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黃利合作 釣所公布的匡阮申睛

(19) i 界 祺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7 年 月25 日(25.01.2007)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71) 申清人 (吋除美 囤 外 的所有指定 囤 ) : 半力技木
H04L 12/56 (2006 01) 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竿力恙部

(21) 回阮申清骨 亦公櫻
PCT/CN2006/001593 ,Guangdong 518129 (CN)

(22) 回阮申清日: 2006 年7月6 日(06 07 2006)

(72) 友明人;及
(25) 申清晤言. 中文 (75) 友明人I申清人 (伏吋美 囤 ) : 段小罕(DUAN, Xiao-

jun)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竿力恙
部亦公櫻 ,Guangdong 5 18129 (CN) 范衰源 (FAN,

(26) 公布晤言 : 中文 Lingyuan)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
竿力恙部亦公櫻 ,Guangdong 518129 (CN) 陳悅鵬

(30) 伉先杖 : (CHEN, Yuepeng)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尤崗
200510083966 7 匡圾 田竿力恙部亦公櫻 ,Guangdong 518129 (CN)

2005 年7 月 15 日(15 07 2005) C N 吳登超 (WU, Dengchao)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

[几鎂 頁 ]

(54) Title: A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TRANSMITTING SERVICE STREAM ON A VIRTUAL INTER
CHANGE SYSTEM

(54) 友明名林 神虛似交換系統中估輸仙各流的T 法及裝置

(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improving transmission reliability of
virtual interchange system Its key point is as follows when selecting service stream
path, the connection controlling layer selects more than two transmission paths s i

multaneously for the service stream and determines the primary path, once the pri

mary path is in failure condition, the bearing ability layer can switch service stream
to the alternate path automatically, thus failure restoring ability of the bearing ability
layer of V-Switch is achieved The invention reduces risk of service interruption,
improves reliability of private line service, and enhances stability of network run

ning The invention applies to network of any size, tends to realiz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57) 摘要

神提高虛捆交換 統中估瑜可靠性的方法及裝置 其夫鍵是，連接
控制居在迭捧並券流路往吋 同吋力止各流迭捧兩奈以上的佑偷路徑 井

硝定井碉定主用路往 主用路往故障忖，可以 由承載能力居 !功將並

芬流切換到各份路往上去承載， 而 現了 V-Switc 的承載能力居的故障

恢夏能力。 本友明減少 了並各中晰的凡險，提高了寺絨並各的可靠性，

增強 了同塔 行的穗定性。 本友明這用于任何規模的同絡 易于 現及堆

妒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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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虛捆交換系統申侍愉並各流的方法及裝置

技扣領域

本友明涉及同絡通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一神虛捆交換 系統中佑瑜止
芬流的方法及裝置。

背景技木

隨看 nternet 規模的不晰增大，各神各祥的同絡服各爭相涌現，先迸

的多媒休系統居出不究 。 由于多媒休止各占去了大量的帶寬，使現有 同絡

要保征的吳鍵止芬就稚以得到可靠的侍偷。 于是，各神QoS ( 服各原量 )

技木座送而生 。 基于門戶 的多神座用和服芬以及寬帶多媒休並各，包括力

普通住宅用戶提供半富的V deo ( 祝頻 ) /Aud o ( 音頻 ) 流、VOD (視頻

魚播 ) 、視頻組播、 多媒休交互、高帶寬需求的岡絡游哦 力商並用戶提
供祝頻舍伙、迅程教育、VPN ( 虛捆私有 同 ) 、具有QoS 保障的數搪舌域

等，成力寬帶送萱的重要內容。

針吋速些商並用戶 ，提出了V-Sw tch ( 虛交換 ) 、 L2TP ( 二居隧道

切汶 ) 、 MPLS 多切汶杯答交換 ) 等多神方式的VPN/VPDN 虛捆拔青
舌同 ) 寺域方案 。 其中V-Swtch 技木主要用于組建穗定、 宴用 、努弄的返

