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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点检测 隧道 的告警情 况 ，并 新 前 的隧道 负 method and a device for sharing tunnel load. The

荷分 组 if 息 中有 效隧逬 的信息 ，其 中，隧逬 ft 荷分 S 102 method comprises: a network node detecting an

担组信息 足 由平 台协 议模块 发送给 网络 点 的 alarm condition of a tunnel, and updating effect
ive tunnel information in current tunnel load shar
ing group information, the tunnel load sharing
group information being sent t o the network node

络节 点将更新后 的有效 隧道 的信息 发送给 络节 点
S 04 by a platform protocol module; and the network

中的转发芯 片，其 中，转发芯 片根据 信 , 选择 打效 隧 node sending the updated effective tunnel inform
道对业 务流量进行 负载 均衡 ation to a forwarding chip in the network node, so

that the forwarding chip selects, according t o the

图 1 I Fig. information, an effective tunnel t o perform load
balancing of service traffic. The present invention

S 02 A NETWORK NODE DETECTING A N ALARM CONDITION solves a problem of slow service convergence
O F A TUNNEL, AND UPDATE EFFECTIVE TUNNEL when a forwarding failure occurs in a tunnel in a
INFORMATION IN CURRENT TUNNEL LOAD SHARING tunnel load sharing group in the prior art, and
GROUP INFORMATION, THE TUNNEL LOAD SHARING achieves quick service convergence, thereby im
GROUP INFORMATION BEING SENT T O THE NETWORK proving forwarding performance of a network
NODE BY A PLATFORM PROTOCOL MODULE node.
S104 THE NETWORK NODE SENDS THE UPDATED
EFFECTIVE TUNNEL INFORMATION TO A FORWARDING (57) 摘要 : 本 发 明提 供 了一种 隧道 负荷 分担
CHIP IN THE NETWORK NODE, SO THAT THE FORWARDING 方 法 及 装 置 ，其 中 ，该方 法 包 括 ： 网络 节
CHIP SELECTS, ACCORDING T O THE INFORMATION, A N
EFFECTIVE TUNNEL T O PERFORM LOAD BALANCING O F

点检 测 隧道 的告 警情 况 ，并更 新 当前 的 隧

SERVICE TRAFFIC 道 负荷 分 担 组 信 息 中有 效 隧道 的信 息 ，其
中 ，隧道 负荷 分 担 组 信 息是 由平 台协 议 模
块 发 送 给 网络 节 点 的 ； 网络 节 点将 更 新 后

的有 效 隧道 的信 息发 送 给 网络 节 点 中的转发 芯 片 ，其 中，转 发 芯片根 据信 息选择 有 效 隧道对 业务 流 量进 行 负载
均衡 。本 发 明解 决 了相 关技 术 中在 隧道 负荷 分 担组 中的隧道 出现转 发 失效 时 ，业 务 收敛速度 慢 的 问题 ，从 而 实
现 了业 务 的快速 收敛 ，提 高 了网络 节 点 的转发性 能 。



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在计算机数据通讯领域，尤其是数据承载网，隧道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而负荷

分担是一种在网络节点设备上，在多条链路上进行负载均衡的策略和方法。当分组报

文处理节点发现被转发的报文可 以通过多条路径 向外转发时，如何合理地选择一条路

径，使得网络节点达到较高的转发性能或者满足一定的转发需求，这是负荷分担需要

解决的问题。本 申请所指的隧道负荷分担，是在网络节点设备上，业务流量在多条隧

道上进行负载均衡的一种策略和方法。

隧道负荷分担组 目前有 2 种形成方式，一种是由路 由协议计算出多条隧道出口形

成，另外一种是静态绑定若干条隧道形成，当隧道负荷分担组中一条或多条隧道转发

路径失效时，上述 2 种方式形成的负荷分担组都需要依赖于协议感知，然后，通知转

发芯片重新选择有效路径来进行收敛，通过该隧道负荷分担技术，无论是在集中式设

备还是分布式设备上，做到 50ms 内收敛都是非常困难的。在相关隧道负荷分担技术

中，由于需要协议感知隧道转发失效，然后再通知转发芯片重新选择有效路径来进行

收敛，因此，存在业务收敛速度慢，转发性能低的缺陷。

针对相关技术中上述至少之一的问题， 目前 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及装置，以至少解决相关技术中在隧

