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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呵絡性能測試方法及改各

技
一
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岡絡通祝技木領域，特別涉及一神岡絡性能測試方法及

改各。

友明背景

隨看因特岡 ( e e ) 的 日益普及， e e 的用戶數量正在呈几何

圾數的起勢而速增 。 在「用戶數量增未的同吋，岡塔上承載的座用也在不

斬的增加，如基于視頻 ( de )、語音 ( o c )、數搪 ( d帥a ) 的座用等

等，八而 e e 上的並各流量也在迅速增未。送管商如何保征岡絡的正

常逗行、如何「保征重要客戶及重要座用的服芬履量等已成力用戶坪介逗

管商的重要因素。

力了保征囚絡的正常逗行，就需要了解岡絡逗行的宴阮狀況，就需

要吋岡絡的性能迸行准硝的測拭，以茨取七同絡逗行狀況有芙的岡絡性

能參數 ( 如 流量數搪等 )，而送些 岡絡性能參數最終將服芬于同塔工

程的各介方面 。

吋于 PV4 岡絡而言，已存在很多 岡絡測試休 系方案，可以將 Pv4同

所渭被功測試就是在同塔的一些夫鍵市魚放置一些流量監控伙器，

由速些監控伙器吋岡塔中的奕阮流量迭行采祥，根搪采用結果吋岡塔流

量的狀怒迸行分析，井才財居分析結果給出囚絡宴阮送行的狀況。

所褐主功測試就是在岡絡申注入測拭流量的數搪，根搪同絡申測試

效搪的晌座結果碉定岡塔狀怒參數，井碉定同塔宴阮返行的狀怒。

由于 Pv6 岡絡剛剛升始部署，很多 Pv6 岡絡近赴于拭醃什段。 所



以，Pv6 岡絡逐沒有友展出其舌用的岡絡性能測試方法，目前的 Pv6

同絡中的岡絡性能測試方案仍然錨承了 Pv4 的測試休乳 即將 Pv4 岡

絡中的測試方案稍做修改后座用到 Pv6 岡絡中。 由于 Pv4 同絡中的被

功測試方法需要附加測試監控改各、主功測試方法需要枸造舌用的測拭

扳文，核測試根文通常由用戶數搪根林伙□J P )或佑偷控制林吠 ( TCP )

柬承載，使測試岡絡性能的奕現迪程夏染 。 可凡，Pv6 岡絡的岡絡性能

測拭方法近有待迸一步完善。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同塔性能測拭方法及改各，能筒化 Pv6

岡絡的性能測試方案，降低岡絡性能測試成本。

本友明公升了一神岡絡性能測試方法，座用于包拮多介侍愉市魚的

Pv6 同絡之 ，在 Pv6 數搪扳文申改置用于承載測試信息的 Pv6 測試

折展共 核方法包括

占在所迷多介侍愉市焦之同佑速 Pv6數搪扳文時，各介佑瑜市魚分

，三 台勺溯井根搪接收到的 Pv6數搪扳文的 Pv6測試折展共申的各介侍瑜市，

試信息硝定占前岡塔性能。

其中，所迷 Pv6 測試妒展共申包括 下一介折展共的吳型、妒展共

未度和根搪測試需求改置的用于承載測試信息的測試消息域。

其申，所述測拭信息包括 消息序列青 所迷測拭消息域包括 用

于承載消息序列青的消息序列考域 所佑速的 Pv6 效搪扳文的始友估瑜

市魚在核 Pv6 數搪根文中 Pv6 測拭妒展共內的消息序列青域中加入占

前佑速的 Pv6 數搪扳文的消息序列青

所迷根搪 Pv6 測試妒展共中的各介侍瑜市魚的測拭信息硝定占前



岡絡性能包括 所述侍瑜育魚痰取其所收到的各 Pv6 數搪扳文申 Pv6

測試折展共內消息序列考域所承載的各介消息序列寺，井根搪各消息序

其扒 所迷測試消息域包括 用于承載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的析志位

和用于承載測試信息的消息數搪域，所迷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用于指示需

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佑愉市焦

所述侍瑜市魚在 Pv6 測試妒展共申加入測拭信息包括 所迷析志位

域承載的控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瑜市

魚將各 自的測試信息加入到所述消息數搪域七
所述根搪 Pv6 測試折展共申的測試信息碉定舀前阿絡性能包括 所

述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侍瑜市魚根搪所迷消息數搪域中承載的測

拭信息硝定 Pv6 數搪扳文佑輸健路的健路抨偷參數。

其叱 所迷測試消息域包括 用于承載第二控制命令信息的析志位，

所迷第二控制命令信息用于指示需要祝禾的測拭信息。

其中，所迷消息數搪域包括 至少一介用于承載測拭信息的測拭迭

項 。

其叱 所述消息數搪域迸一步包拮 用于吋弄所迷測試迷項的一字

市填充迭項和/或至少 兩字市填充迭項 。

其叱 所迷測試迭項 包拮 迭項吳型 、迭項未度和用于承載測拭信

息的迭項數搪。

其叱 所迷迭項數搪包括 所迷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佑愉市魚

的地址及其加入的測試信息 。

其叱 所述測試消息域迸二步包括 用于杯祺占前 Pv6 數搪扳文的

消息吳型的消息吳型域。

其 ，所述消息吳型力 羊向測拭消息、及向測試清求消息和及向



測試座答消息迷三者中的任一者。

其叱 所迷測拭消息域迭一步包括 保留字段。

其七 所迷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指示的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掘域的侍瑜