管級城域以太岡，可以 奕現QoS 保征、 岡絡安全保妒、屯信級的岡絡維妒

和管理等功能，具各基于青碉的用戶管理、一定的移功性、止各升放管理

汁 費的集中管理等核 止芬管理能力，提供包抬智能二居流量稠度、 LAN

(局域同 ) 寺域 、 P流量規划等並奔和服各，它的出現填朴了目前的岡絡

在鈍二居能力上的不足。

如囤 1所示V-Swtch 休 系分力三居 V-Sw tch止各控制居，V-Swtch

連接控制居 ，V-Swtch 承載 能 力居 。 止各控制居完成並各的控制和
V-Swtch 寺域的注冊等等 連接控制居用于維妒DRE ( 數搪特友宴休 ) 中

交換資源，包拮改各、 端 口、健路、 VLAN ( 虛捆局域同 ) ，接受並各控
制居SCR ( 止各控制登 ) 的V-Sw tch建立晴求，力核V-Swtch 連接迭捧

止各流路徑，分配帶寬及VLAN ( 虛捆局域岡 ) 資源，井將控制信息下友
到並奔流鋒迪的DR三改各上 DRE赴于承載能力居，根搪達接控制居改置



的V A N交換表項，完威。吋以太同幀格式的止各流的特友。V A N交換表項

如下
參敬 參數說明

1 喘 □ 1 並各流特友端 口 ，如 GE /0/0

2 肌 d 並各流在端 口 1 上以太岡幀格式中攜帶的 V A D

喘 □ 2 止各流特友端 口 2 ，如 GE /0/ 1

4 v a d 2 止奔流在端 口 2 上以太岡幀格式中擄帶的 V A D

帶寬 止芬流帶寬限喘

． 上行最大帶寬 並芬流上行 ( 八端 口 1 接收，伙端 口 2 友送 ) 最大帶寬

5 ．2 下行最大帶寬 止芬流下行 ( 伙端 口 2 接收，伙端 口 1 友送 ) 最大帶寬

Q o 參數 止券流 o 參數要求

6 . 1 延返

6．2 延退 功

6．3 丟包率

妞以V A 交換表作力並各流特友的路由依搪。 止各數搪的特友
迪程描述如下 將端 口1中接收到 V A 的 的以太同幀友送到端 口2

的同吋將V A 的 特挾成V A 的 2 以及將端 口2 中接收到的V A

2的以太岡幀友送到端 口1的同吋將八山A 的 2特換成V A 的 。通

迂送神形式，在整介同絡可以建立一奈V A 的虛通道，核虛通道描迷力

[改各1，端 口 ，V A 的 ． 改各1，端 口2 ，V A 的 2 改
2 , 端 口3 , V A 一改各2，端 口1 , V A 。

上述止各數搪特友迂程申承載能力居本身沒有故障恢夏和制，一旦承

載能力居 之間的某余物理健路故障，V Sw C 舌域止各就舍拆除，

即占承載能力居栓測到虛通道狀怒失效吋，將芙閉連接，釋放所有受影晌

的資源，送祥舍尋致並各申晰，且降低了舌域並芬的可靠性。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提供一神虛捆交換 系 統中估瑜止券流的方法及裝置，以提高

