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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 提供了一 种 v x w o r k s 系统下

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包括：CFG子模

块，用于负责igmpsnooping协议的配置相关的操

作；TimerExpiry子模块，在该模块的状态机中有

两个端口集；Packet Process模块，该模块接收

IGMP报文，并根据报文类型做相应的处理；Event 

Handler模块，主要是对网络拓扑发生变化时的

响应；Igmpsnooping Operation模块，主要是对

交换芯片和vxworks操作系统的内部操作。本发

明在vxworks下实现igmpsnooping协议后，可以

广泛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天等领域，比

linux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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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CFG配置子模块，用于负责igmpsnooping协议的配置相关的操作；

TimerExpiry定时器超时子模块，在该模块的状态机中有两个端口集；一组为IP组地址

端口集：这个端口集记录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该IP组地址成员主机；另一组为

组播路由器端口集：这个端口集记录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组播路由器；该模块

的主要功能为更新这两个集的时间戳，如果有超时的端口及时从组播组中删除；

Packet  Process包处理模块，该模块接收IGMP报文，并根据报文类型做相应的处理；

Event  Handler事件处理模块，主要是对网络拓扑发生变化时的响应；

Igmpsnooping  Operation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操作模块，主要是对交换芯片和

vxworks操作系统的内部操作，以便可以向端口转发或组播流可以转发到指定的端口上；

Packet  Process包处理模块接收IGMP报文，并根据报文类型做相应的处理：先判断是

否是igmpsnooping协议报文，如果不是则转发到VLAN的所有端口上；如果是则根据包的类

型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收到report报文，那么建立组播组，完成IP地址到MAC地址的映射，

转换映射关系，将同一MAC地址的IP组播端口集，合并为一张MAC组地址端口集；如果组播组

更新存在时间戳，如果不存在，建立时间戳并启动老化定时器；如果收到Genery  query报

文，交换机将其通过VLAN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其它所有端口转发出去，并对该报文的接收

端口做处理：如果在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已包含动态路由器端口，则重置老化定时器；如果在

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尚未包含动态路由器端口，则将其添加到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并启动老

化定时器；

Event  Handler事件处理模块包括：当网络拓扑变化的时候，IGMP组信息也有改变，当

组播路由器关机时，它所连接的端口就要从组播路由器端口集中删除，由于所有的组播

VLAN都包含所有组播路由器端口，所以有可能出现许多组播VLAN所包含的端口中也减去了

这个端口，如果不能及时更新VLAN，那么组播数据包还是会从这个不应该转发的端口转发；

当某个VLAN下加入或删除端口或trunk组下加入或删除端口，都需要通知igmpsnooping协

议以便做出及时的响应；

TimerExpiry定时器超时子模块包括功能为定时发送Genery  query普通查询报文和G-

S  query特定组查询报文；交换机会每隔一定的时间发送Genery  query报文以便确定该组

中成员端口是否存在；在此状态下一旦收IGMP报告报文或者经过了一个报告间隔时间就再

次进入禁止转发IGMP报告状态；一个报告间隔时间内最多只转发一个IGMP报告报文，从而

避免了交换机处理多个冗余IGMP报告报文；当在端点发送leave报文时，交换机会向指定端

口发送G-S  query报文；

所述TimerExpiry子模块定时发送Genery  query报文和G-S  query报文；

igmpsnooping是在交换机中监听组播IGMP消息report和query报文，为每一个组播MAC

地址建立一个VLAN虚拟局域网，从而建立router路由端口和host的组播mac  address 

table地址表；这些端口即为组播数据包应该转发的端口组，它们在一起组成组播VLAN的端

口集；协议将维护这个端口集；当转发组播数据包时，组播数据包只在它所在的组播VLAN端

口上转发而不会广播到不需要组播的端口，从而节约了带宽；在以太网交换机完成IGMP互

联网组管理协议代理的功能,过滤掉不必要的IGMP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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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现系统，具体地，涉及一种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

