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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ETHOD AND DEVICE FOR REALIZING FAST REROUTE

(54) 发明名称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及装置

配 ί ι 道默认 业务和其他 业务使 用 同一主备 切换表

当主路径发 生故 障 时 ，设 置主备 切换 表 ，将 隧道默
认 业务和 其他 业务都切换 到备路径 上

图 1/ Fig .l
101 CONFIGURING A TUNNEL DEFAULT SERVICE AND
OTHER SERVICES TO USE THE SAME MASTER-SLAVE
SWITCH TABLE
102 WHEN THE MASTER ROUTE IS FAILURE, SETTING
THE MASTER-SLAVE SWITCH TABLE AND SWITCHING THE
TUNNEL DEFAULT SERVICE AND OTHER SERVICES TO A
SLAVE ROUTE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realizing fast reroute. The metho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configuring
a tunnel default service and other services to use the same master-slave switch table; detecting whether the status of the master
route i s normal, and when the master route i s determined to be failure, setting the master-slave switch table and switching the tun
nel default service and other services to the designated slave route. With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fast switch of all the services
beared on the tunnel i s realized in the scope of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and the burden of the tunnel control layer i s greatly
r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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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57) 摘要：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及装置，其中方法包括：配

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 同一主备切换表；检测主路径的状态是否

正常，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故障时，设置所述主备切换表 ，将所述隧道

默认业务和所述其他业务切换到选定的备路径上；本发 明能够保证 隧道承

载的所有业务都能在性能要求范围内实现快速切换 ，并且极 大地减轻 了隧

道控制层面的负担。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及装

置。

背景技术

快速重路 由 （FRR, Fast ReRoute ) 技术是一种保护链路和节点的机制，

它通过备路径来保护主路径 ，当主路径发生故障时，主路径上的数据流量

被快速切换到备路径上，以保证业务数据不断流。

目前，FRR 在 网络隧道技术中的应用有以下实现方法：

方法一：重写转发表信息，即将主路径的转发信息更新为备路径的转

发信息，从而实现 FRR 。方法一的缺 陷是：在转发信息更新的过程 中，存

在数据流因为转发信息不完整而出现丟 包，甚至可能引发异常的问题 ，同

时，当隧道承载较多的业务时，由于隧道转发路径发生变化 ，需要对承载

的所有业务流的转发信息都进行相应的更新操作 ，控制层面开销很 大，同

时也无法满足所有承载的业务在 50 毫秒 内完成切换的性能要求。

方法二：在转发表 中增加切换标志，并记录主路径和备路径信息，通

过切换标志选择从主路径或备路径转发 ，从而实现 FRR, 这种方法的缺 陷

是：如果隧道承载多个业务流，并且主路径发生故障时，控制模块需要操

作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的转发表 （比如：路 由表 、MAC 表 、标签表等 ）中

的切换标志，同样极 大地增加 了控制层面的负担 ，也很难保证所有承载的

业务达到在性能要求范围 （例如小于 50 毫秒 ）内保护切换的性能要求。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中的两种 FRR 在 网络隧道技术中的应用的方法，

都无法保证在隧道承载多个业务时，如果主路径发生故障时，主路径上承



载的所有业务都能够在性能要 求范围内快速切换到隧道备路径上。

发 明内容

鉴于上述的分析 ，本发 明 旨在提供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及装置，

在 隧道承载多个业务时，能够保证发生故障的隧道主路径上承载的所有业

务在性能要求范围内快速切换到隧道备路径上。

本发 明的 目的主要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 实现的：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包括 ：

A 、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 同一主备切换表 ；

B 、检 测主路径的状 态是否正常，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故障时，查询

所述主备切换表 ，将所述隧道默认业务和所述其他业务切换到选定的备路

径上。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 A 具体 包括 ：

在 隧道建立过程 中，创建所述隧道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以 及 主备切换表 ； 当所述隧道承载其他业务时，创建相应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所述隧道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与

所述相应业务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共 同索引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

进一步地 ，当所述主备切换表 包含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时，

所述步骤 B 具体 包括：

B l 、隧道检 测主路径的状 态是否正常，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故障时，

设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

B 2、交换机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的数据 时，通过

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 下一跳

主路径或者下一跳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进一步地 ，当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包括主备切换表 索引、下一跳主