市魚 包括 目的布魚，或者包括 中同市魚和目的市魚 。

其 ，所迷測拭信息力忖河戳，所迷健路坪什參數包括 估瑜忖延

和/或抖功。

其叱 所迷測拭信息力忖同戳，所述第二控制命令信息指示的需要

杞汞的測試信息包括 入接口吋同戳和/或出接口忖同戳。

其叱 所述槌路坪件參數包括 羊一侍瑜市魚赴理 Pv6 數搪扳文的

赴理忖延、不同佑偷市魚之同健路的估偷忖延和不同侍瑜市魚之同健路

的抖功迷三者中的任一者或迷三者的任意組合。

其中，所迷 Pv6數搪扳文丸 基于 P居的 Pv6效搪扳丈或基于 Pv6

的座用房林伙的數搪投文 ．所述岡絡性能測試包括 P居岡絡性能測試、

基于 Pv6的座用居枕臥岡絡性罷測拭 ，。

其P ，所迷基于 Pv6的座用居林畝丸 侍偷控制林伙TCP、用戶數

搪扳林伙 P、文件侍偷林伏FTP、功怒主杭配置林汶 CP、超文本侍

偷林伙肌TP

本友明近公升了一神岡塔性能測試改各，咳改各包抬

配置模泱，用于生成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測試信息井瑜出至所述測

拭管理模泱

妒展共赴理模泱，用于叭測拭管理模泱接收后功命令，按核后功命

令拐帶的測試信息枸造 Pv6 測拭折展共井瑜出擄帶核 Pv6 測試妒展共

的 Pv6 數搪扳文至外部岡絡測拭波各 伙外部岡絡改各接收帶有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數搪扳文，解析核 Pv6 測試折展共，在核 Pv6 測拭

折展共申加入代表岡塔性能的測試信息 愉出擄帶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數搪根文至外部岡絡測試改各，或者提取核 Pv6 測試折展共中的

各神測拭信息井瑜出至測試管理模坡

測拭管理模泱，用于八所迷配置模泱接收所迷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

測拭信息，偷出攜帝咳測拭信息的戶功命令至折展共赴理模決，戶功測

試迂程 伙所述折展共赴理模泱褸取各神代表岡絡性能的測試信息，分

析各神測試信息得到代表岡絡性能的測試錯果。

其叱 所迷配置模坡迸一步用于臥外部接收用戶的配置信息，根搪

咳配置信息生成所述用于指示測試需求的測拭信息。

其 ，所述測拭管理模坡迸一步用于根搪未 自所迷配置模決的測試

信息的要求定吋或周期性偷出后功命令至所迷妒展共赴理模決，定吋或

周期性后功測拭迪程。

通迪上述技木方案的揭述可知，本友明通迪在 Pv6 數搪扳文申改置

承栽有測拭信息的 Pv6 測拭妒展共，使本友明能移在不故置附加的測拭

監控故各、 不需要枸造測拭岡塔性能舌用的測拭扳文的情況下，完成岡

絡性能測試，板大程度的方便了岡絡性能測拭 本友明可以根搪具休的

測拭需求未妒展 Pv6 測拭妒展共的消息休申的測試逃項，能移滿足各科

岡絡測拭需求 通迪改置消息序列青，使本友明能移栓測出 Pv6 數搪扳

文佑愉健路中的丟包、孔序現象 通迪改置用于指示包括中間市魚在內

的各侍偷布魚采祀汞忖間戳的控制命令信息，使本友明能移栓測出 Pv6

數搪扳文侍偷健路中不同侍愉市魚之間的佑偷吋延、抖功等健路坪件參

數，及各侍瑜市魚赴理 Pv6 數搪根文的忖延 通迪改置消息吳型，使本

友明能移方便的栓測出伙源予魚到 目的布魚的 Pv6 數搪根文羊向侍瑜

健路的岡絡性能，以及伙源市魚到 目的市魚再到源市魚的 Pv6 數搪扳文

汲向侍偷健路的岡絡性能 本友明通迪在基于 Pv6 的座用居數搪扳文前

增加 Pv6 測試折展共，即可方便奕現各高居林故的性能測試 伙而通迪



本友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宴現了 法，降低同絡，灶

試成本的目的。

固 1力本友明方法申 P 6測拭妒展共的結枸示意團

囤2A力一字市填充的測試迭項的鈷枸示意恆

意乳
固4力本友明方法座用于車向性能測試的示意軋
囤5力本友明方法座用于羊向性能逐段測試的示意軋

囤 7 力本友明改各一較佳奕施例組成結枸示意囤。

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本友明的核 是 在 Pv6數搪扳文中改置用于承載測拭信息的 Pv6

