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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 IPv6 同塔座用居枋ft 的檢測方法，包括 友起虛用居林 栓測的

市魚友送栓測清求扳文至所述晌座座用房林 ft 栓測的市魚，以清求迸行座

用居枋ft 栓測 ; 所述咱座座用居枕 ft 栓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檢測清求扳文

向相座的友起座用居切ft 檢測的市魚 友檢測座答扳文 所述友起座用居
切ft 檢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栓測座答扳文 井占所迷晌座座用居林 ft 栓測的

市魚迸行 IPv6 岡絡座用居林 ft 的扳文交互，茨取用于坪估岡絡仿ft 逗行狀
怒的性能參數 用于坪估 同絡忱ft 茨取狀況的可用性參數奕現座用居切ft

栓測。 本友明宴現了吋 IPv6 岡塔中各神座用居林 的檢測及監控，Λ而能

移及吋全面 了解岡絡的 行情況， 力岡絡的S 常 行提供了可靠保 。



Pv6 岡絡座用居林吠的檢測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 Pv6 岡絡，更硝切地沸，本友明涉及一神 Pv6 岡絡座用

居枋汶的栓測方法。

．背景技木

Pv6 岡絡是新一代互瑕岡絡，目前，止界正在逐步升展 Pv6 岡絡的部

署及試臉， Pv6 同絡上各神相夫的並各也正在逐步地完善迪程扒 伙改汁
角度阱， v6 同絡規模比 Pv4 同絡規模大，井且更力夏染 。 在 Pv6 岡塔

承載各神並芬吋，需要坪估核 岡絡的辰量及其上各神止各的原量，以及吋

友現岡絡並各原量是否在下降，通迪吋囚塔性能的栓測即可奕現。 現有的

岡絡性能栓測通常通迂 P g 技木及跟綜路由 ( ace Ro山e ) 技木奕現。 其
P ，P g 是一神栓測通信信道及故各是否正常以及岡絡性能的技木，清參

照囤 1，囤 1是現有的 Pv6 岡絡模型，在岡絡市魚 A 七岡絡市魚 B 柯扶行
P g命令迸行同絡性能檢測，首先由岡絡市魚 A將枸造井友送一介 C v6
的扳文給岡絡市魚 B，岡絡市魚 A 和岡絡市，吏 B 之柯 的路由器仗吋所述
C 佃v6 扳文迭行特友，占同絡市魚 B 接收到所述 C 扳文后，枸造
一介座答扳文，井將咳座答扳文回送給岡塔市魚 A 岡絡市魚 A 接收到所

述座答扳文后，則可硝臥岡塔市魚 A 到同塔市魚 B 的通道是正常的，井且
能移汁算出核丙介市魚之間的時延以硝臥岡絡的性能 。 奕 阮座用 ，P g

技木主要用于判慚 同絡通斬情況 。

另外，跟粽路由也是一神吋健路迸行栓測的技木，不同的是，跟綜路

由宴現原理是友起跟蹂的岡絡市魚向跟粽的岡絡市魚友送增量扳文，通迪

增量 ( 八 1 升始增加 ) 扳文中的跳數限制 ( op 接收咳增量扳文的

每一跳岡絡市魚返回給所述友起跟綜的岡絡布魚 仰v6 超吋扳文。例如，

如果伙同絡市魚 A 跟粽路由同絡市魚 B 的地址，則伙同絡市魚 A 至同絡市

魚 B 之同的路由器和岡絡布魚 B 各 自返回同絡市魚 A 介 佃v6 扳文，
岡絡市魚 A 收到 C v6扳文后可以硝定健路的狀恣和忖延。奕 阮座用 ，

所述跟粽路由技木主要用于定位故障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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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 P g 技木及跟躁路由技木仍存在有如下缺隆
P g 技木及跟躁路由技木只能栓測岡絡中 P 居的可迭性和性能，元法

