搭建OpenStack云计算平台基本环境，其中虚拟交换机使用OVS，各节点之间的通信

采用Gre方式，且网络节点应与控制节点独立开来，独立出来的网络节点将作为虚实互联服

务器，搭建好的环境包括一个控制节点、一个网络节点和若干个计算节点；

S2：构建目标虚拟网络，该虚拟网络包括OpenStack虚拟云主机，Open  vSwitch虚拟交

换机，以及基于虚拟化技术所构建的支持RIP、OSPF、BGP协议的虚拟路由器，舍弃OpenStack

自带的虚拟路由器；

S3：运行自主用python编写的流表配置脚本，该脚本的功能是使数据包在网络节点内

跳过router  namespace，从而避免地址转换，实现数据包透明传输；

S4：连接实物设备与虚拟网络构成虚实融合的网络；

所述的流表配置脚本的配置步骤为：

(1)远程查询控制节点的neutron数据库；

(2)如果数据库中存在flowInfo表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否则在控制节点上建立该表，并

在网络节点OVS中的br-ex上添加流表，使所有虚拟网络进入的流量被发送到实物网络；

(3)使用内连接查询，查询数据库的ports表和subnets表，并与flowInfo表中的数据对

比，查找flowInfo表里未记录的网络的IP地址、id和其对应的DHCP接口的名字，如果找到，

进入下一步，否则直接进入(7)；

(4)根据上一步得到的接口名字查询本网络节点的ovs-db，找到该接口，得到其所在网

络的vlan  tag；

(5)将网络的id、IP地址和vlan  tag以及自定义的节点名称存入flowInfo表；

(6)根据得到的信息为每个网络在网络节点OVS中br-int建立两条流表规则，对应于IP

协议和ARP协议，这两条流表规则的功能是使所有从实物网络进来的流量都根据数据包的

源地址修改数据包的vlan  tag；其命令格式为“ovs-ofctl  add-flow  br-int  table＝0,

priority＝10,dl_type＝0x0800,in_port＝x,vlan_tci＝0x0000,nw_src＝y,actions＝

mod_vlan_vid:z,NORMAL”,其中x为br-int连接br-ex的接口的编号，dl_type指协议类型，

0x0800是IP协议，0x0806是ARP协议，nw_src为数据包源地址，将y更改为当前操作的网络地

址，z为vlan  tag；

(7)查询数据库中的subnets表，以网络的IP地址作为关键字获取flowInfo里该网络节

点存在而subnets里不存在的网络，得到这些网络的IP地址；

(8)从flowInfo表删除这些IP地址所在的行；

(9)根据(1)中得到的网络IP地址，在本网络节点上删除对应的流表规则，其命令格式

为“ovs-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ip,nw_dst＝y”以及“ovs-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arp,arp_spa＝y”其中x为br-int连接br-ex的

接口的编号,y为网络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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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网络模拟仿真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网络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基于网络模拟、网络仿真和实物测试床三种主要技术展

开，但网络模拟技术难以保证网络节点复现的逼真度，网络仿真技术在规模上又具有局限

性，而实物测试床由于其成本高、灵活性差、实验可重复性差等缺点也难以支撑大规模网络

行为的研究，所以相关专家提出虚实融合的网络研究环境，其结合上述三种技术的优点，能

够支持大规模、高逼真度的网络实验，该技术正逐渐成为主流。

[0003] OpenStack作为云计算平台的代表，其功能强大，能够构建多样化的虚拟网络，但

是虚实网络间的通信要经过router  namespace进行地址转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这造成

数据包传输不透明，导致网络仿真不逼真。

[0004] Open  vSwitch(OVS)是运行在虚拟化平台的虚拟交换机，可为动态变化的端点提

供二层交换功能。OVS中各个网桥根据其流表规则对流经的数据包进行操作，且OVS上各端

口根据vlan  tag收发数据包。如果OVS上的端口配置了vlan  tag，这个端口只能收到带有此

vlan  tag的数据包，且对于经过该端口流入OVS的流量，这个端口会自动为数据包打上该端

口所带的vlan  tag，对于经过该端口流出OVS的流量，这个端口会自动删除数据包所带的

vlan  tag。OpenStack中可采用OVS作为虚拟交换机，在OpenStack中建立一个网络，OVS会为

该网络配置一个唯一的vlan  tag，达到隔离网络的目的。OVS的这种根据流表和vlan  tag控

制和转发数据包的特点，可以方便管理员运用OpenFlow协议对流表进行管理从而达到控制

数据包的流向、隔离网络、流量监控等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要提供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法，可以借助