道负荷分担组中的隧道出现转发失效时，业务收敛速度慢的问题。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包括：网络节点

检测隧道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的信息，其中，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由平台协议模块发送给网络节点的；网络节点将更新后的有效

隧道的信息发送给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其中，转发芯片根据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

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优选地 ，在 网络节 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前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方法还包括：网络节点在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道 的两端配置快速检测模块 ，快速检测模块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

有效，并在检测到快速检测模块所在 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

优选地 ，在 网络节 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前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方法还包括：网络节点通过 以下方式在 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上对 网络节 点的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网络节点根

据获取 的其他 网络节点上隧道 的环 回口地址 ，通过路 由协议运算 出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从网络节点到其他 网络节点允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将运算结果发送给转发

芯片；网络节点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静态选择 由网络节点到其他 网络节点允

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将选择结果发送给转发芯片 。

优选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

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在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网络节点更新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网络节点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网络节

点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

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在隧道属于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有效转发的情况下，网络节

点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隧道 的信息，并在 当前隧道负

荷分担组信息中将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在 网络节 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后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方法还包括：网络节点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

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

到隧道产生告警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优选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

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在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的情况下，网络节点更

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网络节点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网络节

点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

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告警消失的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



在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

状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 ，网络节点将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信息添加到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并在 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将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

转发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在 网络节 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后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方法还包括：网络节点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

送 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

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失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隧道负荷分担装置，包括：更新模块 ，

设置为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其 中，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给 网络节点的；发送模块 ，设置为

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其 中，转发芯片根据信息

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

优选地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快速检测模块 ，配置于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道 的两端 ，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有效，并在检测到快速检测模

块所在 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

优选地 ，更新模块包括：第一更新单元，设置为在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

下，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第一更新单元包括：第一判断子单元，设置为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

道号查询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 ，判断隧道是否

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第一更新子单元，设置为在 隧道属于当前 隧

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有效转发的情况下 ，从当前隧道负

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隧道 的信息，并在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将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第一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收平 台协议模

块发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 台协议模块

检测到隧道产生告警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优选地 ，更新模块包括：第二更新单元，设置为在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

的情况下，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第二更新单元包括：第二判断子单元，设置为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隧

道号查询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告警

消失的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第二更新子单元，设置为在

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

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将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信息添加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并在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将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

改为有效转发，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优选地 ，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第二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收平 台协议模

块发送 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 台协议模块

检测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失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 ，来及时地更新当前 的隧

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该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给 网络节点的，例如，在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

下，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到该隧道产生的告警 ，并将该告警 的隧道从有效隧道 中删除，

以及时地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然后 ，将更新后 的有效

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所述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由转发芯片根据上述信息选择有效隧

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避免 了由协议感知到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后 ，网络节 点才

能重新选择有效隧道进行业务收敛 的情况，实现 了业务的快速收敛 ，从而提高网络节

点的转发性能。

附图说明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 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

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中 -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隧道负荷分担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隧道负荷分担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另一种隧道负荷分担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更新模块 的结构框 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又一种隧道负荷分担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隧道负荷分担应用场景的示意图;

图 7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的流程 图；以及

图 8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

情况下，本 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

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如图 1 所示，该隧道负荷分担方法包括

步骤 S102 至步骤 S104 。

步骤 S102: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的信息，其中，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台协议模块发送给网络节点的。

步骤 S104: 网络节点将更新后的有效隧道的信息发送给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

其中，转发芯片根据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

通过上述步骤，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隧道的告警情况，来及时地更新当前的隧道负

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该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台协议模块发送给 网

络节点的，例如，在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

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到该隧道产生的告警，并将该告警的隧道从有效隧道中删除，以及

时地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的信息，然后，将更新后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所述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由转发芯片根据上述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