实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用户对交流质量日益苛求，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呈现直线上升趋势。用户的需求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语音、数据通信，集语音、数据、

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视频通信时代已经来临。传统以太网交换机处理组播数据包时只是简

单地在每个端口上进行广播,这种方式使得组播包洪泛到并不支持组播的网络,这样的网

络比较多的时候则会造成带宽极大的浪费。在商用的以太网交换机上，大部分采用了linux

操作系统。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在linux操作系统的以太网交换机上实现了igmpsnooping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snooping，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协议，并且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0003] V x w o r k s操作系统是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R T O S ，R e a l - T i m e 

OperatingSystem)，是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以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

性被广泛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天等高精尖及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中。所以在以太

网交换机上的vxworks操作系统实现igmpsnooping协议也是迫切需求。

[0004] igmpsnooping是在交换机中监听组播IGMP消息(report和query报文)，为每一个

组播MAC地址建立一个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从而建立router

(路由)端口和host的组播mac  address  table(地址表)。这些端口即为组播数据包应该转

发的端口组，它们在一起组成组播VLAN的端口集。协议将维护这个端口集。当转发组播数据

包时，组播数据包只在它所在的组播VLAN端口上转发而不会广播到不需要组播的端口，从

而节约了带宽；在以太网交换机完成IGMP(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互联网

组管理协议)代理的功能,过滤掉不必要的IGMP消息,防止了“IGMP报告风暴”。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

协议的实现系统，其在vxworks下实现igmpsnooping协议后，可以广泛应用在通信、军事、航

空、航天等领域，比linux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000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7] CFG子模块，用于负责igmpsnooping协议的配置相关的操作；

[0008] TimerExpiry子模块，在该模块的状态机中有两个端口集；一组为IP组地址端口

集：这个端口集记录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该IP组地址成员主机；另一组为组播

路由器端口集：这个端口集记录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组播路由器；该模块的主

要功能为更新这两个集的时间戳，如果有超时的端口及时从组播组中删除；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8111323 B

3



[0009] Packet  Process模块，该模块接收IGMP报文，并根据报文类型做相应的处理；

[0010] Event  Handler模块，主要是对网络拓扑发生变化时的响应；

[0011] Igmpsnooping  Operation模块，主要是对交换芯片和vxworks操作系统的内部操

作，以便可以向端口转发或组播流可以转发到指定的端口上。

[0012] 优选地，所述TimerExpiry子模块定时发送Genery  query、报文和G-S  query、报

文。

[0013] 优选地，所述接收到报文后，先判断是否是igmpsnooping协议报文，如果不是则转

发到该VLAN的所有其他端口上；如果是则根据包的类型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收到report

报文，那么建立组播组，完成IP地址到MAC地址的映射，转换关系将映射为同一MAC地址的IP

组播端口集合并为一张MAC组地址端口集；如果组播组存在更新时间戳，如果不存在，建立

时间戳并开始老化；如果收到leave报文，将该报文转发到所有router端口上；并检查组播

组中是否有该组的成员端口，如果有则向成员端口发送G-S  query，并将该组播组的成员端

口的时间戳重置；如果没有，则返回；如果收到query报文，交换机将其通过VLAN内除接收端

口以外的其它所有端口转发出去，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处理：如果在路由器端口列表

中已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如果在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尚未包含该

动态路由器端口，则将其添加到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组播组”是一个用IP组播地址进

行标识的接收者集合，主机通过加入某组播组成为该组播组的成员，从而可以接收发往该

组播组的组播数据。组播源通常不需要加入组播组。信息的发送者称为“组播源”，一个组播

源可以同时向多个组播组发送信息，多个组播源也可以同时向一个组播组发送信息。所有

加入某组播组的主机便成为该组播组的成员，组播组中的成员是动态的，主机可以在任何

时刻加入或离开组播组。组播组成员可以广泛地分布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实现

igmpsnooping协议提高效率：减轻信息源服务器和网络设备CPU的负荷；优化性能：减少冗

余流量；分布式应用：使用最少的网络资源实现点到多点应用。相比单播来说，组播的优势

在于：由于被传递的信息在距信息源尽可能远的网络节点才开始被复制和分发，所以用户

的增加不会导致信息源负载的加重以及网络资源消耗的显著增加。相比广播来说，组播的

优势在于：由于被传递的信息只会发送给需要该信息的接收者，所以不会造成网络资源的

浪费，并能提高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另外，广播只能在同一网段中进行，而组播可以实现跨

