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259241.8

(22)申请日 2014.06.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9355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9.23

(30)优先权数据

14382099.1 2014.03.21 EP

14/251,323 2014.04.11 US

(73)专利权人 瞻博网络公司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J·安迪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11256

代理人 王茂华　辛鸣

(51)Int.Cl.

H04L 12/701(2013.01)

(56)对比文件

CN 101529825 A,2009.09.09,

CN 102138136 A,2011.07.27,

US 2013003740 A1,2013.01.03,

US 2010291943 A1,2010.11.18,

US 8369345 B1,2013.02.05,

US 8675488 B1,2014.03.18,

审查员 李星星

 

(54)发明名称

可选择的服务节点资源

(57)摘要

本发明的各实施例涉及可选择的服务节点

资源。在一个示例中，一种方法包括：由服务节点

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建立伪接线的请求，伪接线

将用于向服务节点发送订户流量以用于在服务

节点向订户流量应用服务；并且响应于接收请

求，从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请

求消息对订户认证和指派服务节点的将伪接线

锚定到的转发部件二者进行请求。该方法还包

括：由服务节点从中央服务器接收响应于请求消

息的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

指示服务节点的、服务节点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

的转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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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提供服务的方法，包括：

由服务节点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建立伪接线的请求，所述伪接线将用于从所述接入节

点向所述服务节点发送订户流量以用于在所述服务节点处向所述订户流量应用服务；

响应于接收所述请求，从所述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对

以下二者进行请求：订户认证、以及指派所述服务节点的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

由所述服务节点从所述中央服务器接收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的认证消息，其中所述认

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服务节点应当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的

转发部件；

响应于接收所述认证消息，自动建立在所述接入节点与所述服务节点之间的所述伪接

线；并且

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由所述认证消息指示的所述转发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服务节点向所述中央服务器发送用于通报服务资源信息的路由协议消息，其中

所述服务资源信息包括指定所述服务节点的多个转发部件中的每个转发部件的容量的信

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发送路由协议消息包括发送边界网关协议(BGP)更

新消息，其中所述服务资源信息被包括作为所述BGP更新消息的网络层可达性信息(NLRI)。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接收所述认证消息之后，由所述服务节点向所

述中央服务器发送第二路由协议消息以通报更新的服务资源信息，所述更新的服务资源信

息指定所述多个转发部件中的至少一个转发部件的、基于所述服务节点应当将所述伪接线

锚定到的所述转发部件的指示而被更新的所述容量。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认证消息具有从组选择

的一个或者多个性质，所述组包括：所述认证消息包括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RADIUS)消

息，其中在所述RADIUS消息的销售商专属属性(VSA)中包括所述转发部件的所述指示；并且

其中所述认证消息指定所述转发部件作为主转发部件并且还指定用于在所述主转发

部件不可用的情况下使用的后备转发部件。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来自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请

求指定被请求指派的所述转发部件的一个或者多个需要的特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需要的特性包括需要向所述订户流量应用的

服务类型。

8.一种用于提供服务的方法，包括：

在中央服务器处从网络设备接收请求，所述请求对以下二者进行请求：订户认证、以及

指派网络中的多个服务节点中的一个服务节点，对于所述网络建立在接入节点与所述多个

服务节点中的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之间的作为目标的标签分发协议(LDP)会话以用于传送

订户流量；

响应于接收所述请求，由所述中央服务器基于包含与所述多个服务节点关联的服务资

源信息的服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服务节点；并且

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从所述中央服务器向所述请求网络设备输出认证消息，其中所述

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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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中央服务器从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接收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对以下二者进

行请求：订户认证、以及指派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的多个转发部件中的将伪接线锚定到的

一个转发部件；

由所述中央服务器响应于接收所述请求基于所述服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所述多个转发

部件中的一个转发部件；其中所述服务选择数据库包括与所述多个转发部件关联的服务资

源信息；并且

由所述中央服务器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向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输出认证消息，其中所

述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服务节点应当将所述伪接线锚定

到的指派的所述转发部件。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者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网络设备是从组选择的一个或者多个

网络设备，所述组包括：

所述接入节点，其中接收所述请求包括响应于所述接入节点检测到将供应的新订户线

路从所述接入节点接收所述请求；以及所述服务节点，其中接收所述请求包括响应于所述

服务节点从所述接入节点接收发起设立所述作为目标的LDP会话的请求从所述服务节点接

收所述请求。

11.根据权利要求8或者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请求指定被请求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

的一个或者多个需要的特性。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需要的特性包括需要向订户流量应用的服

务类型。

13.根据权利要求8或者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从组选择的一项或者多项，所述组包括：

由所述中央服务器通过核实用户简档数据库中的订户证书来执行订户认证；

从所述多个服务节点中的每个服务节点接收路由协议消息，其中所述路由协议消息中

的每个路由协议消息通报关于相应服务节点的服务资源信息；并且

基于接收的所述路由协议消息的所述服务资源信息更新所述服务选择数据库；并且

在指派所述服务节点之后，更新所述服务选择数据库以反映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指

派。

14.一种服务节点，包括：

基于硬件的处理器；

多个转发部件；

接口，所述接口可操作为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建立伪接线的请求，所述伪接线将用于

从所述接入节点向所述服务节点发送订户流量以用于在所述服务节点处向所述订户流量

应用服务；

服务资源选择模块，所述服务资源选择模块可由所述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接收所述请