測拭折展共，在 Pv6數搪扳丈的估速迪程叱 通迂核承載有測拭信息的

Pv6測試妒展共在岡絡申的估瑜未迸行岡塔性能測試。

下面基于本友明的核 思想吋本友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做迸一步的描

迂抹 。

Pv6林伙解決 了 Pv4林吠的很多 岡題，如地址短缺岡題等，同忖，

力了提高岡絡改各的赴理效率， Pv6切伙筒佔了 P扳丈共的結枸，吋于

Pv4中附加的扳文共信息 Pv6采用 了折展共的方法。 目前，罔 2460



中定叉 了如下几神 Pv 6妒展英 逐跳迭項 共 ( op-by op Op o s

eade 、迭路共( o g ( Type ) eade 、分片 共 ( agme eade 、

目的迭項共 ( es a o Op o s eade 、 身份驗祉共 ( he ca o

eade ) 、 安全數搪封裝 ( E E c即s a mg Sec y P卻 oad ) 共

( e a de 。

本友明吋 Pv6仿伏迭行了完善，在 Pv 6數搪扳文中增加一介舌門用

于主功測試岡絡性能的 Pv 6測試折展共，核 Pv 6測試妒展共用于承載測

試信息，其包括 下一介 Pv 6妒展共的吳型 、折展共未度和用于承載測

試信息的測試消息域。 核測試消息域中具休承載的測試信息可寸財居奕 阮

的測試需求未改置。

其中，測拭消息域中承載的測拭信息可以 包含才財居測拭需求改置的

消息吳型、析志位、消息序列青和消息休等內容。消息休即消息數搪域，

主要用于承載奕 阮的測拭數掘，迷些測拭數搪主要用于汁算井碉定岡絡

性能。 消息數搪域可以以迭項的形式存在，迷祥，岡塔性能的測拭效搪

全部以迭項的形式存放在 Pv 6 折展共的消息數搪域中，送些迭項可以妳

力測拭迭項，其包括 迭項吳型 、迭項衣度和用于承載測拭數搪的迭項

數搪。 力方便消息數搪域中測拭數搪的褸取，本友明的消息數搪域中承

載的測拭迭項可由一字布填充迭項和/或至少 丙字市填充迭項枸成。

測拭迭項可以根搪具休的同塔性能測拭需求迸行必要的折展。

下面以一介具休的例子未說明本友明的 P v 6測拭妒展共，囚 1力本友

明方法中 P v6測試折展共的錯枸示意囤。

囤 Payload P o o表示下一介 P v 6折展共的吳型，本友明的 Pv 6

測拭折展共的吳型值座 區別于上迷 已有的凡神 P v 6折展共的吳型值 。

eade e 表示 P v6測拭妒展共衣度，核長度值不包括 P v6測試折展共

的前8介字市、且可以 以 8介字育等力羊位汁算。 在以 8介字市力羊位汁



算長度值吋，本友明需要采用八字市吋弄方法迸行相座的字市填充。h佃
乃甲e表示 Pv6測拭折展共申的測試消息的消息吳型，速里的消息吳型可

包括 車項測試消息、及向測試清求消息、或汲向測試座答消息等。 比

如 佃 乃乍e力 表示羊項洲拭消息，佃 乃乍e力 表示汎向測拭消息的

測拭清求消息，皿壬 乃甲e力2表示汲向測試消息的測拭座答消息等。核消

息吳型可以根搪奕 陡的測試需要做迸一步的妒展和定叉。 力用于承載

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的析志位，核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用于指示需要赴理核