虛拙交換 系統申侍偷的可靠性。

本友明的技木方案包括



一神虛拙交換 系統中侍瑜並芬流的方法，包括

連接控制房力並各流迭捧兩奈或兩奈以上等效侍瑜路往，硝定主用路

往，將包含主各用路往信息的路往迭捧消息下友給承載能力居的數搪特友
奕休 R且

趾迭捧主用路往侍瑜並芬流。

所迷力並各流迭捧等效侍愉路往的迪程力

連接控制居仇先迭捧 瑚序列不同的路徑作力等效估偷路徑，其次迭

所迷路往迭梓消息下友迪程具休包括 由連接控制居的 C將路往信
息通迪流映射命令的形式下友給 朋。

所述碉定主用路往的迂程包括
連接控制居根搪路徑中努迪 皿數的多 少硝定路徑仇先圾，指定一奈

鋒迂 皿少的最短路徑力主用路往，其余力各份路往。

核方法迭一步包括 根搪努迂 朋數的多 少硝定各份路往的仇先圾，

銓迂 朋敖少的各份路往仇先圾相吋較高。

核方法近包拮 在虛捆交換 系統 ，吋用于迸行止券佑瑜的主用路徑

和各份路往均迸行故障栓測 占碉定主用路往故障，且各份路徑正常吋，

將所迷的止券切換到各份路徑上迸行侍瑜 。

所述由主用路往切換到各份路徑迂程是，在元故障的各份路徑申根搪

所述路往切換迪程是由侍偷並各流的首尾 R 未友起，且吋連接控制

居透明。

核方法近包括 舀主用路往正常而各份路往故障吋，不切換止各的承

載，只是祀汞出現故障的各份路徑。

神虛捆交換 系統中侍瑜止券流的裝置，包括 連接控制居的估瑜路

往迭捧模泱，和承載能力居的數搪特友奕休 R ，其中，

所述侍瑜路往迭捧模泱，用于力並芬流迭捧兩奈或丙奈以上等效估瑜

路往，硝定主用路徑，將包含主各用路往信息的路往迭捧消息下友給承載

能力居的數搪特友奕休 R瓦



所述 朋迭捧主用路徑侍瑜止芬流。

核裝置迸一步包括 健路故障檢測模決和路徑切換模泱，其中，

所述健路故障栓測模坡，用于在虛捆交換 系統中，吋迸行並各侍瑜的

主用路徑和各份路往均迸行故障栓測 在硝定主用路往故障且各份路徑正
常吋，通知路往切換模坡執行切換操作 ; 在碉定主用路程正常而各份路往

故障吋，不切換並各的承載，只祝汞出現故障的各份路往

所述路徑切換模決，用于根搪接收到的切換通知，將所述的並各切換

到各份路徑上。

所述力並芬流迭捧等效佑瑜路往的迂程力

連接控制居仇先迭捧 朋序列不同的路往作力等效佑偷路往，其次迭

由上述本友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可以看比 本友明使承載能力居具各了

故障恢夏功能，占主用路徑上的 朋 之同的某桑物理健路友生故障吋，

利用各份路往和制快速切換止各到各份路徑上，提高了虛捆交換 系統中侍

偷的可靠性，減少 了寺域止各中斬凡險，提高了舌域並各的可靠性，且增

強 了岡絡返行的穗定性。 本友明迢用于任何規模的同絡，易于宴現，及維

妒管理 。

附團說明

囤 口力現有技木V-Swtch 休 系 架枸示意軋
囤2力根搪本友明一奕施例的承載能力居各份路往示意軋
因 3 力根搪本友明一奕施例的虛捆交換 系統申各份路徑操作流程因。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的核 思想是 連接控制居在迭捧止券流路往吋，同吋力並奔

流迭捧兩奈以上的佑瑜路往，井碉定其中一奈力主用路徑，其余力各份路
往，一旦主用路往故障吋，可以 由承載能力房 自功將並各流切換到各份路
往上去承載，叭而奕現V- w c 的承載能力居的故障恢夏能力。

園2所示力才財居本友明一宴施例的承載能力居各份路往示意 囤，囤3力

根搪本友明一奕施例的各份路往操作流程因，下面參照因2及園3吋本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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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偷止各流的迂程迭行說明。