栓測岡絡中座用居切伙的狀況，如 FTP 林汶、TCP 切、汶、 P林伙、 TTP

林汶、 S 林汶及 CP 切杖等的可迭性和性能。

友明內容

本友明解決的技木同題是提供一神 Pv 6 岡塔性能栓測方法，以吋 Pv 6

岡絡中各神座用居枕伏迸行栓測及監控 。

力解決上述何題，本友明的一神 Pv 6 吶絡座用居林伙的栓測方法，所

市魚，其特征在于，核方法包括

用居林伏栓測的市魚

( b ) 所述咱座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栓測清求扳文，晌座所

迷洲故清求，向相座的友起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市魚回送栓測座答扳文

( c ) 所述友起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檢測座答扳文，均所述
咱座座用居枕汶檢測的市魚迸行 Pv 6 同絡座用居切伙的扳文交互，茨取用

性參數奕現座用居林伙栓測。

所述性能參數包括高居林汶扳文吞吐量、 高居林汶服各咱座吋延、 高

居林汶臥征忖延、 高居忱汶服各數搪侍瑜忖延、 高居枋汶服各吋延。

所述可用性參數包括、連接建立成功率、服各成功率、服芬可用性。

根搪要栓測的枋吠信息及栓測的起始 /咚止吋間、栓測的頻率、栓測的

周期及咱座座用居枕伏栓測的市魚枸造測拭晴求扳文。

所述咱座座用居切伙栓測的市魚根搪所述 Pv 6 岡絡座用枕伙及檢測的

起始 /終止吋間、栓測的頻率、栓測的周期及栓測晌座市魚戶功晌座服各，

所述友起座用居枕汶栓測的市魚吋栓測錯果迸行保存，井向相座的晌
座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市魚友送栓測結柬清求，所述相座的晌座座用居切吠



栓測的市魚收到所述栓測結柬晴求后終止栓測。

在規定的吋同 內所述友起座用居栓測的市魚沒有收到晌座座用居仿吠
栓測的栓測座答扳文，則祝汞結果，井等待下一次栓測。

所述友起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布魚占所述晌座座用居林吠栓測的布魚 坷

的栓測力魚到魚 、魚到多魚 、 多 魚到魚或多 魚吋多 魚的方式。

所述友起座用居林汶檢測的市魚占晌座座用居枕汶栓測的市魚采用客
戶札/服券器模式。

均現有技木相比，本友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友明所迷的 Pv6 岡絡性能栓測方法，在岡絡市魚之間采用客戶札/

服各器模型，宴現吋一些指定的服各的探測功能，同吋完成吋指定的服各

並芬所戶生的各神信息的統汁和查詢 通迂在 Pv6 同絡中的各市魚同估送

座用居枋吠的栓測扳文，臥而宴現吋 Pv6 同絡中各神座用居切伏的栓測及
監控，本友明所述的栓測方法能移及吋了解 Pv6 岡塔的返行情況，另外，
一旦友生昇常吋可以及吋友現，可由用戶干預解決，力岡絡的正常返行提
供了可靠保祉。