消息數搪域的佑愉市魚 。 比如 占D力 吋，表示咳消息數搪域伙由目的

市魚赴理 舀 力 叱表示核消息數搪域要由目的市魚和申同市魚赴理。

速里，佑偷市魚吋消息數搪域的赴理主要就是指 在消息數搪域中加入

吋同戳 另外，源市魚在始友 Pv6數搪扳文吋，是肯定要在消息數搪域

中加入自身的時同戳。 和 力用于承載第二控制命令信息的析志位，核

第二控制命令消息用于指示需要祀禾的測拭信息 ( 如 出接口時河戳、

入接口時河戳等等 ) 。 比如 表示是否祝汞入接口吋間戳、 而 表示是

否祝禾出接口吋間戳 占 力0吋，表示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估偷予魚

不在消息數搪域中祝汞入接口忖間戳 占 力 1忖，表示需要赴理消息數

搪域的侍偷市魚要在消息效搪域中祀汞入接口吋同戳 占 力0忖，表示

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估愉布焦不在河息數搪域中祝汞出接口忖同戳

占 力 1忖，表示需要赴理消息敬搪域的佑愉市魚要在消息數搪域中祀汞

出接口時間戳。 保留 ( ese Ve ) 力保留字段。 序列 ( S e q e c ) 力消

息序列青，主要用于灰向測試清求消息和茨向測試座答消息的消息 匹

配，汲向測試晴求消息申的消息序列青和咳清求消息吋座的灰向測試座

答消息申的消息序列青可以相吼 迷祥，可方便的碉定汲向測試座答消

息是哪介汲向測試清求消息的喃座消息 。 同忖，如果 目的市魚順序接收

到的各介 Pv6數搪扳文的 Pv6測試妒展共申的消息序列青友生跳跋則臥



力友生丟包和/或孔序 。 消息數搪 ( essa ge 批a ) 表示消息休，即消息

數搪域，可以 由各神測試迭項枸成，如 入接口忖間戳迭項、 出接口時

同戳迭項等。 這里，源市魚力攜帝 Pv 6測試折展共的 Pv 6數搪扳文的始

友佑瑜市魚，目的市焦力咳 Pv6數搪扳文的最終接收侍瑜市魚 舀 消息

5 吳型力汎向測試座答消息忖，核汲向測試座答消息吋座的是之前友送的

汲向測拭晴求消息，那么承載核耿向測試座答消息的 Pv 6數搪扳文的源

市魚就是承裁其所吋座的灰向測試清求消息的目的布魚，而核及向測拭

座答消息的目的布魚就力核及向測試晴求消息的源市魚 。

上述Message 打a 中的測拭迭項可以采用吳型、衣度，數值 ( T V

Type- e g -地 e ) 的格式，吳型 ( Type ) 表示迭項吳型，未度 ( e g )

表示迭項長度，其數值中不包括Type和 e g 的未度，數值 ( 吶 e ) 中

承載測拭迭項的具休測拭敷搪。 Message 缸a 中，迂可迸一步包拮一介

或多介用于吋弄各介測拭迭項的一字布填充迭項和/或至少 兩字布填充

迭項，比如 P ad ( 即 一字布填充迭項的T V ) 和Pad 即 字布

5 填充迭項的T V )。上迷 力不小于2的正整數，所以 字市填充迭項就是

至少 兩字市填充迭項 。 送里，改定每一測拭迭項力 8字布，則可以使用

一字市和/或至少 兩字布填充迭項未使每一測試迭項 8字市吋弄。

囤 2A 力一字市填充迭項的錯枸示意 圈 。 囤 2A 中，T卯e 力 ，表示

一字市填充迭項 。一字市填充迭項是 T V 格式的一介特殊情況，即沒有

0 迭項長度和迭項敬值域。 咳測減迭項只用于一介字市的填充，如果需要

填充的字市多于 1 介字市 。 如果要填充丙介字市或更多字育，則要使用

Pad 形式的填充迭項 。

囤 2B 力 字布填充迭項的錯枸示意團 。 囤 2B P，巧pe 力 ，表示

字市填充迭項，迭項長度 ( p o e g 表示 字市填充迭項的奕

5 阮長度，迭項數搪 ( p o 抗a ) 表示填充的內容。



Message 帥a 中的測試迭項可以 包括承載多神不同吳型的測拭迭

項，如 用于承裁源布魚 、 中岡市焦、 目的市魚等佑瑜市魚接收 Pv6測

試妒展共擄帶的測拭消息忖的八接口吋同戳迭項，再如 用于承載源市

志、 中同背魚、 目的市魚等侍瑜市魚友送 Pv 6測試妒展共攜帶的測拭消

息吋的出接口吋同戳迭項 。 不同的測試迭項其迭項吳型的取值不軋 且

測試迭項可根搪奕 阮的測試需求未妒展改置。

下面 以 兩介具休的例子柬說明 es age D抗a 中測試迭項的奕現方

式。

占測拭消息力羊項測拭消息或汎向測拭清求消息忖，預定的第一控

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侍瑜布魚 ( 如 目的市魚，

或 目的市魚和申同市魚 ) 可將伙 自身入接口接收的拐帶有 Pv 6測試迭項

的 Pv6數搪扳丈的吋同戳和 自身入接口地址，以 囤 3A的形式承載于核

占測試消息力太向測拭咱座消息吋，預定的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所指

示的需要赴理消息敬搪域的估偷市魚 ( 如 目的市魚，或中間市魚和目

的市魚，核 目的市魚就是核汲向測試相座消息吋座的汲向測試清求消息

的源布魚 ) 可將其以入接口接收的攜帶有 P v 6 測拭迭項的 Pv6 數搪根

文的吋間戳和入接口地址以 囤 3A 的形式承載于核 Pv6 數搪撮文的 Pv6

測拭妒展共的 Message 抗a 的入接口忖間戳迭項 P 。

囤 3 A 力本友明方法申用于祝汞入接口忖同戳的測試迭項的結枸示

意囤 。 囤 3A P，T卯e 力 2，表示咳測試迭項力入接口時同戳迭項。 些

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愉市魚 ( 如

中間市魚 ，或申間布魚和月的布魚 ) 叭入接口健路上接收完成拐帶有

P v 6 測試折展共的 Pv6 數搪根文后，根搪 Pv 6 測試折展共申用于指示

需要祀汞的測拭信息的第二控制命令信息 ( 迷里指示需要祀汞的測拭信



息力 入接口吋岡戳 )，將此時的吋間戳以及入接口的 Pv6 地址承載于

Pv6 測拭扛展共的 ess昭e 抗a 中 TyPe 力 入接口吋間戳迭項之中。

舀測試消息力羊項測拭消息或及向測試晴求消息忖，預定的第一控

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霜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愉市魚 ( 如 目的市