OpenStack平台实现虚实网络融合，同时保证数据包的透明传输。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S1：搭建OpenStack云计算平台基本环境，其中虚拟交换机使用OVS，各节点之间的

通信采用Gre方式，且网络节点应与控制节点相互独立，独立的网络节点将作为虚实互联服

务器；搭建好的环境包括一个控制节点、一个网络节点和若干个计算节点；

[0008] S2：构建目标虚拟网络，该虚拟网络包括OpenStack虚拟云主机，Open  vSwitch虚

拟交换机，以及自主开发的虚拟路由器，舍弃OpenStack自带的虚拟路由器；

[0009] S3：运行自主用python编写的流表配置脚本，该脚本的功能是使数据包在网络节

点内跳过router  namespace，从而避免地址转换，实现数据包透明传输，其详细的配置过程

是：

[0010] (1)远程查询控制节点的neutron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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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2)如果数据库中存在flowInfo表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否则在控制节点上建立该

表，并在网络节点OVS中的br-ex上添加流表，使所有虚拟网络进入的流量被发送到实物网

络；

[0012] (3)使用内连接查询，查询数据库的ports表和subnets表，并与flowInfo表中的数

据对比，查找flowInfo表里未记录的网络的IP地址、id和其对应的DHCP接口的名字，如果找

到，进入下一步，否则直接进入(7)；

[0013] (4)根据上一步得到的接口名字查询本网络节点的ovs-db，找到该接口，得到其所

在网络的vlan  tag；

[0014] (5)将网络的id、IP地址和vlan  tag以及自定义的节点名称存入flowInfo表；

[0015] (6)根据得到的信息为每个网络在网络节点OVS中br-int建立两条流表规则，对应

于IP协议和ARP协议，这两条流表规则的功能是使所有从实物网络进来的流量都根据数据

包的源地址修改数据包的vlan  tag；其命令格式为“ovs-ofctl  add-flow  br-int  table＝

0,priority＝10,dl_type＝0x0800,in_port＝x,vlan_tci＝0x0000,nw_src＝y,actions

＝mod_vlan_vid:z,NORMAL”,其中x为br-int连接br-ex的接口的编号，dl_type指协议类

型，0x0800是IP协议，0x0806是ARP协议，nw_src为数据包源地址，将y更改为当前操作的网

络地址，z为vlan  tag；

[0016] (7)查询数据库中的subnets表，以网络的IP地址作为关键字获取flowInfo里该网

络节点存在而subnets里不存在的网络，得到这些网络的IP地址；

[0017] (8)从flowInfo表删除这些IP地址所在的行；

[0018] (9)根据(1)中得到的网络IP地址，在本网络节点上删除对应的流表规则，其命令

格式为“ovs-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ip,nw_dst＝y”以及“ovs-

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arp,arp_spa＝y”其中x为br-int连接

br-ex的接口的编号,y为网络的IP地址；

[0019] S4：连接实物设备与虚拟网络构成虚实融合的网络。

[0020] 所述的OVS虚拟交换机由各个功能不同的网桥构成，其中br-tun负责隧道通信，

br-ex负责和实物网络通信，br-int负责发送数据包到各个虚拟机或网桥。

[0021] 所述的自主开发的虚拟路由器是指用Linux系统镜像创建的虚拟云主机，该虚拟

云主机不作为数据包收发的源主机和目的主机，而是作为路由器用来转发数据包从而使不

同的虚拟网络中的虚拟机能够互相通信。

[0022] 所述的基本OpenStack架构是指只有一个网络节点且每个网络节点只有一个连接

外网的网卡的架构；

[0023] 所述连接外网的网卡为网络节点与实物网络相连的网卡。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5] 1、虚实网络融合，避免了网络模拟技术和网络仿真技术在逼真度和规模上的缺

点，也避免了实物测试床成本高、可用性差的缺点；

[0026] 2、实物网络可根据需要选择任意的虚拟网络进行连接，实物机只需更改自身的IP

地址就可以连接至任意虚拟网络，整个网络环境可灵活配置；

[0027] 3、构建的虚实融合的网络在进行通信时，跳过了NAT地址转换，整个通信过程透

明，提升虚实网络融合仿真的逼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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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一种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法的流程图；