附圈說明
園 1是現有的 Pv6 同絡模型

固 2 是本友明 Pv6 岡絡座用居林吠的檢測方法一科奕施方式的流程

軋
因 3A 至囤 3 是本友明 Pv6 同絡座用居林汶的栓測方法中栓測信息

佑送路徑示意囤

囤 4 力本友明 Pv6 岡絡座用居切汶的栓測方法采用客戶桃/服各器模型

具休奕施方式

參照 囤 2 所示，其力本友明 Pv6 岡絡座用居林伙的栓測方法一神奕

施方式的流程團 。通常情況下，Pv6 岡絡包括多介岡絡市魚，在本友明中，

迭些 岡絡市魚可分力友起座用居枕伙栓測的市魚及咱座所述座用居林伙檢
測的市魚 。



在步驟 2 1 申，預先改定要栓測的林汶信息及檢測的起始 /終止吋同、

栓測的頻率、栓測的周期及栓測晌座市魚，友起座用居林伙栓測的市魚根
搪所述要檢測的林汶信息及栓測的起始 /終止時同、栓測的頻率、檢測的周

期及栓測咱座市魚枸造測試清求扳文

在步驟 22 中，友起座用居仿汶栓測的市魚友送所述枸造的測試晴求扳
丈至咱座座用居林汶檢測的市魚，以清求迸行座用居切汶栓測

在步驟 23 中，晌座座用居枋吠檢測的市魚根搪 Pv 6 岡絡座用林汶及
栓測的起始 /終止忖同、栓測的頻率、栓測的周期及栓測晌座市魚后功晌座

服各，井監折友起栓測的千魚所友送的栓測清求扳文，占晌座座用居枋汶
栓測的市魚接收到所迷友起座用居林汶檢測的市魚所友送的測拭清求扳文

后，所述咱座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咱座所述檢測晴求，向相座的所述友
起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友送栓測座答扳文

在步驟 24 中，友起虛用居仿吠栓測的市魚等待晌座座用居林汶栓測的

市魚回送檢測座答扳文，若在規定的吋同內沒有收到核晌虛栓測的檢測虛

答扳文，則扶行步驟 2 5，祝汞結果，井等待下一次栓測 若在規定的忖同
內收到 了核晌座栓測的栓測座答扳文，則扶行步驟 2 6，所迷友起座用屆枋
伙栓測的市魚占所述晌座座用居枋伙檢測的市魚迭行 Pv6 同絡座用居林伙
的扳文交互，茨取用于坪估 岡絡切伙送行狀悉的性能參數及用于坪估岡絡

切汶茨取狀況的可用性參數奕現座用居枕伙栓測。 其中，所述性能參數包

括高居枋吠扳文吞吐量 ( ghe 叮e pac e 血 9坤 )、 高居林伏服券咱
座吋延 ( ghe 叮e S e v ce espo se de 叮 )、 高居仿伙臥征吋延 ( ghe