魚，或 目的市魚和中同市魚 ) 可將其伙出接口友送的拐帶有 Pv6測試迭

項的 Pv6敖搪扳文的忖同戳和出接口地址，以 囤3 B的形式承載于核 Pv6

占測試消息力及向晌座測試晌座消息吋，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所指示

的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瑜予魚 ( 如 目的市魚，或中同市魚和

目的市魚，核 目的布焦就是核汎向測試相座消息吋座的汲向測拭晴求消

息的源市魚 ) 可將其叭出接口友送的擄帶有 Pv6 測拭迭項的 Pv6 數搪

扳丈的吋同戳和出接口地址，以 囤 3 的形式承載于 Pv6 測拭折展共的

Message 抗a 中出接口忖間戳迭項之中。

團 3B 力本友明方法中用于祝汞入接口吋間戳的測拭迭項的錯枸示

意 囤 。 團 3B 中，Type 力 3 ，表示核測拭迭項力出接口吋同戳迭項 。 占

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需要赴理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偷布魚 ( 如

源市魚 、 目的市魚和申間予魚 ) 叭出接口健路上友送完成擄帶有 P v6

測拭妒展共的 P v6 數搪根文后，根搪 Pv6 測拭折展共中用于指示需要

祝汞的測試信息的第二控制命令信息 ( 迭里指示需要祀汞的測試信息

力 出接口時間戳 )，將此忖的忖同戳以及出接口的 Pv 6 地址承載于核

Pv6 數搪扳丈 Pv6 測試折展共中 Message 抗a 的乃 e 力 3 的出接口

忖間戳迭項 中。

基于上述本友明 Pv6測拭妒展共的奕現方式，下面以几神典型的呵

絡性能測拭座用吋本友明的技木方案迸行說明。

例 1、羊向 Pv6切伙的性能測試，如團4所示。



車向 Pv6 林吠的性能測試是坪估 岡絡 居性能的重要方法，性能

測拭的指杆d口 P 數搪包的佑愉忖延、抖功等是衡量岡絡逗行狀況的重要

指析。在羊向 Pv6 切伙的性能測試迂程申，測試市魚力 目的市魚 。迷里，
所謂測拭育魚就是根搪 Pv6 測試折展共承載的測試信息硝定岡絡性能

的侍瑜市魚 。

團4力本友明方法座用于羊向性能測拭的示意 囤 。 囤4 中，測減市魚

力 目的市魚 。源市魚友送攜帶有 Pv6測試妒展共的 Pv6敬搪扳文，咳 Pv6

測拭妒展共申的消息吳型力羊向測拭消息，析志位 可改置力0，表示核

測試消息仗由目的布魚赴理，析志位1可改置力 1，表示目的布魚祀汞入
接口吋同戳，析志位 可改置力 1，表示源市魚祝汞出接口忖間戳。

扳文的出接口吋間戳 ，例如 將核 出接口時間戳 承載于 Pv6測拭折展

共中Message 甜a的出接口忖問戳迭項 。

源市魚占目的布魚之河 的各中間布魚均不吋咳測拭硝息迸行赴理。

目的市魚在接收到攜帶有 Pv6測試妒展共的 Pv6數搪扳文忖，祝汞

所收到的 Pv6數搪扳文的接收忖間戳 ( 即入接口時間戳 )。

扳文，速祥，目的市魚可萊得多組不同的源市魚 出接口吋同戳及其吋座

的目的市魚入接口吋間戳，核 目的布魚就可根搪多組不同的源布魚 出接

口時岡戳及其吋座的目的市魚入接口時間戳直接汁算出以源市魚到 目

的布魚的 Pv6數搪扳文佑愉健路的時延和抖功。

在上迷羊向 Pv6枋吠的性能測試迂程中，源市魚在始友拐帶有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數搪扳文忖，可按順序力各 Pv6數搪扳文連鎊分配消