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避免了由协议感知到隧道出现转发失效后，网络节点才能重

新选择有效隧道进行业务收敛的情况，实现 了业务的快速收敛，从而提高了网络节点

的转发性能。

为了及时检测到每条隧道的有效情况，有效提高网络节点的业务收敛速度 ，在本

优选实施例中，在网络节点检测隧道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中有效隧道的信息之前，上述网络节点在上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

道的两端配置快速检测模块，该快速检测模块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有效，并在检测到

快速检测模块所在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因此，网络节点可

以通过快速检测模块实时检测每一条隧道的有效情况，并在隧道出现转发失效时，及

时检测到并产生告警信号，以使得网络节点可 以迅速地重新选择有效隧道进行业务收

敛，以便有效地提高网络节点的业务收敛速度 。



为 了通过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来对上述 网络节点的业务流量进

行负载均衡 ，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可 以通过 以下方式来实现 ，例如，在上述 网络节 点

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前 ，上

述 网络节点根据获取 的其他 网络节点上隧道 的环 回口地址，通过路 由协议运算 出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从上述 网络节点到其他 网络节点允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

将运算结果发送给上述转发芯片；上述 网络节点从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静

态选择 由上述 网络节点到上述其他 网络节点允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将选择结果发送

给转发芯片 。

为 了实时更新转发芯片的有效隧道信息，有效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

选实施例 中，上述 网络节 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在上述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该网络节

点更新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实现 了在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

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可 以及时更新该网络节点的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

隧道 的信息，以便实时地更新转发芯片上有效隧道 的信息，使得转发芯片可 以准确地 、

有效地重新选择有效隧道来快速地收敛业务，从而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

为 了快速地完成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在本优选实

施例 中，可 以通过 以下步骤来实现 ，例如，上述 网络节点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

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 ：上述 网络节点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 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上述隧道是否属于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在上述 隧道属于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的隧道 ，且上述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有效转发 的情况下，上述 网络节点从上述 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上述隧道 的信息，并在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将上述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完成更新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通过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来查询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的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来判断是否需要跟新上述前隧道负

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以提高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的效率 。

为 了有效地 、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在上述 网络节点检测 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

隧道 的信息之后 ，该网络节点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该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上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隧道产生告警后 ，重新生

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即在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进 行



慢速收敛 ，重新生成新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发送给 网络节点，来更新网络节点上 的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以更新上述 网络节点发送给转发芯片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

为 了满足不 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上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

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在上述 网络节 点

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的情况下，该 网络节点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实现 了在上述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可 以及 时

更新该网络节点的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以便实时地更新转发

芯片上有效隧道 的信息，使得转发芯片可 以准确地 、有效地重新选择有效隧道来快速

地收敛业务，从而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

为 了有效地 、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上述 网络节点更新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上述 网

络节点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

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 ，判断上述告警消失的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

息中的隧道 ；在该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该告警

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上述 网络节点将该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信

息添加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并在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将上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再次完成更新当前 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为 了有效地 、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在上述 网络节点检测 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

隧道 的信息之后 ，上述 网络节点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其 中，该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上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失后 ，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即在上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失的

情况下，进行慢速收敛 ，重新生成新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发送给 网络节点，来更新

网络节点上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以更新上述 网络节点发送给转发芯片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

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提供 了一种隧道负荷分担装置，如 图 2 所示，该隧道负荷分

担装置包括：更新模块 202 ，设置为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其 中，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给 网

络节点的；发送模块 204 ，连接至更新模块 202 ，设置为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

送给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其 中，转发芯片根据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

负载均衡 。



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更新模块 202 可 以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来及时地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该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

发送给 网络节点的，例如 ，在上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 的

情况下，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到该隧道产生的告警 ，并将该告警 的隧道从有效隧道 中删

除，以及时地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然后 ，发送模块 204

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片，由转发芯片根据上述信息

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避免 了由协议感知到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后 ，

网络节点才能重新选择有效隧道进行业务收敛 的情况，实现 了业务的快速收敛 ，从而

提高了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

为 了及时检测到每条隧道 的有效情况 ，有效提高网络节 点的业务收敛速度 ，在本

优选实施例 中，如 图 3 所示，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快速检测模块 206 ，配