求从所述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对以下二者进行请求：订户

认证、以及指派所述服务节点的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并且从所述中央服务器

接收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的认证消息，其中所述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所述多个

转发部件中的、所述服务节点应当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以及

路由部件，所述路由部件可操作为响应于接收所述认证消息自动建立在所述接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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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服务节点之间的所述伪接线；并且将所述伪接线锚定到由所述认证消息指示的所述

转发部件。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服务节点，其中所述路由部件可操作为向所述中央服务器

发送用于通报服务资源信息的路由协议消息，其中所述服务资源信息包括指定所述服务节

点的多个转发部件中的每个转发部件的容量的信息。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服务节点，其中所述路由协议消息包括边界网关协议(BGP)

更新消息，其中所述服务资源信息被包括作为所述BGP更新消息的网络层可达性信息

(NLRI)和/或其中来自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请求指定被请求指派的所述转发部件的一个或

者多个需要的特性，其中所述需要的特性包括需要向所述订户流量应用的服务类型。

17.一种中央服务器，包括：

基于硬件的处理器；

接口，所述接口可操作为从网络设备接收请求，所述请求对以下二者进行请求：订户认

证、以及指派网络中的多个服务节点中的一个服务节点，对于所述网络建立在接入节点与

所述多个服务节点中的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之间的作为目标的标签分发协议(LDP)会话以

用于传送订户流量；

服务资源模块，所述服务资源模块可由所述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接收所述请求基于包

含与所述多个服务节点关联的服务资源信息的服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服务节点；以及

授权模块，所述授权模块可由所述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从所述中央服务

器向请求网络设备输出认证消息，其中所述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指派的所述服

务节点。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中央服务器，

其中所述接口可操作为从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接收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对以下二

者进行请求：订户认证、以及指派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的多个转发部件中的将伪接线锚定

到的一个转发部件，其中所述服务资源模块可操作为响应于接收所述请求基于所述服务选

择数据库指派所述多个转发部件中的一个转发部件，其中所述服务选择数据库包括与所述

多个转发部件关联的服务资源信息，并且

其中所述授权模块可操作为响应于所述请求消息向指派的所述服务节点输出认证消

息，其中所述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所述服务节点的、所述服务节点应当将所述

伪接线锚定到的指派的所述转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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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服务节点资源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对提交于2014年3月21日的欧洲专利申请第EP14382099.1号和提交于

2014年4月11日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4/251,323号的优先权，每份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

引用而结合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内容涉及基于分组的计算机网络，并且更特别地涉及在计算机网络内转发

分组。

背景技术

[0004] 计算机网络由节点集合和将一个节点链接到另一节点的链路集合组成。例如，计

算机网络可以由路由器集合组成，而链路集合可以是在路由器之间的线缆。当在网络中的

第一节点向网络中的第二节点发送消息时，消息可以穿过许多链路和许多节点。消息在从

第一节点向第二节点行进之时穿过的链路和节点被称为路径。

[0005] 基于分组的计算机网络日益增加地利用标签交换协议以用于流量工程和其它目

的。在标签交换网络中，标签交换路由器(LSR)使用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信号接发协议以

建立标签交换路径(LSP)。LSR利用MPLS协议以从下游LSR接收MPLS标签映射以及向上游LSR

通报MPLS标签映射。在LSR从上游路由器接收MPLS分组时，它根据在它的转发表中的信息交

换MLPS标签并且向适当下游LSR转发分组。

[0006] MPLS可以被部署于核心和聚合网络中并且为大型网络提供成熟和稳定的基础。

MPLS也可以被使用于接入网络(如例如移动或者数字订户线(DSL)回程网络)中。MPLS被使

用于两个不同层上：传送层和服务层(例如，用于MPLS虚拟专用网络(VPN))。在两种情况下，

协议和封装是相同的，但是使用MPLS尤其在涉及信号接发、控制平面、供应、可伸缩性和更

新频率时不同。在服务层上，仅交换服务专属信息，并且每个服务可以潜在地部署自己的架

构和个别协议。服务在传送层上面运行。

[0007] 无缝MPLS网络是如下网络，在该网络中基于MPLS完成分组在网络内从分组进入网

络的时间直至它离开网络为止的所有转发。无缝MPLS的动机是提供一种在完全集成接入、

聚合和核心网络的单个MPLS平台上支持广泛多种不同服务的架构。该架构可以用于居民服

务、移动回程、企业服务并且支持快速再路由、冗余性和负荷平衡。无缝MPLS提供部署可以

在网络中实质上任何处的服务创建点，从而为网络和服务提供者支持灵活服务和服务创

建。可以基于现有要求完成服务创建而无需在固定位置上的专用服务创建区域。有了无缝

MPLS的灵活性，可以在网络中任何处完成并且在不同位置之间容易地移动服务创建。

发明内容

[0008] 一般而言，本公开内容描述用于在网络中提供动态地可选择的服务资源的技术。

例如，服务节点可以通过向中央数据贮存库发送服务资源信息来向网络中的其它设备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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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服务资源和能力，包括它们的服务资源的利用水平。在一个示例中，路由协议被扩展