[0029] 图2为脚本自动配置流表规则流程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实例所使用的网络拓扑图；

[0031] 图4为验证透明性的结果示意图；

[0032] 图5为构建的虚实网络的数据包流向图；

[0033] 图6为实物机通过网络节点和虚拟路由器联通虚拟机的拓扑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描述。

[0035] 本实施方式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技术方案如下：

[0036] S1：搭建OpenStack云计算平台基本环境，其中虚拟交换机使用OVS，各节点之间的

通信采用Gre方式，且网络节点应与控制节点独立开来，独立出来的网络节点将作为虚实互

联服务器，搭建好的环境包括一个控制节点、一个网络节点和若干个计算节点；

[0037] S2：构建目标虚拟网络，该虚拟网络包括OpenStack虚拟云主机，Open  vSwitch虚

拟交换机，以及自主开发的虚拟路由器，舍弃OpenStack自带的虚拟路由器；

[0038] S3：运行自主用python编写的流表配置脚本，该脚本的功能使数据包在网络节点

内跳过router  namespace，从而避免地址转换，实现数据包传输透明，流表配置的流程图如

图2所示，其详细的配置过程是：

[0039] (1)远程查询控制节点的neutron数据库；

[0040] (2)如果数据库中存在flowInfo表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否则建立该表，并在本网络

节点OVS中br-ex上添加流表，使所有虚拟网络进入的流量被发送到实物网络；

[0041] (3)使用内连接查询，查询数据库的ports表和subnets表，并与flowInfo表中的数

据对比，查找flowInfo表里未记录的网络的IP地址、id和其对应的DHCP接口的名字，如果找

到，进入下一步，否则直接进入(7)；

[0042] (4)根据上一步得到的接口名字查询本网络节点的ovs-db，找到该接口，得到其所

在网络的vlan  tag；

[0043] (5)将网络的id、IP地址和vlan  tag以及自定义的节点名称存入flowInfo表；

[0044] (6)根据得到的信息为每个网络在网络节点OVS中br-int建立两条流表规则，对应

于IP协议和ARP协议，这两条流表规则的功能是使所有从实物网络进来的流量都根据数据

包的源地址修改数据包的vlan  tag；其命令格式为“ovs-ofctl  add-flow  br-int  table＝

0,priority＝10,dl_type＝0x0800,in_port＝x,vlan_tci＝0x0000,nw_src＝y,actions

＝mod_vlan_vid:z,NORMAL”,其中x为br-int连接br-ex的接口的编号，dl_type指协议类

型，0x0800是IP协议，0x0806是ARP协议，nw_src为数据包源地址，将y更改为当前操作的网

络地址，z为vlan  tag；

[0045] (7)查询数据库中的subnets表，以网络的IP地址作为关键字获取flowInfo里该网

络节点存在而subnets里不存在的网络，得到这些网络的IP地址；

[0046] (8)从flowInfo表删除这些IP地址所在的行；

[0047] (9)根据(1)中得到的网络IP地址，在本网络节点上删除对应的流表规则，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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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为“ovs-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ip,nw_dst＝y”以及“ovs-

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port＝x,arp,arp_spa＝y”其中x为br-int连接