网段的传输。在vxworks下实现igmpsnooping协议后，可以广泛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

天等领域，比linux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附图说明

[0015]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6] 图1为本发明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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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vxworks系统下igmpsnooping协议的实现系统包括：

[0019] CFG(Configuration，配置)子模块，用于负责igmpsnooping协议的配置相关的操

作。例如配置igmpsnooping协议使能状态，发送query报文的时间间隔，router端口的老化

时间等。

[0020] TimerExpiry(定时器超时)子模块，在该模块的状态机中有两个端口集。一组为IP

组地址端口集(IP  group  port  table)：这个端口集记录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

该IP组地址成员主机。另一组为组播路由器端口集(Route  port  table)：这个端口集记录

的端口所连接网络中至少有一个组播路由器。该模块的主要功能为更新这两个集的时间

戳，如果有超时的端口及时从组播组中删除。

[0021] 该子模块另外一个功能为定时发送Genery  query(普通查询)报文和G-S  query

(Group-Specific  query，特定组查询)报文。交换机会每隔一定的时间发送Genery  query

报文以便确定该组中成员端口是否存在。在此状态下一旦收IGMP报告报文或者经过了一个

报告间隔时间就再次进入禁止转发IGMP报告状态。也就是说一个报告间隔时间内最多只转

发一个IGMP报告报文，从而避免了交换机处理多个冗余IGMP报告报文。当在端点发送leave

报文时，交换机会向指定端口发送G-S  query报文。

[0022] Packet  Process(包处理)模块，该模块接收IGMP报文，并根据报文类型做相应的

处理。首先接收到报文后，先判断是否是igmpsnooping协议报文，如果不是则转发到该VLAN

的所有其他端口上；如果是则根据包的类型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收到report(报告)报文，

那么建立组播组，完成IP地址到MAC(Media  Access  Control，媒体访问控制子层协议，该协

议位于OSI七层协议中数据链路层的下半部分，主要负责控制与连接物理层的物理介质)地

址的映射，转换关系将映射为同一MAC地址的IP组播端口集合并为一张MAC组地址端口集。

如果组播组存在更新时间戳，如果不存在，建立时间戳并开始老化。如果收到leave报文，将

该报文转发到所有router端口上。并检查组播组中是否有该组的成员端口，如果有则向成

员端口发送G-S  query(Group-Specific  query，特定组查询)，并将该组播组的成员端口的

时间戳重置。如果没有，则返回。如果收到query(查询)报文，交换机将其通过VLAN内除接收

端口以外的其它所有端口转发出去，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处理：如果在路由器端口列

表中已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如果在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尚未包含

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将其添加到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0023] Event  Handler(事件处理)模块，主要是对网络拓扑发生变化时的响应。当网络拓

扑变化的时候，IGMP组信息可能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例如，当某组播路由器关机时，它所连

接的端口就要从组播路由器端口集中删除。由于所有的组播VLAN都包含所有组播路由器端

口，所以有可能出现许多组播VLAN所包含的端口中也减去了这个端口，如果不能及时更新

VLAN，那么组播数据包还是会从这个不应该转发的端口转发。再如，当某个VLAN下加入或删

除端口或trunk组下加入或删除端口，都需要通知igmpsnooping协议以便做出及时的响应。

[0024] Igmpsnooping  Operation(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操作)模块，主要是对交换芯片

和vxworks操作系统的内部操作，以便可以向端口转发或组播流可以转发到指定的端口上。

[0025]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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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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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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