路径信 息和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时，所述步骤 B 2 具体 包括：



B21 、交换机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的数据 时，找到

该项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并根据所述业务转发表 索引到对应 的下一跳

主备信 息表 ；

B22 、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主备切换表 索引找到所述主备切

换表 ，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确定从主路径还是备路

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主路径转发 ，则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进一步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相应 的下一跳备路径

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装置 ，包括 ：配置模块和重路

由模块 ，其 中，

配置模块 ，用于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 同一主备切换表 ；

重路 由模块 ，用于检 测主路径 的状 态是 否正常 ，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

生故障时，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将所述隧道默认业务和所述其他业务切

换到选定的备路径上。

进一步地 ，所述配置模块具体用于，在 隧道建立过程 中，创建所述 隧

道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以 及 主备切换表 ； 当所述隧道

承载其他业务时，创建相应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

所述隧道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与所述相应业务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

表共 同索引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

进一步地 ，当所述主备切换表 包含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时，

所述重路 由模块具体 包括：检 测单元和查询转发单元 ，其 中，

所述检 测单元 ，用于检 测主路径 的状 态是否正常 ，当确认所述主路径

发生故障时，设 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

所述查询转发单元 ，用于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



数据 时，通过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 下一跳主路径或者下一跳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进一步地 ，当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包括主备切换表 索引、下一跳主

路径信 息和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时，所述查询转发单元具体用于，在接 收到

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数据 时，找到该项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

表 ，并根据所述业务转发表 索引到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根据所述下

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主备切换表 索引找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根据所述主备

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确定从主路径还是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

果确定从主路径转发 ，则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进一步根据所述主备

切换表 中的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相应 的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

本发 明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 明通过配置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使用 同一个主备切换表项 ，实现

了所有业务在性能要 求范围内快速切换到隧道备路径上更快速地切换到备

路径上。

本发 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 随后 的说 明书中阐述 ，并且 ，部分的从

说 明书中变得显 而易见 ，或者通过 实施本发 明而 了解 。本发 明的 目的和其

他优点可通过在所写的说 明书、权利要 求书、以 及 附 图中所特别指 出的结

构来实现和获得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的主要 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中，隧道与其所承载业务的转发

关系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中，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的结构示

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实现快速重路由的方法中，隧道进行切换配置的

流程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实现快速重路由的方法中，隧道进行切换处理的

流程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实现快速重路由的方法中，MPLS TE 隧道承载的

业务实现快速切换的流程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现快速重路由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来具体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其中，附图构成本申

请一部分，并与本发明的实施例一起用于阐释本发明的原理。为了清楚和

简化 目的，当其可能使本发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时，将省略本文所描述的器

件中已知功能和结构的详细具体说明。

首先结合附图 1到附图 6 对本发明所述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如图 1所示，图 1为本发明实现快速重路由的方法的主要流程示意图，

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101 : 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同一主备切换表。

本步骤具体来讲包括：在某隧道建立过程中，需要控制层面创建该隧

道对应的转发表、该隧道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以及主备切换表；除了

该隧道建立时承载的默认业务外，该隧道还可以承载其他业务，当该隧道

承载其他业务时，相应业务创建对应的业务转发表以及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如图 2 所示，图 2 为隧道与其所承载业务的转发关系示意图，其中，