成允许经由路由更新消息通报服务资源信息。此外，服务节点可以通过随着服务资源被消

耗或者释放而发送进一步更新消息来更新这一信息。在一些示例中，中央服务器设备可以

确定向请求网络设备指派哪个服务资源。无论哪个网络单元被配置为基于服务选择数据库

做出判决都具有对该信息的访问并且可以做出适当选择，如比如选择哪个服务节点用于与

接入节点的会话、在服务节点内的哪个PFE用于锚定伪接线与接入节点、如果需要后备则哪

个服务节点用作后备或者哪个PFE用作后备。

[0009] 在一个示例方面中，一种方法包括：由服务节点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建立伪接线

的请求，伪接线将用于从接入节点向服务节点发送订户流量以用于在服务节点处向订户流

量应用服务；并且响应于接收请求，从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对订

户认证和指派服务节点的将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二者进行请求。该方法还包括：由服

务节点从中央服务器接收响应于请求消息的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

示服务节点的、服务节点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响应于接收认证消息，自动建立

在接入节点与服务节点之间的伪接线；并且将伪接线锚定到由认证消息指示的转发部件。

[0010] 在另一示例方面中，一种方法包括：在中央服务器处从网络设备接收请求，该请求

对订户认证和指派网络中的多个服务节点中的一个服务节点二者进行请求，对网络建立在

接入节点与多个服务节点中的指派的服务节点之间的作为目标的标签分发协议(LDP)会话

以用于传送订户流量；并且响应于接收请求，由中央服务器基于包含与多个服务节点关联

的服务资源信息的服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服务节点。该方法还包括：响应于请求消息从中央

服务器向请求网络设备输出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指派的服务节

点。

[0011] 在另一示例方面中，一种服务节点网络设备包括：基于硬件的处理器；接口，该接

口可操作为从网络设备接收请求，该请求对订户认证和指派网络中的多个服务节点中的一

个服务节点二者进行请求，对网络建立在接入节点与多个服务节点中的指派的服务节点之

间的作为目标的标签分发协议(LDP)会话以用于传送订户流量；服务资源模块，该服务资源

模块可由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接收请求基于包含与多个服务节点关联的服务资源信息的

服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服务节点；以及授权模块，该授权模块可由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请求

消息从中央服务器向请求网络设备输出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指

派的服务节点。

[0012] 在又一示例方面中，一种中央服务器包括：基于硬件的处理器；接口，该接口可操

作为从网络设备接收请求，该请求对订户认证和指派网络中的多个服务节点中的一个服务

节点二者进行请求，对网络建立在接入节点与多个服务节点中的指派的服务节点之间的作

为目标的标签分发协议(LDP)会话以用于传送订户流量；以及服务资源模块，该服务资源模

块可由处理器操作以响应于接收请求基于包含与多个服务节点关联的服务资源信息的服

务选择数据库指派服务节点。该中央服务器还包括：授权模块，该授权模块可由处理器操作

以响应于请求消息从中央服务器向请求网络设备输出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认订户认

证并且指示指派的服务节点。

[0013] 在又一示例方面中，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如下指令，这些指令用于使可

编程处理器：在服务节点处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建立伪接线的请求，伪接线将用于从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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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向服务节点发送订户流量以用于在服务节点处向订户流量应用服务；并且响应于接收

请求，从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对订户认证和指派服务节点的将

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二者进行请求。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还包括如下指令，这些指

令用于使可编程处理器：从中央服务器接收响应于请求消息的认证消息，其中认证消息确

认订户认证并且指示服务节点的、服务节点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响应于接收

认证消息，自动建立在接入节点与服务节点之间的伪接线；并且将伪接线锚定到由认证消

息指示的转发部件。

[0014] 本公开内容的技术可以提供一个或者多个优点。例如，在一些示例方面中，这里描

述的技术可以允许接入节点和服务节点利用在它们本身与中央服务器之间被执行的授权

过程以获得服务资源的智能指派。

[0015] 本公开内容的技术也可以允许自动化在服务分配决定已经发生之后建立在接入

节点与确定的服务节点之间的连通的过程。许多自动检测或者自动创建特征已经被开发用

于保证无需订户或者服务配置，从而使得服务节点(例如，宽带网络网关(BNG))为“零接

触”。有了基本配置并且在接收客户流量(例，如检测到虚拟局域网(VLAN)上的活动)时，

VLAN可以使用从中央服务器14上的AAA接收的信息被动态地认证和创建，并且因此是动态

订户接口。在服务节点情况下，有可能需要创建的用于朝着接入节点(例如，伪接线)的信号

接发会话的新实体。此外，由于无缝MPLS架构的性质，可以预先未知或者未确定哪个服务节

点应当服务于具体接入节点，因为这是这一操作模式的性质。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给予用于

基于任何标准选择服务节点(例如，被集中用于具体服务的新服务节点)而维持操作的零接

触方面的灵活性。

[0016] 在附图和以下描述中阐述一个或者多个示例的细节。其它特征、对象和优点将从

描述和附图以及从权利要求中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图示根据这里描述的技术的示例网络系统的框图。

[0018] 图2是图示被配置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操作的示例接入节点网络设备的框

图。

[0019] 图3是图示被配置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操作的示例服务节点(SN)网络设备的

框图。

[0020] 图4是图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示例中央服务器网络设备的框图。

[0021] 图5是图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中央服务器网络设备的示例操作模式的流程

图。

[0022] 图6和图7是图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网络设备的示例操作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图1是图示根据这里描述的技术的示例网络系统的框图。图1的示例网络系统包括