置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道 的两端 ，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有效，并

在检测到快速检测模块所在 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

为 了实时更新转发芯片的有效隧道信息，有效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

选实施例 中，如 图 4 所示，上述更新模块 202 包括：第一更新单元 2022 ，设置为在检

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更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为 了快速地完成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在本优选实

施例 中，可 以通过 以下步骤来实现 ，例如，如 图 4 所示，上述第一更新单元 2022 包括：

第一判断子单元 402 ，设置为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中的隧道 ；第一更新子单元 404 ，连接至第一判断子单元 402 ，设置为在隧道属于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有效转发的情况下，从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隧道 的信息，并在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中将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更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

息。

为 了有效地 、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如 图 5 所示，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第一接收模块 208 ，设置为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 台

协议模块检测到隧道产生告警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为了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如图 4 所示，上述更新模块

202 包括：第二更新单元 2024 ，设置为在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的情况下，更

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的信息。

为了有效地、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如图 4 所示，上述第二更新单元 2024 包括：第二判断子单元 406 ，设置为根据告

警消失的隧道的隧道号查询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

的关系，判断告警消失的隧道是否属于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第二更新

子单元 408 ，连接至第二判断子单元 406 ，设置为在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当前隧道负荷

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且告警消失的隧道的转发状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将告警消

失的隧道的信息添加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并在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将告警消失的隧道的转发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更新当前隧道负荷

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的信息。

为了有效地、合理地利用每条隧道来提高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如图 5 所示，上述隧道负荷分担装置还包括：第二接收模块 210 ，设置为接收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中，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平台

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的告警消失后，重新生成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以下结合附图对上述各个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地描述。

在本优选实施例中，上述网络节点以 PE 设备为例，来描述上述隧道负荷分担方

法，图 7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7 所示，该

流程包括步骤 S702 至步骤 S712 。

步骤 S702: 组建隧道负荷分担的场景。以图 6 所示的场景为例，其中有 2 台 PE

设备，PE1 、 PE2 ，有若干台 P 设备，也可 以没有 P 设备。在 PE1 和 PE2 之间建立几

条双 向隧道，隧道可 以是动态的 rsvp te 隧道，也可 以是静态的 tmpls 隧道。在每条隧

道首尾 2 端配置快速检测模块，如果是 rsvp-te 隧道，则可 以配置 tunnel bfd ，如果是

tmpls 隧道，可 以配置 tmp oam 。当然，这里只是举例说明，隧道类型不局限于 tmpls

隧道或者 rsvp te 隧道，本实施例对于其他类型隧道也适用。

步骤 S704: 在 PE1 上配置业务流量通过隧道负荷分担组 （相当于上述当前隧道负

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转发。业务可 以是 L2vpn 或者 13vpn 业务，将每条隧道接 口

化并参与路 由运算，通过路 由协议通告 PE2 上隧道的环回口地址 （假设为 a.b.c.d 隧道

的环回口地址）到 PE1 设备上，通过路 由协议运算，最终使得 PE1 上 a.b.c.d 这四条路

由出口走隧道负荷分担组。PE2 上配置同 PE1 。



步骤 S706: PE1 上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中的一条或多条隧道转发路径失效时，PE1

端的快速检测产生告警，PE1 在接收到告警后，PE1 根据产生告警的隧道的隧道号查

找隧道号和隧道负荷分担索引关系表，判断产生告警的隧道是否存在于 PE1 保存的某

个隧道负荷分担组表 （相当于上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且表中记录的隧道

转发状态是否有效转发状态，在上述隧道存在于 PE1 保存的某个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

且表中记录的上述隧道转发状态是有效转发状态的情况下，PE1 将产生告警的隧道从

隧道负荷分担组表有效条 目 （相当于上述有效隧道信息）中去掉，并整合隧道负荷分

担组表中所有有效隧道信息更新转发芯片。并将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上述隧道转发状

态修改为无效转发状态 。即 PE1 重新选择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有效的隧道，更新转发