因2、 3所示奕施例的V-Sw c 休 系 包括止奔控制居、達接控制居及承

載能力居，其中，並各控制居和連接控制居可以是一介物理宴休，也可以

是分升的兩介物理奕休 。 上述三居代表性宴休名妳分別力S CR ( -Sw c

並各控制宴休 、 VSC ( V- w ch連接控制宴休 ) 、 皿。 核虛捆交換 系

統中佑偷並各流的方法包括

步驟 10 V C力並各流迭捧兩奈或兩奈以上的等效路往

在承載能力居兩介 皿之間存在一奈或多奈健路，在每介健路中承載

至少一路V- w ch寺域並奔，每一路V-Sw ch舌域止各通迪特定的連接杯

祇符 匹分，每一路V-Sw ch舌域可以承載並券流數搪，承載能力居在友送

數搪前，首先由連接控制居 S C迭捧路往， S C在迭捧路往吋，如果是跨
域情形 ，需要均其它 S C共同切助完成路往的迭捧，最終同吋力止券流迭

捧丙奈或丙奈以上的等效路徑，井通迪流映射命令的形式下友給承載能力

居，由承載能力居根搪流映射信息祇別並芬流井迭行分流，以及按照下友
的路往迸行承載。 等效路徑之同是互力各份的夫 系 ，而且任何丙奈等效路
往之岡不能出現路徑上每一介 皿市魚和每一奈鏈路都相同的情況 。 速

梓，首先要保征不同路往上的 趾序列冬量不同，其次是 R 相同吋座核

保征 扭之間的健路不同。 具休方法是每一介 S C在迭路迪程中冬量迭梓
九相同 路往，其次是如果元法避兔 R 相同，那 么座核迭捧相同

妞之同不同的健路，例如，因2中的健路E和F就是兩奈不同的健路 即

仇先迭捍 瑚序列不同的路徑，其次迭捧口茁序列相同但物理健路不同的

路徑，但是不能出現兩奈路徑端到端全部健路重合。

牙 用上述原則，可以 奕現兩神情況下的故障恢夏方法 第一神是占主

用路徑上的某介口巴故障吋，可以切換到不努迂核 R 的各份路徑上去
第二神是如果DR 沒有故障，但是 瑚上的某介健路故障吋，可以切換到

核 R 的其他各份健路上迸行承載，如果沒有各份健路可迭，可以切換到

不努迂核 R 的各份路徑上去。

例如，參几囤2，假改連接控制居力用戶終端 1 □兀1 ) 到 正2之同的

舌域迭捧並券流路往，按照上迷迭路原則可以在初始 R 和終止 瑚6之



間同吋迭捧端到端的兩奈以上的路往，迷里奉例力兩余路往，第一奈力健
路B 、 、F 、 共4奈首尾相接而姐成一奈路徑，並各流努迪的D朗序列是
弋DR 、 R 2、D妞4 、 蛇 、 RE6> 第二奈力健路A 、C 、E、G 、匕
共6奈首尾相接而組成的一奈路往，並各流銓迂的 皿序列是 弋 妞 、