作为专用网络操作以向订户设备16提供基于分组的网络服务的服务提供者网络2。也就是

说，服务提供者网络2为订户设备16提供网络接入的认证和建立，从而使得订户设备可以开

始与公用网络12交互数据分组，公用网络12可以是基于分组的内部或者外部网络，比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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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网。

[0024] 在图1的示例中，服务提供者网络2包括经由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和网关8提供与

公用网络12的连通的接入网络6(“接入网络6”)。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和公用网络12提供

可用于由订户设备订户设备16请求和使用的基于分组的服务。作为示例，核心网络7和/或

公用网络12例如可以提供批量数据递送、网际协议语音(VoIP)、网际协议电视(IPTV)、短消

息接发服务(SMS)、无线应用协议(WAP)服务或者客户专属应用服务。分组数据网络12例如

可以包括局域网(LAN)、广域网(WAN)、因特网、虚拟LAN(VLAN)、企业LAN、第3层虚拟专用网

络(VPN)、由操作接入网络6的服务提供者操作的网际协议(IP)内部网、企业IP网络或者其

某个组合。在各种实施例中，公用网络12连接到公用WAN、因特网或者连接到其它网络。分组

数据网络12执行一个或者多个分组数据协议(PDP)(比如IP(IPv4和/或IPv6)、X.25或者点

到点协议(PPP))以支持公用网络12服务的基于分组的传送。

[0025] 服务设备16经由接入网络6连接到网关8以接收与用于由订户设备16托管的应用

的订户服务的连通。订户例如可以代表企业、居民订户或者移动订户。订户设备16例如可以

是与订户关联的个人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或者其它类型的计算设备。此外，订户设备16可

以包括经由无线电接入网络(RAN)4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2的数据服务的移动设备。示例移

动订户设备包括移动电话、例如具有3G无线卡的膝上型计算机或者台式计算机、具有无线

能力的上网本、视频游戏设备、寻呼机、智能电话、个人数据助理(PDA)等。订户设备16中的

每个订户设备可以运行多种软件应用，比如字处理和其它办公支持软件、web浏览软件、用

于支持语音呼叫的软件、视频游戏、视频会议和电子邮件以及其它软件应用。订户设备16经

由包括有线和/或无线通信链路的接入链路15连接到接入网络6。如这里所用，术语“通信链

路”包括任何形式的有线或者无线传送介质，并且可以包括中间节点，比如网络设备。接入

链路5中的每个接入链路例如可以包括不对称DSL网络、WiMAX、T-1线路、综合服务数字网络

(ISDN)、有线以太网或者蜂窝无线电链路的方面。

[0026] 网络服务提供者操作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租赁接入网络6的单元以提供在订户设备

16与网关8之间的分组传送。接入网络6代表如下网络，该网络聚合来自一个或者多个订户

的数据流量以用于向/从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传送。接入网络6包括网络节

点，这些网络节点执行通信协议以传送控制和用户数据以有助于在订户设备16与网关8之

间的通信。接入网络6可以包括宽带接入网络、网络、无线LAN、公用交换电话网络(PSTN)或

者其它类型的接入网络，并且可以包括蜂窝接入网络(比如图1的无线电接入网络(RAN)4)

或者以其它方式为这些蜂窝接入网络提供连通。示例包括如下网络，这些网络符合通用移

动电信系统(UMTS)架构、被称为长期演进(LTE)的UMTS演进、由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ETF)标

准化的移动IP以及由第3代伙伴项目(3GPP)、第3代伙伴项目2(3GPP/2)和全球微波接入互

操作性(WiMAX)论坛提出的其它标准。

[0027] 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下文称为“核心网络7”)向附着到接入网络6的订户设备16

赋予基于分组的连通以用于接入公用网络12。核心网络7可以代表由服务提供者拥有和操

作的用于互连可以包括接入网络6的多个网络的公用网络。核心网络7可以实施多协议标签

交换(MPLS)转发并且在这样的实例中可以被称为MPLS网络或者MPLS主干。在一些实例中，

核心网络7代表赋予来自一个或者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多个服务的自治系统，比如因特网。公

用网络12可以代表例如由客户边缘设备(比如客户边缘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耦合到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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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7的边缘网络。公用网络12可以包括数据中心。

[0028] 在网络2的包括有线/宽带接入网络的示例中，网关8例如可以代表宽带网络网关

(BNG)、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BRAS)、MPLS提供者边缘(PE)路由器、核心路由器或者网关或

者线缆调制解调器终结系统(CMTS)。在网络2的包括作为接入网络6的蜂窝接入网络的示例

中，网关8可以代表移动网关，例如，网关通用分组无线电服务(GPRS)服务节点(GGSN)、接入

网关(aGW)或者分组数据网络(PDN)网关(PGW)。在其它示例中，关于网关8描述的功能可以

被实施于交换机、服务卡或者其它网络单元或者部件中。在一些示例中，网关8可以本身是

服务节点。

[0029] 监管网络2的至少部分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向与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的设备

(例如，订户设备16)关联的订户赋予服务。赋予的服务例如可以包括传统因特网接入、网际

协议语音(VoIP)、视频和多媒体服务以及安全服务。如以上关于接入网络6描述的那样，核

心网络7可以支持连接到服务提供者网络接入网关以提供对赋予的服务的接入的多个类型

的接入网络基础设施。在一些实例中，网络系统可以包括附着到具有可变架构的多个不同

接入网络16的订户设备16。

[0030] 一般而言，订户设备16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多个订户设备可以通过向网关8发送会