息序列考，比如 各 Pv羽她搪扳文的消息序列于力速增的 自然數。速祥，

占 目的予魚根搪各介 Pv6數搪根文的消息序列寺的達鏤性可硝定占前同



絡是否丟包和/或孔序，比如 占栓測到其順序接收的 Pv6數搪扳文的消

息序列青友生跳跋或孔序等現象吋，則祝明岡絡中已出現丟包或數搪扳

文孔序的現象。

例2、羊向 Pv6林伙性能的逐段測拭，如附團 5所示。

囤 5 力本友明方法座用于車向性能逐段測試的示意囤。 團 5 ，測

試市魚力 目的市魚 。 源市魚友送捐帶有 Pv6 測拭折展共的 Pv6 數搪扳

文，核 Pv6 測拭折展共中的消息吳型座力羊向測拭消息，Pv6 測拭折

展共中的析志位可要求核 Pv6 數搪扳文努迂的每介中間市魚 ( 如因 5

中的中同市魚 1至中同市魚 ) 均祝汞入接口吋同戳、出接口忖間戳，

吋于源布魚只祝汞 Pv6 數搪扳支出接口時間戳，吋于目的布魚只祝汞

旺v6 數搪扳文入接口時同戳。如析志位 D可改置力 1，表示核測拭消息

需要中間市魚赴理 析志位 1 可改置力 1，表示目的市魚和中間布魚祝

汞入接口吋間戳，即 目的市魚、中岡市魚需要將其收到的 Pv6 數搪扳文

的接收忖柯戳承載于 Pv6 測棒折展共的入接口吋間戳迭項 析志位

可改置力 1，表示源布魚和中間市魚祝汞出接口忖間戳，即源育魚和中

間市魚需要將其友送 Pv6 數搪扳文的友送時岡戳承載于 Pv6 測拭妒展

共的出接口吋間戳迭項 中。

占攜帝有 Pv6測拭折展共的 Pv6數搪扳文叭源市魚侍愉至目的布魚

忖，目的市魚接收的 Pv6數搪扳文的 Pv6測拭折展共中舍承載有源予魚

的出接口吋間戳、各中間市魚的入接口忖間戳和出接口忖間戳，迷祥，

目的市魚可以汁算出 Pv6數搪扳文鋒迪的岡絡申的每段健路的侍瑜時延

和抖功的情況，而且，迂能移根搪各申同市魚記汞的入接口忖同戳和出

接口忖間戳，硝定每介中河市魚吋 Pv6數搪根文的赴理吋延。

例3 、汲向 Pv6切伏性能的測拭，如圈6所示。

園 6 力本友明方法虛用于汲向性能測試的示意囤。 囤 6 ，吋于汲



向 Pv6 林伙性能的測試可以通迂及向測試消息的及向測試清求消息和

及向測試座答消息柬奕現。在灰向 Pv6 切、吠的性能測試迪程扒 測拭市

魚力及向測試清求消息的源市魚 。

源市魚友送拐帶有 Pv6測拭折展共的 Pv6數搪扳文，核 Pv6測拭折

展共中的消息吳型h佃 乃甲e座力汲向測拭清求消息，析志位 可改置力

0，表示核測拭消息伏由目的市魚赴理，杯志位 可改置力 1，表示源市魚 、

目的市魚祀汞入接口忖同戳，杯志位 可改置力 1，表示源市魚和目的市

魚祀汞出接口吋坷戳。

源市魚在友送汲向測試清求消息吋，座將出接口吋岡戳祝汞在 Pv6

數搪扳丈中 Pv6測拭妒展共的出接口忖間戳迭項，占核 Pv6數搪扳文鋒

迂 Pv6岡絡到迷 目的市魚忖，目的市魚只在汲向測試清求消息的入接口

吋同戳迭項 中祀汞其接收 Pv磁娥啟根文的入接口吋河戳。 然后，核 目的

市魚向咳源市魚返回汲向測拭座答消息 ( 速里，核源市魚力核汲向測試

清求消息的源市焦，同時就是核及向測拭座答消息的 目的予魚 )，將汲

向測試清求消息中的忖岡戳迭項夏制到汲向測拭座答消息的忖間戳速

項，井在汲向測拭座答消息的出接口時間戳迭項中添加汲向測拭座答消

息的出接口忖間戳。

汲向測試座答消息返回到所迷汲向測試清求消息的源市魚后，咳源

市魚只將汲向測拭座答消 息的入接口時間戳祀汞在入接口忖同戳速項

中。 源市魚可以根搪 Pv6測拭折展共中承載的其友送汲向測試清求消息

的出接口忖間戳、 目的市魚接收汲向測試清求消息的入接口吋同戳、 目

的予魚友送及向測拭座答消息的出接口吋間戳、源布魚接收及向測試座

答消息的入接口忖同戳，硝定伙咳源市魚至核 目的布魚 、再伙咳 目的市

魚回到源布魚送段往返健路的侍偷忖延、抖功等。

在上迷及向測試清求消息、及向測試座答消息中如果將 赤志位改



置力需要中同市焦赴理，則 Pv6測試扛展共的入接口吋間戳迭項、 出接

口時間戳迭項 中迂承載有各中岡市魚祀汞的及向測拭清求消息和及向

測拭座答消息的出接口忖同戳、入接口吋同戳，根搪迷些吋間戳信息可

汁算出不同中同市魚之阿的往返健路的侍瑜吋延、抖功及各中間市魚和

目的市魚赴理 Pv6數搪扳文的延返吋同。

例4、座用居仿伙性能測試。

采用 Pv6測試妒展共卜 不伏促可以方便的測試旺居切汶的性能測

試，近可以測拭佑愉控制林吠 ( TCP )、用戶數搪扳切汲 P )、文件

估輸林吠 ( FTP )、功怒主和配置仿伙 ( CP )、超丈本估愉枋伙 ( TT )