br-ex的接口的编号,y为网络的IP地址；

[0048] S4：连接实物设备与虚拟网络构成虚实融合的网络。

[0049] 上述技术方案，在步骤S1中，本实例中搭建的基本环境包括一个控制节点，一个网

络节点和两个计算节点，控制节点连接管理网的网卡IP地址为192.168.1.31，网络节点连

接管理网和隧道网的网卡的IP地址分别为192.168.1.11和10.0.0.11，计算节点1连接管理

网和隧道网的网卡的IP地址分别为192.168.1.21和10.0.0.21，计算节点2连接管理网和隧

道网的网卡的IP地址分别为192.168.1.22和10.0.0.22。

[0050] 上述技术方案，在步骤S2中，以建立3个网络为例说明，其IP地址分别为

192.168.100.0/24、172.18.146.0/24和10.10.1.0/24，建立了4台虚拟云主机VM1、VM2、VM3

和VM4，IP地址分别为192.168.100.3、192.168.100.4、172.18.146.3和172.18.146.4。

[0051] 上述技术方案，在步骤S3中，结合本实施例建立的环境在网络节点运行脚本，具体

方法为：

[0052] 由于是搭建好环境后第一次运行脚本，所以会新建flowInfo表，并在br-ex上添加

一条放行所有流量的流表，其命令为：ovs-ofctl  add-flow  br-ex  priority＝9,in_port

＝2,actions＝strip_vlan ,NORMAL，意义是对所有从2号端口进入的流量执行去除vlan 

tag的操作并正常转发，在本实施例中，2号端口为br-ex连接br-int的端口；这样配置后，虚

拟网络发出的数据包就可以通过所有的网络节点到达实物设备。

[0053] 接下来配置br-int上的流表，因为192 .168 .100 .0/24、172 .18 .146 .0/24和

10.10.1.0/24三个网络都没有添加进flowInfo表，所以内连接查询获得三个网络的信息，

再查询本机ovs-db获得三个网络的vlan  tag，分别为2、3、4；然后把获得的相关信息和自定

义的节点名称一并存入flowInfo表，在本实施例中为网络节点自定义名称“Network1”；针

对IP协议为网络192.168.100.0/24添加流表的命令具体到本实施例应为：ovs-ofctl  add-

flow  br-int  table＝0 ,priority＝10 ,dl_type＝0x0800 ,in_port＝2 ,vlan_tci＝

0x0000,nw_src＝192.168.100.0/24,actions＝mod_vlan_vid:2,NORMAL，该条流表的意思

是对所有从2号端口进入的IP数据包执行修改vlan  tag为2的操作并正常转发，其中2号端

口在本实施例中对应br-int连接br-ex的接口；为其他协议和网络添加流表只需修改包括

协议类型、数据包源地址、vlan  tag在内的参数即可；配置工作完成后，由实物设备进入虚

拟网络的流量就可以被发送到目的虚拟机。

[0054] 被删除的网络的流表规则会被脚本删除，脚本以网络的IP地址作为关键字获取

flowInfo里该网络节点存在而subnets里不存在的网络，即查找被删除的网络；在本实施例

中删除网络10.10.1.0/24，脚本查询到该网络被删除后，首先从flowInfo表删除该网络所

在行，然后用命令从本网络节点删除对应的流表规则，命令为“ovs-ofctl  del-flows  br-

int  table＝0,in_port＝2,ip,nw_dst＝10.10.1.0/24”，该条命令为网络10.10.1.0/24删

除了针对IP协议的流表规则，接着用命令“ovs-ofctl  del-flows  br-int  table＝0,in_

port＝2 ,arp ,arp_spa＝10 .10 .1 .0/24”删除针对ARP协议的命令；至此，所有跟网络

10.10.1.0/24相关的流表信息全部删除完毕。

[0055] 上述技术方案中，在步骤S4中，把1台实物主机连接至网络节点连接外网的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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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机的IP地址可根据实验需求进行配置，需要实物机连接某个虚拟网络，只需把实物机

的IP地址配置成这个网络的IP即可。在本实施例中，实物机首先连接至192.168.100.0/24，

IP地址配置成192.168.100.100。

[0056] 构建好的虚实融合的网络的拓扑如图3所示，基于上述步骤构建的虚实融合的网

络可展开各种测试研究工作。

[0057] 基于本实施例，可展开但不限于以下测试工作：

[0058] (1)用IP地址为192.168.100 .100的实物机和同网络的虚拟机互相执行p  ing命

令，然后把实物机的IP地址更改为172.18.146.100再和同网络的虚拟机互相执行ping命

令，结果表明同一网络的实物机和虚拟机可以互相连通；

[0059] (2)在实物机上以VM1为目的地址使用traceroute命令，结果显示其路由路径确实

只有1跳，证明透明性，结果如图4所示，数据包流向图如图5所示；

[0060] (3)加入虚拟路由器后，属于不同网络的实物机和虚拟机可以通过虚拟路由器连

通，拓扑如图6所示，用traceroute命令查看路由条数，结果显示3跳，符合预期。

[0061]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出的虚实网络无缝融合的仿真方法可实现一个透明

的虚实融合的网络环境，解决了基于OpenStack平台的虚实互联环境中数据包传输不透明

的问题。

[0062] 上述具体实施方案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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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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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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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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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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