话请求来请求授权和数据服务。网关8转而可以接入中央服务器14以认证请求网络接入的

订户设备。中央服务器14可以包括如以下进一步具体描述的认证、授权和记账(AAA)服务器

的功能。一旦被认证，则订户设备16中的任何订户设备可以朝着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发送

订户数据流量以便接入和接收由公用网络12提供的服务，并且这样的分组可以作为至少一

个分组流的部分穿越网关8。

[0031] 图1中所示的流26代表来自任何一个或者多个订户设备16并且被向公用网络12指

引的一个或者多个上游分组流。术语“分组流”、“流量流”或者简单地是“流”指代从特定源

设备始发并且被向特定目的地设备发送的分组集合。在上游(以订户设备16之一为源)或者

下游(以订户设备16之一为目的地)方向上的单个分组流例如可以由5元组标识：<源网络地

址、目的地网络地址、源端口、目的地端口、协议>。这个5元组一般标识接收的分组对应于的

分组流。n元组指代从5元组抽取的任何n项。例如，用于分组的2元组可以指代用于分组的<

源网络地址、目的地网络地址>或者<源网络地址、源端口>的组合。另外，订户设备16可以在

向服务提供者网络2认证并且建立用于接收数据服务的通信会话时始发多个分组流。

[0032] 如这里描述的那样，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包括服务节点10A-10C。服务节点中的

每个服务节点例如可以代表宽带网络网关(BNG)、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BRAS)、MPLS提供者

边缘(PE)路由器、核心路由器、网关路由或者线缆调制解调器终结系统(CMTS)。在网络2的

包括作为接入网络6的蜂窝接入网络的示例中，服务节点10A-10C中的每个服务节点可以代

表移动网关，例如，网关通用分组无线电服务(GPRS)服务节点(GGSN)、接入网关(aGW)或者

分组数据网络(PDN)网关(PGW)。在其它示例中，关于服务节点10A-10C中的每个服务节点描

述的功能可以被实施于交换机、服务卡或者其它网络单元或者部件中。

[0033] 如这里描述的那样，服务提供者网络还包括服务复合体9，服务复合体9具有为网

络服务提供执行环境的服务节点10D-10N的群集。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10D-10N中的每

个服务节点代表服务实例。总体地，服务节点10D-10N这里被称为“服务节点10”。服务节点

10中的每个服务节点可以应用一个或者多个服务。作为示例，服务节点10可以应用分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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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火墙和安全服务、载体级网络地址转译(CG-NAT)、介质优化(语音/视频)、IPSec/VPN服

务、深度分组检查(DPI)、HTTP过滤、计数、记账、收费和/或负载平衡或被应用于网络流量的

其它类型的服务。

[0034] 虽然被图示为可以代表数据中心的服务复合体9的部分，但是服务节点10D-10N例

如可以是由核心网络7的一个或者多个交换机或者虚拟交换机耦合的网络设备。在一个示

例中，服务节点10D-10N中的每个服务节点可以在虚拟计算环境中作为虚拟机运行。另外，

计算环境可以包括一般计算设备(比如基于x86处理器的服务器)的可伸缩群集。作为另一

示例，服务节点10D-10N可以包括通用计算设备和专用装置的组合。如被虚拟化的那样，由

服务节点10D-10N提供的个别网络服务可以恰如在现代数据中心中一样通过分配虚拟化的

存储器、处理器利用、存储和网络策略以及水平地通过添加附加负载平衡的虚拟机来伸缩。

[0035] 如图1中所示，网关8可以通过由服务节点10D-10N提供的定义的服务集导引订户

分组流26。也就是说，在一些示例中，可以通过由服务节点10D-10N提供的服务的特定有序

组合转发每个订户服务流，每个有序集合这里被称为“服务链”。在图1的示例中，一个或者

多个订户分组流26沿着第一服务链28A被指引并且因此按照该顺序接收由服务节点10F、

10E和10N应用的服务。相似地，一个或者多个订户分组流26沿着第二服务链28B被指引并且

因此接收由服务节点10D、10E和10N应用的服务。在其它示例中，可以沿着包括服务节点10

中的任何服务节点的服务链指引订户分组流26。

[0036] 以这一方式，订户流26可以根据由服务提供者配置的服务链由服务节点10处理作

为在接入网络6与公用网络12之间的分组流。在所图示的示例中，服务链28A根据列举的排

序标识服务节点10F、10E和10N的有序集合。服务链28B标识服务节点10D、10E和10N的有序

集合。因而，根据服务链28A被处理的分组流26遵从服务路径，该服务路径穿越服务节点

10F、10E并且最终穿越作为用于服务链28A的终端节点的服务节点10N。特定服务节点10可

以支持多个服务链。在这一示例中，服务节点10E支持服务链28A、28B二者。

[0037] 一旦在服务链的终端节点(即用于向沿着特定服务路径流动的分组应用服务的最

后服务节点10)处被处理，则终端节点可以向网关8指引回流量以用于进一步处理和/或向

公用网络12转发。例如，流量工程服务路径可以以网关8作为开始和终结。

[0038] “服务链”定义一个或者多个服务，该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将按照特定顺序被应用用