等基于 Pv6 座用居仿汶的性能。

本友明可以在座用居仿汶的數搪根文前增加 Pv6測拭妒展共，使座

用居切汶的數搪扳丈成力基于 Pv6的座用居林伙的數搪扳文，通迪基于

Pv6的座用居林伙的數搪扳文在岡絡中的估偷，即可根搪 Pv6測拭妒展

共中承載的測試迭項 奕現吋座用居林臥的性能測試。

以上只是利用 Pv6測試妒展共奕現岡絡性能測拭的几神具休的座

用踢景，通迪根搪奕阮的岡塔性能測拭需求未改置 Pv6測拭折展共，可

以使 Pv6測拭妒展共座用于各神岡絡性能測拭切景，在此不再祥細描迷。

基于上迷本友明方法，本友明迂提出了一神岡絡性能測拭改各。 咳

改各包括 用于配置代表測拭需求的測拭信息的配置模泱，用于枸造和

解析 Pv6 測拭妒展共、井在 Pv6 測試妒展共申加入測拭信息的妒展共

赴理模決，以及用于控制測試迪程得到測拭錯果的測試管理模坡。

囤 7 力本友明改各一較佳宴施例組成錯枸示意囤。 如囤 7 所示，核

改各包括 配置模決、折展共赴理模決和測拭管理模泱。

配置模泱主要用于生成用于指示測試需求的測試信息井偷出至測

拭管理模坡。 占配置模泱在送行忖，其所在的岡塔性能測試改各作力占



前測拭的友起方，比如 羊向測拭的源市魚、汲向測拭申汲向測拭的清

求消息的源市魚等等。 送里，核配置模決生成了所述測拭信息后可姓鎊

保存咳測試信息，核測試信息可以指示 占前測試的測試吳型，占前測

試的源市魚、 目的育魚 、以及測拭布魚，是否需要祝汞申問市魚的測試

信息，測拭的起止吋同等等測拭需求。

測試管理模坡用于八配置模坡接收用于指示測試需求的測試信息，

愉出攜帶咳測試信息的后功命令至折展共赴理模坡，此吋，核測拭管理

模泱所在的岡絡性能測試改各作力占前測試的友起方 核測拭管理模坡

迂用于八妒展共赴理模坡褸取各神代表岡絡性能的測試信息，分析各神

測試信息得到代表岡絡性能的測試結果，比如 根搪測試信息汁算出吋

延、抖功、丟包、孔序等等，此吋，核測試管理模坡所在的岡絡性能測

試改各作力占前測試的測試布魚 。 迷里，在一次測拭迷程中，測拭友起

方和測試布魚可能力同一岡絡性能測試改各，比如 汲向測試中汲向測

試的清求消息的源市魚 咳測拭友起方和測拭市魚也可能力不同的岡絡

性能測拭改各，比如 羊向測試中，測拭友起方力源市魚，而測拭市魚

力 目的布魚 。

妒展共赴理模泱主要用于叭測拭管理模泱接收戶功命令，按核后功

命令攜帶的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測拭信息枸造 ．Pv6 測試妒展共井瑜出

擄帶核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敬搪根文至外部岡塔改各，此忖，核妒

展共赴理模泱所在的岡塔性能測拭改各作力 舀前測拭的友起方 核折展

共赴理模決迸用于叭外部岡塔改各接收帶有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數

搪根文，解析咳 Pv6 測試妒展共，在咳 Pv6 測拭折展共申加入測拭信

息，此忖，咳妒展共赴理模決所在的岡塔性能測拭改各可能力 些前測試

的中間吊魚或測拭市魚 核妒展共赴理模泱近用于瑜出攜帶 Pv6 測試妒

展共的 Pv6 效搪扳文至外部岡絡沒各，或者提取核 Pv6 測試妒展共中



的各神測試信息井瑜出至測試管理模泱。 些咳妒展共赴理模決所在的同

絡性能測試故各可能力 舀前測試的中坷育魚吋，比如 羊向逐段測拭中

的申同市魚、汲向測試中及向測試的清求消息的 目的市魚等等，咳折展

市魚吋，比如 羊向 ( 或羊向逐段 ) 測試中的目的育魚、及向測拭中汲

向測拭的晴求消息的源市志等等，核折展共赴理模坡提取核 Pv6 測試折

展共中的各神測拭信息井愉出至測拭管理模決。

通常，上述配置模泱要按用戶的配置未生成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測

拭信息，因此，咳配置模坡可迸一步用于伙外部接收用戶的配置信息，

根搪核配置信息生成所迷測拭信息 。

另外，所述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測拭信息可能要求測試管理模決定

吋或周期性戶功測拭迪程。 此吋，核測拭管理模決可迸一步用于按未 自

展共赴理模泱，以定忖或周期性后功測拭迂程。

亟然通迪奕施例描鎗了本友明，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知道，本友明

有苛多 交形和交化而不脫 萬本友明的精神，本友明的申清文件的杖利要

求包括送些交形和交化。



校利要求半

1、一神岡絡性能測拭方法，座用于包括多介侍瑜布魚 Pv6 岡塔

之叱 其特征在于，在 Pv6 數搪根文中改置用于承載測試信息 Pv6

測試妒展共 核方法包括

舀在所述多介侍瑜市焦之間侍速 Pv6數搪扳文吋，各介侍愉干魚分

別在所侍速的 Pv6數搪扳文的 Pv6測拭妒展共中加入各 自的測試信息，

井根搪接收到的 Pv6數搪根文的 Pv6測拭折展共中的各介侍瑜市魚的測

試信息硝定 舀前岡絡性能。

2、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Pv6 測試妒展

共中包括 下一介妒展共的吳型 、折展共長度和根搪測試需求改置的用

于承載測試信息的測試消息域。

3 、根搪枚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測試信息包括

消息序列寺 所述測試消息域包括 用于承載消息序列寺的消息序列寺

域 所侍遂的 Pv6 數搪扳文的始友侍瑜市魚在核 旺v6 數搪扳文中 旺v6

測試折展共內的消息序列青域中加人舀前估速的 Pv6 數搪扳文的消息

序列寺

所述根搪 Pv6 測拭折展共申的各介佑瑜市魚的測拭信息硝定 舀前

岡絡性能包括 所迷借瑜市魚痰取其所收到的各 Pv6 數搪扳文申 Pv6

測試妒展共內消息序列考域所承載的各介消息序列青，井根搪各消息序

列青的連鎳性硝定 旺v6 數搪扳文侍偷健路是否丟包和/或孔序 。

4、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測拭消息域包

括 用于承載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的杯志位和用于承載測拭信息的消息數

搪域，所迷第一控制命令信息用于指示常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侍諭市