芯片上的转发条 目，从而使 PE1 到 PE2 的业务流量在 50ms 内完成收敛 。

步骤 S708: 当平台协议模块收到快速检测模块发送的告警，进行慢速收敛，形成

新的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下发给 PE1 ，PE1 重新整合所有有效的隧道成员信息并将整合

的信息更新至转发芯片。

步骤 S710: 当 PE1 上的之前转发失效的隧道重新恢复转发，PE1 在接收到快速检

测模块发送的告警消失消息后，将上述隧道加入到隧道负荷分担组表 的有效隧道条 目

中，整合所有有效隧道信息并将整合的信息更新至转发芯片。并将隧道负荷分担组表

中上述隧道的转发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状态 。即 PE1 重新选择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所

有有效的隧道，并快速更新转发芯片上的转发条 目。

步骤 S712: 当平台协议模块收到快速检测模块发送的告警消失，进行慢速收敛，

形成新的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下发给 PE1 ，PE1 重新整合所有有效的隧道成员信息并将

整合的信息更新至转发芯片。

图 8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的流程 图，如图 8 所示，该

流程包括步骤 S802 至步骤 S818 。

步骤 S802: 根据平台协议模块下发的隧道负荷分担组数据 （相当于上述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网络节点保存所有成员隧道号和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对应关系，

并保存每条隧道成员的转发状态，并选择隧道负荷分担组中的所有有效隧道的信息下

发给转发芯片。在本步骤 中，网络节点接收到平台协议模块下发的隧道负荷分担组数

据后，上述网络节点配置该网络节点上的业务流量通过隧道负荷分担组中的隧道转发，

并在每一条隧道的首尾 2 端配置快速检测模块，来检测该隧道是否出现失效的情况，

并在检测到失效时，发出告警 。



步骤 S804: 网络节点判断是否收到快速检测模块的隧道告警，若是，则转至步骤

S806, 否则，转至步骤 S812 。

步骤 S806: 网络节点根据产生告警的隧道的隧道号查找隧道号和负荷分担索引关

系表，判断产生告警的隧道是否存在于该网络节点保存的某个隧道负荷分担组表 （相

当于上述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且表中记录的上述隧道的转发状态是否是有

效转发状态，如果上述隧道存在于上述网络节点保存的某个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且

表中记录的上述隧道转发状态是有效转发状态，则转至步骤 S808 ，否则，转至步骤

步骤 S808: 网络节点将产生告警的隧道从隧道负荷分担组表的有效条 目 （相当于

上述有效隧道信息）中去掉，整合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所有有效隧道的信息更新至转

发芯片。并将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上述隧道的转发状态修改为无效转发状态。

步骤 S810: 平台协议模块收到快速检测模块的隧道告警，进行慢速收敛，形成新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下发给网络节点，转至步骤 S802 。

步骤 S812: 网络节点判断是否收到隧道快速检测模块发送的隧道告警消失的消

息，若是，则转至步骤 S814 ，否则，则转至步骤 S804 。

步骤 S814: 网络节点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的隧道号查找隧道号和负荷分担组索引

关系表，判断告警消失的隧道是否存在于网络节点保存的某个隧道负荷分担组中，并

且表中记录的隧道转发状态是否是无效转发状态，若是，则转至步骤 S816 ，否则，转

至步骤 S804 。

步骤 S816: 网络节点将这条告警消失的隧道加入到隧道负荷分担组表的有效隧道

条 目中，整合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中所有有效隧道的信息更新至转发芯片。并将隧道负

荷分担组表中这条隧道的转发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状态。

步骤 S818: 平台协议模块收到隧道快速检测模块发送的告警消失的消息，进行慢

速收敛，形成新的隧道负荷分担组表下发给网络节点，转至步骤 S802 。

从 以上的描述中，可 以看出，本优选实施例实现了如下技术效果：网络节点可 以

检测隧道的告警情况，来及时地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的信息，

该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台协议模块发送给网络节点的，例如，在上述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网络节点可 以检测到该隧道产生的

告警，并将该告警的隧道从有效隧道中删除，以及时地更新当前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



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然后 ，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所述 网络节点中的转