于提供复合服务以用于应用于绑定至服务链的分组流，而“服务隧道”或者“服务路径”指代

由服务链处理的分组流采用的逻辑和/或物理路径以及用于根据服务链排序转发分组流的

转发状态。每个服务链可以与相应服务隧道关联，并且与每个订户设备16关联的分组流根

据与相应订户关联的服务简档沿着服务隧道流动。被表示为服务链28A、28B的箭头图示由

向服务链28A或者28B映射的分组流采用的相应路径。例如，给定的订户可以与特定服务简

档关联，该服务简档转而被映射到与服务链28A关联的服务隧道。相似地，另一订户可以与

不同服务简档关联，该服务简档转而被映射到与服务链28B关联的服务隧道。在一些示例

中，网关8可以在认证和建立用于订户的接入会话之后沿着适当服务隧道指引用于订户的

分组流，由此使服务复合体9为给定的订户应用必需有序服务。

[0039] 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10可以使用内部配置的转发状态来实施服务链28A、28B，

该转发状态沿着服务链28A、28B指引分组流的分组以用于根据服务节点10的标识的集合处

理。这样的转发状态可以指定用于使用网络隧道(比如网际协议(IP)或者通用路由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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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隧道)或者通过使用虚拟局域网(VLAN)、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技术等在服务节点10

之间隧道传输的隧道接口。在一些实例中，互连服务节点10的实际或者虚拟交换机、路由器

或者其它网络单元可以被配置为根据服务链28A、28B向服务节点10指引分组流。

[0040] 在一些示例中，中央服务器14可以是软件定义的联网(SDN)控制器，该SDN控制器

提供用于配置和管理服务提供者网络2的路由和交换基础设施(例如，网关8、核心网络7和

服务节点10)的高级别控制器。在一些实例中，中央服务器14管理虚拟机在附加值服务复合

体9的操作环境内的部署。例如，中央服务器14可以与网关8交互以指定服务链28A、28B信

息。例如，由中央服务器14提供的服务链信息可以指定由服务节点10提供的附加值服务的

任何组合和排序、用于沿着服务路径用隧道传输或者以其它方式传送(例如，MPLS或者IP隧

道)分组流的流量工程信息(例如，标签或者下一跳跃)、速率限制、服务类型(TOS)标记或者

分组分类器，这些分组分类器指定用于匹配分组流与特定服务链28A或者28B的标准。在通

过引用将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提交于2013年6月5日的PCT国际专利申请PCT/US13/44378

中描述的SDN控制器的进一步示例细节。

[0041] 中央服务器14在一些示例中可以是提供集中式认证、授权和记账(AAA)管理的远

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RADIUS)服务器。在通过引用而完全结合于此的Carl  Rigney  et 

al.,“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er(RADIUS) ,”Network  Working  Group 

of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Request  for  Comments2865 ,

June2000(下文中被称为“RFC2865”)中描述了RADIUS协议。在RADIUS服务器中的授权数据

被存储为销售商专属属性(VSA)。在另一示例中，中央服务器14可以是轻量级目录接入协议

(LDAP)服务器。

[0042] 无缝MPLS的关键优点之一是将整个网络转变成可到达资源的云。然而，这也意味

着有在向服务、接入节点和/或订户分配资源时的灵活性。该灵活性需要被表达成某个解决

方案。在接入节点(AN)(例如，接入节点36)在缺乏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时需要为一个或者多

个订户(比如订户设备16)朝着服务节点(SN)(比如服务节点10之一)建立伪接线时，AN必须

被显式地配置(例如，由管理员)哪个SN将用作目的地。然而，确定哪个是适合SN的条件可以

随时间变化，例如，可以有新服务，这些新服务的SN获得以集中方式被部署、专门化的SN、需

要使用另一SN的过载条件或者需要使用其它更多远程SN的故障场景。所有这些是将需要关

于哪个是适合SN的某个“智能”决定的情形。同样地，在SN内，它也需要采用关于它将需要使

用哪个具体服务资源(即哪个PFE)的“SN内”决定。PFE可以在不同利用程度。因此，有在服务

节点内的“SN选择”和“PFE选择”。二者落入被称为“服务资源选择”的范畴。“SN”选择对于AN

(例如，OLT、DSLAM)是相关的。“PFE选择”在SN(例如，BNG、PE)内相关。该决定可以在网络单

元本身内发生/被分发，或者可以在外部/集中式实体中发生。在任一情形下，为了该决定发

生，“决定做出者”需要具有必需信息。

[0043] 在图1的示例中，服务节点10可以向中央服务器14传达服务资源信息以由中央服

务器14存储于服务选择数据库32中。服务资源信息例如指示关于在服务节点中的每个服务

节点上可用的服务资源的信息(比如服务类型)，并且也可以指示容量信息(比如相应服务

节点10中的分组转发引擎(PFE)的数目以及PFE各自具有多少剩余处理容量以用于向附加

流量应用服务)。可以跨越不同服务节点10以规范化方式表达服务资源信息。在一些示例

中，服务节点10中的每个服务节点可以发送包括服务资源信息的路由通报。路由协议(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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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网关协议(IGP)(例如，IS-IS或者OSPF)或者边界网关协议(BGP))例如可以被扩展成在

路由更新消息中包括服务资源信息。例如，服务节点10可以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路由协议