朋3 R 4 口茁5 R 7 R R 6>

步驟 1 1 硝定上迷所迭路往的仇先圾

迭捧完路往后，碉定路徑的仇先級 可根搪路往中努迂的 R 介數的
多 少 ，即路徑長短等因素碉定路徑仇先級 在連接控制居下友路徑迭捧消

息吋，指定一余 瑚數少的，即最短路往力主用路往，其余力各份路往

其中各份路徑中也可以 同桿根搪鋒迂的D朋數的多 少等因素硝定各份路
程的仇先圾，口妞數少的各份路徑仇先圾相吋較高，即路往最短仇先的原

則，上面的例子可以碉定第一奈路往的仇先圾比第二奈路往的仇先圾高。

步驟 12 下友所迭路往消息到承載能力屠
S C將上述路徑信息通迂流映射命令的形式下友給各 朋，所迷流映

射命令包括舍祐 、 流信息 、服各原量Qos 參效、流量描述符及核 R t

入端 口名、入虛捆局域岡V A 的 、 出端 口名、 出V A 的 VSC

友路程時指定第一奈路往力主用路徑，因力核路往所努迂的 朋數比第二
余少 ，路往相吋短，第二余力各份路往，連接控制居將核路往迭捧消息下

友到承載能力居的各介D皿上，保征核止各流可以有丙奈路往可以用柬承
載。 此吋，皿 和 2之間的並各流只在第一奈路往上承載 。

步驟 13 檢測健路故障，主用路往故障吋切換承載路徑

路往上的首尾丙介 扭周期性地友起端到端的健路栓測消息，如因2

中的丙奈路往的首尾丙介 朗 朋 和 咫6 需要周期性地栓測全路往的

通迷情況，是否有局部健路故障，一旦丙奈路往上的任何一奈健路故障，

則核健路首尾兩介 瑚能移 自功栓測到，井把核健路故障信息奕時通告給
周 園的 妞。 有吳健路故障栓測在止界已有多神奕現方法，其不是本友明

所岡迷的重魚，所以本友明吋此不再祥細說明。

如果是主用路往故障，而各份路程正常，則將主用 ( 第一奈 ) 路往切
換到各份 第二余 ) 路往上去，切換成功后各份路往成力主用路往，切換



友生前的主用路徑成力各份路徑，占各份路徑有多奈吋，根搪各份路往的

仇先圾未迭捧最仇的各份路往迸行切換，即迭捧仇先圾別 高的各份路往迸

行切換，所述路徑切換迪程是靠首尾D皿未友起切換的，吋連接控制居是
透明的，連接控制居不迸行干涉 如果主用路往正常而各份路往故障，則
只祀禾出現故障的各份路往，不切換止券的承載 占硝定主用路往故障吋，
如果沒有任何正常的各份路程，則青域拆除。 如此可知，在連接控制居下

友所迭路往消息吋， S C指定了主用路往，此吋主各份芙 系是砲吋的，但
是在 C初始下友的主用路往故障，切換到各份路往后，迭以后的主用路

往和各份路徑是相吋的，即 舀前承載止各的路往力主用，它也許不是最短

路往，而其它力各份路往也許力最短路往。 核路徑切換迪程吋連接控制居
可以是透明的，可以不通知連接控制居，但也可以通知連接控制居一介事

件，以便連接控制居和並各控制居做某神策略碉整。

綜上所迷，本友明宴現了V- W C 故障恢夏功能，利用連接控制居迭

路的吋候同吋迭捧丙奈以上的路往，井下友到承載能力居，承載能力居通

迂路徑仇先圾的高低迭捧仇先圾高的路往迸行承載，而且承載能力居通迪

健路栓測技木栓測健路故障，一旦健路故障造成主用路徑故障，則把止芬

切換到仇先級最高的各份路往上錐埃承載，迷祥加快了青域故障恢夏速
度，減少 了寺域止各中斬的凡險，提高了V-SW C 寺域止各的故障恢夏能

力，且核各份路徑技木迢用于任何規模的岡絡，易于宴現，及迸行維妒管

理 。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虛拙交換 系統中佑偷止券流的裝置，包抬 連接

往，碉定主用路徑，將包含主各用路往信息的路往迭捧消息下友給承載能

力居的數搪特友奕休 朋。 力止各流迭捧等效佑愉路往的迂程九 連接
控制居仇先迭捧 趾 序列不同的路往作力等效估瑜路往，其次迭捧 朋
序列相同但物理健路不同的路往作力等效侍偷路徑 。

上迷 朋迭捧主用路往侍瑜並各流。

本友明的裝置迸一步包括 健路故障栓測模坡和路往切換模決，其P ，



健路故障栓測模決，用于在虛似交換 系統叱 吋迸行並各侍瑜的主用

路往和各份路往均迸行故障栓測 在硝定主用路徑故障且各份路徑正常

吋，通知路徑切換模坡扶行切換操作 在硝定主用路往正常而各份路徑故
障吋，不切換並芬的承載，只祝汞出現故障的各份路往。

路往切換模泱，用于根搪接收到的切換通知，將所迷的並奔切換到各
份路往上。

至于主各用路往的碉定方法，主各用路往的仇先圾的硝定、路往的切
換迂程等，占前面方法部分的迪程完金一致，此赴不再贅述。

以上所述，仗力本友明較佳的具休宴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妒范園井

不局限于此，任何熟 悉本技木領域的技木人員 在本友明揭露的技木范 固

札 可鞋易想到的雯化或替換，都虛涵益在本友明的保拚范固之札 因此，



杖 利 要 求

1、一神虛拙交換 系統中佑愉止芬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達接控制居力並各流迭捧丙奈或兩奈以上等效估偷路往，硝定主用路