卻e a he Ca o de ay )、 高居仿伙服芬數搪侍愉吋延 ( ghe aye d帥a

a s e de ay )、 高居林汶服券吋延 ( g e aye S e v ce de 卻 ) 所述可用

性參數包拮連接建立成功率、服券成功率、服奔可用性。接看扶行步驟 2 7 ,

所述友起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吋栓測結果迸行保存。 然后扶行步驟 2 8

所述友起座用居枕伙栓測的市魚向相座的咱座座用居切吠栓測的市魚友送

栓測錯柬晴求，所述相座的晌座座用居枕伏栓測的市焦收到所述栓測結柬
清求后終止檢測。

可以理解，本友明中所述的友起座用居切伙檢測的市魚占所述晌座栓



測的市魚同的栓測可以力魚到魚 、 魚到多魚 、多魚到多魚或多魚吋魚的方

式，分別如囤 3A 至囤 3 所示，其中，箭共域表示栓測信息侍送路徑 。

另外，本友明可采用客戶札/服各器模型，由客戶端市魚 負 責座用居切
杖栓測的友起均栓測錯果的分析及保存 服芬器市魚 魚 責晌座客戶札育魚

的栓測清求，井向客戶和市魚友送座答扳丈。 其七 客戶桃/服券器市魚改
各包括但不限于路由器及 2 居/3 居交換札等改各。 如囤 4 所示，囤 4 力本

友明采用客戶桃/服芬器模型的測拭吋序囤 。 首先，客戶端市魚根搪所要測

拭的座用居切畝而枸造相座的栓測扳文 然后，客戶端市魚向服各器市魚

友起栓測靖求，服各器市魚接收所述栓測靖求扳文，井向相座的友起座用

居切畝栓測的客戶端市魚回友栓測座答扳文 所述客戶端市魚接收所迷檢
測座答扳文，井均所迷客戶端市魚迸行 Pv6 岡絡座用居枕汶的扳文交互，

毅取相座的性能參數 接看，所述客戶端市魚向所述服各器布魚友送栓測

錯柬晴求 最后，所述服券器市魚硝臥后，所迷客戶端市魚分析栓洲結果

井祝汞保存。

綜上，本友明 Pv6 岡絡座用居切汶的栓測方法奕現了吋 Pv6 岡絡中

各神座用屆切汶的栓測及監控，伙而能移及吋全面 了解岡絡的返行情況，
且力岡絡的正常返行提供了可靠保征。

以上所迷伏是本友明的仇迭奕施方式，座 占指 出，吋于本技木領域的

普通技木人員 未祝，在不脫 萬本友明原理的前提下，近可以作 出若干改迸

和洞飾，送些改迸和洞飾也座祝力本友明的保妒范 囿 。



杖 利 要 求

1．一秤 Pv6 岡絡座用居林汶的栓測方法，所述 Pv6 同絡包括友起座
用居枋汶栓測的市魚及晌座所述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市魚，其特征在于，核

方法包括

(a ) 所述友起座用居切汶栓測的市魚友送檢測晴求扳文至所述晌座座
用居切汶檢測的市魚

( b ) 所述晌座座用居枕汶檢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栓測晴求扳丈，喃座所

述測試清求，向相座的友起座用居林伙栓測的市魚回送栓測座答扳文

( c 所述友起座用居切吠栓測的市魚接收所述栓測座答報文，均所述

晌座座用居切汶檢測的市魚迸行 Pv6 同絡座用居林汶的扳文交互，萊取用

于坪估 同絡林吠送行狀怒的性能參數及用于坪估 岡絡枕汶萊取狀況的可用

性參數宴現座用居林汶栓測。

兀 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 Pv6 同絡座用居林汶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性能參數包括高居林汶扳文吞吐量、 高居切吠服各晌座吋延、 高

居切汶臥征吋延、 高居枕汶服芬敬搪侍瑜忖延、 高居枋汶服各吋延。

3．如板利要求 1 所述的 Pv6 同絡座用居林汶的檢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可用性參數包拮、連接建立成功率、服各成功率、服芬可用性。

4．如校利要求 1 所迷的 Pv6 岡絡座用居林汶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根搪要栓測的林汶信息及檢測的起始 /咚止吋間、檢測的頻率、栓測的

周期及晌座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枸造測試清求扳文。

5．如校利要求 1 或 4 所迷的 Pv6 同塔座用居切伙的檢測方法，其特

征在于 所述晌座座用居枕汶栓測的市魚根搪所述 Pv6 同絡座用仿汶及栓
測的起始 /終止吋間、栓測的頻率、栓測的周期及栓測咱座市魚后功晌座服
芬，監所井接收所迷友起座用居切吠栓測的市魚所友送的栓測清求扳文。

6．如枚利要求 5 所述的 Pv6 岡絡座用居林伙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友起座用居切伙栓測的市魚吋檢測錯果迸行保存，井向相座的晌
座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友送栓測結柬晴求，所述相座的晌座座用居林伏
栓測的市魚收到所述栓測結柬晴求后終止栓測。



7．如杖利要求 6 所述的 Pv6 阿塔座用房切吠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在規定的忖同內所述友起座用居栓測的市魚沒有收到咱座座用居林汶
檢測的栓測座答扳文，則記汞錯果，井等待下一次栓測。

8．如枚利要求 1 所述的 Pv6 同絡座用居枋吠的栓測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友起座用居枋伏栓測的市魚占所述晌座座用居枕汶栓測的市魚同

的檢測力魚到魚 、魚到多 魚 、多 魚到魚或多 魚吋多魚的方式。

9．如枚利要求 1-8 任一項所述的 Pv6 岡絡座用居林伏的栓測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友起座用居林汶栓測的市魚占晌座座用居林伙栓測的市

魚采用客戶桃/服各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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