更新消息24A-24D(“路由协议更新消息24”)。在一些示例中，更新消息24可以是在网络层可

达性信息(NLRI)字段中携带服务资源信息的BGP更新消息。中央服务器14接收路由协议更

新消息24并且用来自路由协议更新消息24的服务资源信息更新服务选择数据库32。

[0044] 以这一方式，服务节点10可以暴露它们的服务资源和能力，包括那些服务资源的

利用水平。此外，服务节点10可以通过随着服务资源被消耗或者释放而发送进一步更新消

息24来更新这一信息。无论哪个网络单元被配置为基于服务选择数据库做出决定都具有对

该信息的访问并且可以做出适当选择，如比如选择哪个服务节点以用于与接入节点的会

话、在服务节点内的哪个PFE用于锚定伪接线与接入节点、如果需要后备则哪个服务节点用

作后备或者哪个PFE用作后备。

[0045] 在这一情况下用来暴露服务资源的机制例如可以是IGP的TE扩展(OSPF-TE或者

ISIS-TE)或者BGP-TE。对路由协议的用于通报服务资源信息的扩展例如可以与做出的用于

在GBP中通报链路状态信息的那些扩展相似。对于在BGP中通报链路状态信息的示例，参见

在通过引用将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的H.Gredler,“Advertising  Link-State  Information 

in  BGP,”Inter-Domain  Routing  Internet-Draft,draft-gredler-bgp-te-01,July2011。

[0046] 服务提供者核心网络7可以包括网际协议(IP)网络，该IP网络使用多协议标签交

换(MPLS)机制以封装各种网络协议的分组以用于跨越网络10传送。MPLS协议(比如标签分

发协议(LDP)或者具有流量工程扩展的资源保留协议(RSVP-TE))使路由器能够建立经过网

络10的具体路径，即标签交换路径(LSP)。将以相同方式沿着相同LSP被转发的分组集合称

为转发等价类(FEC)。通常，FEC定义包括LSP的出口路由器的IP地址。使用MPLS机制，数据分

组被指派标签以标识分组所属于的FEC，并且基于标签为数据分组做出转发决定。在用来封

装用于沿着LSP传送的分组的MPLS头部中包括标签。在一些示例中，标签被“堆叠”以建立分

段的LSP隧道，在这些LSP隧道中，多个LSP被嵌套在一起以便到达标签栈上的最后SLP的出

口路由器。在通过引用将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的Aggarwal ,R .,“MPLS  Upstream  Label 

Assignment  and  Context-Specific  Label  Space,”RFC5331 ,August2008中更具体描述

MPLS架构中的标签指派。

[0047] 在网络7中，网络设备可以使用LDP以沿着逐个跳跃IGP路径向其它路由器分发标

签以建立LSP。更具体而言，路由器可以分发LDP标签映射消息，这些LDP标签映射消息指示

用于LSP的指派的标签和关联的FEC。使用LDP以交换标签映射信息的两个路由器被称为LDP

对等路由器。直接连接的邻居路由器可以是具有直接LDP会话的LDP对等路由器。在非邻居

路由器想要成为LDP对等路由器的情况下，非邻居路由器可以建立在它们之间的作为目标

的LDP会话。例如，接入节点36和服务节点10可以是具有作为目标的LDP会话38的LDP对等路

由器。在图1的示例中，服务节点10B例如可以沿着IGP主路径向接入节点36分发LDP标签映

射消息以建立在接入节点36与服务节点10B之间的作为目标的LDP会话38。在通过引用将其

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的Anderson,L.,“LDP  Specification,”RFC5036,October2007中描述了

关于LDP的更多信息。在通过引用将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的Rosen ,E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Architecture,”RFC3031,January2001中描述了关于MPLS的更多信息。

[0048] 接入节点36例如可以是光线路终端(OLT)、DLSAM或者其它接入节点设备。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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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响应于检测到各种潜在触发事件之一(比如接收与新供应的客户线路关联的流

量)，接入节点36例如通过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请求消息30来向中央服务器14核实关于什

么接入节点36应当处理接收的用于新客户线路的流量。为了请求对服务的接入，订户设备

连接到接入节点36。接入节点36是被配置为使用RADIUS协议来与用于服务提供者网络的中

央服务器14通信的RADIUS客户端，接入节点36通过请求中央服务器14以验证来自订户设备

的接入请求(例如，通过发送RADIUS授权请求消息)来确认订户设备是真实的并且被授权接

入服务。例如，消息30可以是接入节点36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的RADIUS授权请求消息，该

RADIUS授权请求消息可以在RADIUS接入请求的销售商专属属性中包括附加信息，该RADIUS

接入请求向中央服务器14请求指派服务节点，接入节点36应当向该服务节点建立作为目标

的LDP会话。在验证接入请求时，中央服务器14用RADIUS协议消息向接入节点36做出响应，

该RADIUS协议消息指引接入节点36接受接入请求并且建立在订户设备与用于请求的服务

的服务提供者网络之间的支持会话的连通。

[0049] 接入节点36可以从中央服务器14接收响应于请求消息30的答复消息34，答复消息

34指示服务节点10中的如下服务节点，接入节点36应当向该服务节点建立作为目标的LDP

会话以用于为与新客户线路关联的流量设立伪接线。例如，在使用订户证书按照用户简档

数据库(未示出)验证RADIUS授权请求消息之后，中央服务器14可以返回包括销售商专属属

性(VAS)的RADIUS授权接受消息，该VSA指定将作为目标的LDP会话建立到的特定服务节点

10(比如服务节点10B)。在以上引用的RFC2865中描述了销售商专属属性。

[0050] 备选地或者附加地，服务节点10可以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请求消息30，请求消息