隧道对应的转发表中包含该隧道建立时承载的默认业务的各个表项，并且

由于需要隧道承载的默认业务不同，隧道对应的转发表也可能有所不同，

例如，某隧道承载的默认业务为 IP 业务，则该隧道对应的转发表为 IP地址

表；如图 3 所示，图 3 为下一跳主备信息表的结构示意图，隧道对应的下



一跳主备信息表 中包含隧道默认业务的下一跳主路径信息、下一跳备路径

信息、主备切换表索引，其中，主路径信息有一个，备路径信息可以有一

个或多个，每个主路径信息或者备路径信息又分别包括下一跳路径、出口

封装信息等，主备切换表索引使用的是主备切换表的表项；同时，隧道对

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中主备切换表 中包含有主备选择标志和备路径选择

信息，用于在转发数据过程 中，通过查询主备切换表 中的主备选择标志，

决定从主路径还是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从备路径转发 ，进一步根据

主备切换表中的备路径选择信息来选择其中的某一条备路径进行转发；

隧道除了承载默认业务外，还可以承载一项或多项其他业务，相应业

务创建对应的业务转发表以及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由于需要该隧道承载的

其他业务不同，不同业务的业务转发表也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可以为 MAC

表、路由表、标签表、IP 地址表等；如图 3 所示，相应业务对应的下一跳

主备信 息表 的结构与隧道默认业务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的结构类似

( 具体表项内容有所不同），包含下一跳主路径信息、备路径信息、主备切

换表索引，其中，主路径信息有一个，备路径信息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每

个主路径信息或者备路径信息又分别包括下一跳路径、出口封装信息等；

同时，相应业务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中还 包含有主备切换表索引，该

主备切换表索引使用的同样是隧道创建的主备切换表的表项。

步骤 102: 当隧道检测到主路径发生故障时，控制层面设置隧道所创建

主备切换表的主备选择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息，将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

务都快速地切换到备路径上。

由于该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在转发时，查询的是 同一个主备切换表的

表项，这样的实现方法保证 了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都能在性能要求范围内

实现快速切换，并且极大地减轻了控制层面的负担。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以 1: 1 路径保护方式的流量工程 （MPLS

TE, Traffic Engineering ) 隧道为实施例进行具体说明。



如图 4 所示，图 4 为隧道进行切换配置的流程示意图，具体可以包括

如下步骤：

步骤 401 : 建立 MPLS TE 隧道主路径、备路径，关联形成 FRR;

步骤 402：创建 MPLS TE 隧道对应的业务转发表、隧道对应的下一跳主

备信息表，以及 主备切换表；

步骤 403: 配置其他业务，比如：L 2 层虚拟专用网络 （VPN ) 业务、L 3

层 VPN 业务等；

步骤 404: 分别创建其他每项业务对应的转发表、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将相应业务的下一跳主路径信息和备路径信息保存在该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对应的表项中；

步骤 405: 在其他每项业务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中保存 MPLS TE 隧

道创建的主备切换表索引；

步骤 406: 配置结束。

如图 5 所示，图 5 为隧道进行切换处理的流程示意图，具体可以包括

如下步骤：

步骤 501 : 转发层面通过链路检测方法 （比如 BFD 检测等 )检测 MPLS

TE 隧道主路径状态；

步骤 502: 判断 MPLS TE 隧道主路径的状态是否正常，如果有故障，

则执行步骤 503; 否则，返回步骤 501 ;

步骤 503: 设置 MPLS TE 隧道创建的主备切换表中的主备切换标志和

备路径选择信息，进行 MPLS TE 隧道主、备路径切换。

如图 6 所示，图 6 为 MPLS TE 隧道承载的业务实现快速切换的流程示

意图，具体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601 : 交换机接收到 MPLS TE 隧道承载的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

业务传输的数据；

步骤 602: 才艮据该数据的相关信息 （MAC 地址、IP 地址等 ）找到相应



的业务转发表，返回业务转发表中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索引；

步骤 603: 根据下一跳主备信息表索引找到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

返回该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息、下一跳备路径信息，以

及主备切换表索引；

步骤 604: 根据主备切换表索引查询到主备切换表，返回主备切换表中

的主备选择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息；

步骤 605~ 步骤 607: 判断主备选择标志是否置位 ，如果 已置位 ，则执

行步骤 606, 即选择步骤 603 返回的下一跳主路径信息，并进入步骤 608;

否则，执行步骤 607, 即进一步根据步骤 603 返回的备路径选择信息选择其

中的一个下一跳备路径信息，并进入步骤 608;

步骤 608: 根据下一跳主路径信息或下一跳备路径信息中的出口封装信

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转发至相应的下一跳设备。

下面结合附图 7 对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装置进行详细说明。

如图 7 所示，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具体可以

包括：配置模块和重路 由模块，其中，

配置模块，用于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同一主备切换表；

具体用于，配置模块在隧道建立过程 中，创建隧道对应的业务转发表 、下

一跳主备信息表 ，以及 主备切换表；当隧道承载其他业务时，创建相应业

务对应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息表；隧道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