发芯片，由转发芯片根据上述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避免 了由

协议感知到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后 ，网络节点才能重新选择有效隧道进行业务收敛 的情

况，实现 了业务的快速收敛 ，从而提高了网络节点的转发性能。

显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 的本发明实施例 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 以

用通用 的计算装置来实现 ，它们可 以集 中在单个 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

装置所组成 的网络上，可选地 ，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 的程序代码来实现 ，从而，

可 以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可 以以不 同于

此处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 的步骤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

者将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这样 ，本发明实施例

不限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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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1. 一种隧道负荷分担方法 ，包括：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

隧道 的信息，其 中，所述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给所述 网

络节点的；

所述 网络节点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所述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

片，其 中，所述转发芯片根据所述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

更新所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前 ，还包括：

所述 网络节点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道 的两端配置

快速检测模块 ，所述快速检测模块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有效，并在检测到所述

快速检测模块所在 的隧道 出现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

更新所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前 ，还包括：

所述 网络节点通过 以下方式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上

对所述 网络节点的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

所述 网络节点根据获取 的其他 网络节点上隧道 的环 回口地址，通过路 由协

议运算 出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从所述 网络节点到所述其他 网络节点

允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将运算结果发送给所述转发芯片；

所述 网络节点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静态选择 由所述 网络节点

到所述其他 网络节点允许选择 的有效隧道 ，并将选择结果发送给所述转发芯片 。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3 中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

警情况，并更新所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

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所述 网络节点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节点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



所述 网络节点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

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所述隧道是否属于所述 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

在所述隧道属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所述隧道 的转

发状态为有效转发的情况下，所述 网络节点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所述隧道 的信息，并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将所述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有效隧道 的信息。

6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

更新所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后 ，还包括：

所述 网络节点接收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所述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所述隧道产生告

警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7 .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3 中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

警情况，并更新所述 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

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的情况下，所述 网络节点更

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节点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

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包括 -

所述 网络节点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

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是否属

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

在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所

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所述 网络节点将所述告警

消失的隧道 的信息添加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

并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将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

有效转发，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9 .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 网络节点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

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之后 ，还包括：



所述 网络节点接收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其

中，所述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

失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10. 一种隧道负荷分担装置，包括：

更新模块 ，设置为检测隧道 的告警情况，并更新当前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

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其 中，所述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 由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给所述 网络节点的；

发送模块 ，设置为将更新后 的有效隧道 的信息发送给 网络节点中的转发芯

片，其 中，所述转发芯片根据所述信息选择有效隧道对业务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

11.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快速检测模块 ，配置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每一条隧道 的两

端 ，设置为检测隧道是否有效，并在检测到所述快速检测模块所在 的隧道 出现

转发失效的情况下，产生告警信号。

12. 根据权利要求 10 或 11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更新模块包括：

第一更新单元，设置为在检测到有隧道产生告警 的情况下，更新所述 当前

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第一更新单元包括：

第一判断子单元，设置为根据产生告警 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所述隧道负荷

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所述 隧道是否属于所

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

第一更新子单元，设置为在所述隧道属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

的隧道 ，且所述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有效转发的情况下，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道信息中删除所述隧道 的信息，并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将所述隧道 的转发状态修改为失效转发，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第一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收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

信息，其 中，所述第一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所述隧

道产生告警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15. 根据权利要求 10 或 11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更新模块包括：

第二更新单元，设置为在检测到有隧道产生的告警消失的情况下，更新所

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第二更新单元包括：

第二判断子单元，设置为根据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隧道号查询所述 当前隧道

负荷分担组信息中隧道号与隧道负荷分担组索引的关系，判断所述告警消失的

隧道是否属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

第二更新子单元，设置为在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属于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

担组信息中的隧道 ，且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状态为失效转发的情况下，

将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信息添加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的有效隧

道信息中，并在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将所述告警消失的隧道 的转发

状态修改为有效转发，更新所述 当前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中有效隧道 的信息。

17.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第二接收模块 ，设置为接收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发送 的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

信息，其 中，所述第二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是所述平 台协议模块检测到有隧道

的告警消失后 ，重新生成 的隧道负荷分担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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