，占，、．



所述借瑜市魚在 Pv6 測拭妒展共申加入測拭信息包括 所述析志位

承載的第一控制命令信息所指示的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各介侍瑜

市魚將各 自的測拭信息加入到所迷消息敖搪域叱
所述根搪 Pv6 測拭妒展共申的測試信息硝定占前岡絡性能包括 所

述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佑瑜市魚根搪所述消息敷搪域申承載的測

試信息硝定 Pv6 數搪扳文侍瑜鏈路的健路坪介參數。

5、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測試消息域包

括 用于承誡第二控制命令信息的杯志位，所迷第二控制命令信息用于

指示需要祀汞的測試信息 。

6、根搪校利要水 5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消息數搪域包

括 至少一介用于承載測拭信息的測試迭項 。

7、根搪枚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消息數搪域迭

一步包括 用于吋芥所述測拭迭項的一字市填充逃項和/或至少 兩字布填

充迭項 。

8、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測試迭項 包括

迭項美型 、迭項未度和用于承載測拭信息的迭項數搪。

9、根搪枚利要求 8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迭項數搪包括

所迷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侍瑜市魚的地址及其加入的測拭信息 。

10、根搪杖利要求 2 至 9 申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測拭消息域迸一步包括 用寸析祺占前 Pv6 數搪根文的消息美型的消息

吳型域。

1、根搪杖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息吳型力

羊向測拭消息 、汲向測拭清求消息和汲向測拭座答消息迷三者中的任一

者。

12、根搪杖利要求 2 至 9 中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測試消息域迸一步包括 保留字段。

13 、根搪枚利要求 4 至 9 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控制命令信息指示的需要赴理核消息數搪域的侍瑜市魚 包括 目的市

魚，或者包括 申同市魚和目的市魚 。

14 、根搪校利要求 4 至 9 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測

拭信息力吋河戳，所迷健路坪份參數包括 佑瑜吋延和/或抖功。

15、根搪枚利要求 5 至 9 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測

試信息力吋河戳，所迷第二控制命令信息指示的需要祀汞的測拭信息包

括 入接口忖同戳和/或出接口忖同戳。

16、根搪杖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健路坪什參

數包括 羊一侍瑜市魚赴理 Pv6 數搪扳丈的赴理吋延、不同估偷布魚之
間健路的估瑜忖延和不同估偷市魚之間健路的抖功速三者中的任一者

或速三者的任意組合。

17 、根搪杖利要求 1 至 5 中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Pv6 數搪扳丈丸 基于 P 居的 Pv6 數搪扳文或基于 Pv6 的座用居林吠

的數搪扳文 所述岡絡性能測拭包括 P 居岡絡性能測拭、基于 Pv6

的座用房林伙岡絡性能測拭。

18、根搪杖利要求 1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基于 Pv6的座

用居切伙力 侍愉控制切伙TCP、用戶數搪扳切伙 刀P 、文件侍愉切汶

FTP、功怒主桃配置切汶 CP、超文本侍瑜枋汶 TTP

19、一神岡絡性能測拭改各，其特征在于，咳改各包括

配置模泱，用于生成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測試信息井瑜出至所迷測

拭管理模坡

妒展共赴理模坡，用于伙測試管理模坡接收戶功命令，按咳后功命

令擄帶的測拭信息枸造 Pv6 測拭折展共井瑜出擄帶核 Pv6 測拭妒展共



的 Pv6 數搪扳文至外部同絡測試改各 臥外部岡絡改各接收帶有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數搪扳文，解析核 Pv6 測試妒展共，在咳 Pv6 測拭

扛展共中加入代表岡絡性能的測試信息 瑜出攜帶 Pv6 測試妒展共的

Pv6 數搪扳文至外部 同絡測試改各，或者提取核 Pv6 測拭妒展共申的

各神測拭信息井瑜出至測試管理模坡

測拭管理模泱，用于伙所述配置模坡接收所述用于指示測拭需求的

測拭信息，偷出拐帶核測試信息的后功命令至妒展共赴理模決，后功測

減迪程 伙所述折展共赴理模坡棲取各神代表岡絡性能的測拭信息，分

析各神測試信息得到代表囚絡性能的測拭結果。

20、根搪枚利要求 19 所迷的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置模決迭

一步用于伙外部接收用戶的配置信息，根搪核配置信息生成所述用于指

示測拭需求的測試信息 。

2 1、根搪杖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述的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測拭管

理模坡迭一步用于根搪禾 自所迷配置模決的測拭信息的要求定吋或周

期性愉 出戶功命令至所迷折展共赴理模決，定吋或周期性戶功測試迂

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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