与相应业务对应的下一跳主备信息表共 同索引到主备切换表。

重路 由模块，用于检测主路径的状态是否正常，当确认主路径发生故

障时，设置主备切换表 ，将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切换到选定的备路径

上。所述主备切换表 包含：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息，此时重路 由

模块具体可以包括：检测单元和查询转发单元，其中，

检测单元，用于检测主路径的状态是否正常，当确认主路径发生故障

时，设置主备切换表中的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息；



查询转发单元 ，用于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 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数据

时，通过查询主备切换表 中的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 下一跳

主路径或者下一跳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包括 ：主备切换表 索引、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和

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此时查询转发单元具体可以用于，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

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数据 时，找到该项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并根

据业务转发表 索引到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根据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

的主备切换表 索引找到主备切换表 ，根据主备切换表 中的主备切换标志确

定从主路径还是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主路径转发 ，则根据 下

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在确定从备路

径进行数据转发 时，进一步根据主备切换表 中的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相应

的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中，隧道通过一些故 障检 测方法，比如双向转发检

测 （BFD, 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 技术等检 测链路状态，当主

路径发生故障时，触发 隧道发生切换 ，控制层 面只需要设 置隧道所创建主

备切换表 的主备选择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那 么该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

在转发 时，查询 的是 同一个主备切换表 项 ，从 而实现 了所有业务都更快速

地切换到备路径上 ，保证 了隧道承载的所有业务都能在性能要 求范围内实

现快速切换 ，并且极 大地减轻 了控制层 面的负担 。

以 上 所述 ，仅为本发 明较佳 的具体 实施 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

不局 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可轻 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

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 求书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书

1、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 、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 同一主备切换表 ；

B 、检 测主路径的状 态是否正常，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故障时，查询

所述主备切换表 ，将所述隧道默认业务和所述其他业务切换到选定的备路

径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A 具体 包括：

在 隧道建立过程 中，创建所述隧道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以 及 主备切换表 ； 当所述隧道承载其他业务时，创建相应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所述隧道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与

所述相应业务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共 同索引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主备切换表

包含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时，所述步骤 B 具体 包括：

B l 、所述隧道检 测主路径 的状 态是否正常 ，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故

障时，设 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

B 2、交换机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的数据 时，通过

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 下一跳

主路径或者下一跳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

表 包括主备切换表 索引、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和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时，所述

步骤 B 2 具体 包括：

B21 、交换机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的数据 时，找到

该项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并根据所述业务转发表 索引到对应 的下一跳

主备信 息表 ；

B22 、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主备切换表 索引找到所述主备切



换表 ，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确定从主路径还是备路

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主路径转发 ，则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相应 的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进

行数据转发 。

5、一种 实现快速重路 由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配置模块和重路

由模块 ，其 中，

配置模块 ，用于配置隧道默认业务和其他业务使用 同一主备切换表 ；

重路 由模块 ，用于检 测主路径 的状 态是 否正常 ，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

生故障时，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将所述隧道默认业务和所述其他业务切

换到选定的备路径上。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置模块具体用于，

在隧道建立过程 中，创建所述隧道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

以 及 主备切换表 ； 当所述隧道承载其他 业务时，创建相应业务对应 的业务

转发表 、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所述隧道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与所述相

应业务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共 同索引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

7、根据权利要求 5 或 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主备切换表

包含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时，所述重路 由模块具体 包括 ：检 测

单元和查询转发单元 ，其 中，

检 测单元 ，用于检 测主路径 的状 态是否正常 ，当确认所述主路径发生

故障时，设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

查询转发单元 ，用于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 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数据

时，通过查询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和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

择 下一跳主路径或者下一跳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当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

表 包括主备切换表 索引、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和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时，所述



查询转发单元具体用于，在接 收到隧道默认业务或者其他业务传输 的数据

时，找到该项业务对应 的业务转发表 ，并根据所述业务转发表 索引到对应

的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根据所述下一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主备切换表 索引找

到所述主备切换表 ，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所述主备切换标志确定从主

路径还是备路径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主路径转发 ，则根据所述下一

跳主备信 息表 中的下一跳主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如果确定从备路径进

行数据转发 ，进一步根据所述主备切换表 中的备路径选择信 息选择相应 的

下一跳备路径信 息进行数据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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