徑，將包含主各用路徑信息的路徑迭捧消息下友給承載能力居的數搪特友
宴休 R兄

R 迭捧主用路往估偷止奔流。

2、如校利要求 1所迷的虛捆交換 系統申侍瑜並各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迷力並各流迭捧等效估愉路徑的迪程力

達接控制居仇先迭捧 朋序列不同的路往作力等效侍瑜路往，其次迭

3 、如校利要求 1所述的虛捆交換 系統申估輸止奔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路徑迭捧消息下友迂程具休包括

由達接控制居的V-Sw ch連接控制 奕休 S C將路往信息通迂流映射

命令的形式下友給 妞。

4 、如杖利要求 1所述的虛捆交換 系統中佑瑜並芬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碉定主用路往的迪程 包括
連接控制居根搪路往中鋒迪 旺數的多 少硝定路往仇先圾，指定一奈

鋒迂 朋少的最短路往力主用路往，其余力各份路往。

5 、如枚利要求4所述的虛捆交換 系 統中侍瑜並各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核方法迸一步包括 根搪努迂 趾數的多 少碉定各份路往的仇先圾，

努迂D瑚數少的各份路往仇先圾相吋較高 。

6 、如校利要求 1至5任一項所迷的虛捆交換 系統中佑瑜並各流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核方法近包括
在虛抽交換 系統中，吋用于迸行並奔估瑜的主用路往和各份路往均迭

行故障栓測

占碉定主用路往故障，且各份路往正常忖，將所述的並奔切換到各份

路往上迸行估瑜 。

7、如枚利要求6所述的虛捆交換 系 統中侍愉止芬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由主用路徑切換到各份路往迪程是，在元故障的各份路往中根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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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枚利要求6或 7所述的虛捆交換 系 統中侍偷並各流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路徑切換迂程是由佑偷止芬流的首尾 瑚未友起，且吋連接
控制居透明。

9、如枚利要求6所迷的虛捆交換 系統中侍愉並券流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咳方法近包括

些 主用路徑正常而各份路往故障吋，不切換並各的承載，只是祝汞出

現故障的各份路徑。

10、一神虛捆交換 系 統 中侍偷並奔流的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連

接控制居的估瑜路徑迭捧模決，和承載能力居的數搪特友奕休 朋，其中，

所迷估偷路徑迭捧模泱，用于並各流迭捧丙余或丙奈以上等效佑愉路
往，碉定主用路徑，將 包含主各用路徑信息的路往迭捧消息下友給承載能

力房的數搪特友宴休

所述 R 迭捧主用路徑估偷並各流。

11、如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虛捆交換 系統中估愉並券流的裝置，其特

征在于，核裝置迸一步包括 健路故障檢測模決和路往切換模決，其申，

所述健路故障栓測模坡，用于在虛捆交換 系統中，吋迭行並芬估愉的

主用路往和各份路徑均迸行故障栓測 在碉定主用路程故障且各份路往正
常吋，通知路往切換模坡扶行切換操作 在硝定主用路程正常而各份路往

故障吋，不切換止各的承載，只祝禾出現故障的各份路往

所迷路徑切換模泱，用于根搪接收到的切換通知，將所迷的並各切換

到各份路徑上。

12、如枚利要求 10所迷的虛捆交換 系統中侍偷止券流的裝置，其特征

在于，所迷力止券流迭捧等效侍瑜路往的迂程力

達接控制居仇先迭捧 D皿 序列不同的路往作力等效侍瑜路往，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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