30向中央服务器14请求指派服务节点，接入节点36应当向该服务节点建立作为目标的LDP

会话，并且中央服务器14可以用答复消息34向服务节点或者直接向接入节点做出响应，答

复消息34指派服务节点10中的、接入节点36应当将作为目标的LDP会话建立到的服务节点。

服务节点可以响应于一个或者多个触发事件(比如服务节点从尝试与该服务节点建立作为

目标的LDP会话的接入节点36接收标签映射消息)来发送请求30。在一些示例中，接入节点

36可以选择最近服务节点，但是这一服务节点可以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对于指派按照服务

选择数据库32中的服务信息而适合的服务节点(潜在地相同或者不同的服务节点)的请求。

[0051] 中央服务器14可以响应于从接入节点36或者服务节点10接收请求消息30来核实

服务选择数据库32，并且中央服务器14可以确定服务节点10C应当被指派为接入节点36应

当将作为目标的LDP会话建立到的服务节点。例如，中央服务器14可以基于可以已经在请求

消息30中指定的将向订户流量应用的特定服务的要求确定指派哪个服务节点10。例如，如

果对于特定数量的订户流量需要给定的服务，则中央服务器14将指派能够提供给定的服务

并且具有需要的容量的服务节点。

[0052] 如果接入节点36还没有与指派的服务节点10B建立的作为目标的LDP会话，则接入

节点36可以在接收指示指派的服务节点的消息34之后发起与服务节点10B建立作为目标的

LDP会话38。一旦被建立，则接入节点36和服务节点10B可以相互发送和接收周期性的作为

目标的Hello(问候)消息。接入节点10可以分配用于伪接线的伪接线标签并且通过作为目

标的LDP会话38在标签映射消息中向服务节点10B发送标签绑定。服务节点10B接收标签映

射消息并且从标签映射消息解码伪接线标签。

[0053] 在一些示例中，响应于检测到各种潜在触发事件之一(比如从接入节点36接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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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伪接线标签的标签映射消息)，服务节点10B例如可以通过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请求消息

17来向中央服务器14核实以确定服务节点10B的、将伪接线锚定到的特定内部转发部件。服

务节点10B是被配置为使用RADIUS协议来与作为用于服务提供者网络的RADIUS服务器的中

央服务器14通信的RADIUS客户端，并且服务节点10B通过请求中央服务器14以验证来自订

户设备的接入请求(例如，通过发送RAIDUS授权请求消息)来确认订户设备是真实的并且被

授权接入服务。例如，消息17可以是服务节点10B向中央服务器14发送的RADIUS授权请求消

息，该RADIUS授权请求消息可以在RADIUS接入请求的销售商专属属性中包括附加信息，该

RADIUS接入请求向中央服务器14请求指派服务节点10B的、服务节点10B应当将伪接线锚定

到的特定内部转发部件。在验证接入请求时，中央服务器14用RADIUS协议消息19向服务节

点10B做出响应，RADIUS协议消息19指引服务节点10B接受接入请求并且将在接入节点36与

服务节点10B之间的伪接线40锚定到服务节点10B的指派的转发部件以用于支持在订户设

备与用于请求的服务的服务提供者网络之间的连通。

[0054] 服务节点10B可以从中央服务器14接收响应于请求消息17的答复消息19，答复消

息19指示服务节点10B的多个分组转发引擎(PFE)中的、服务节点10B应当将与新客户线路

关联的用于流量的伪接线锚定到的PFE。例如，在使用订户证书按照用户简档数据库(未示

出)验证RADIUS授权请求消息之后，中央服务器14可以返回包括销售商专属属性(VSA)的

RADIUS授权接受消息，该VSA指定服务节点10B的将使用的特定PFE。

[0055] 例如，中央服务器14可以响应于从服务节点10B接收请求消息17来核实服务选择

数据库32，并且中央服务器14可以确定服务节点10B的特定转发部件应当被指派为服务节

点10B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的转发部件。例如，中央服务器14可以基于可以已经在请求消息

17中被指定的将向订户流量应用的特定服务的要求确定指派哪个内部转发部件。例如，如

果对于特定数量的订户流量需要给定的服务，则中央服务器14将指派能够提供给定的服务

并且具有需要的容量的转发部件。

[0056] 在确定将建立的伪接线40锚定到的内部PFE之后，服务节点10C还分配用于伪接线

的伪接线标签并且通过作为目标的LDP会话38在标签映射消息中向接入节点36发送标签绑

定。接入节点36接收标签映射消息并且从标签映射消息解码伪接线标签。以这一方式，接入

节点36和服务节点10B建立伪接线40。

[0057] 在一些示例中，网关8在网关8向适当服务链中导引分组流26的分组时修改分组。

例如，网关8可以向每个订户分组前置流量工程头部或者标签(例如，附加IP头部或者MPLS

标签)以形成“隧道分组”，订户分组在该隧道分组中被封装为净荷。这时，网关8基于特定订

户选择特定流量工程头部并且更具体地选择用于给定的订户的特定类型的分组流被指派

到的服务链。换言之，由网关8处理订户分组流26以导引分组流可以在一些示例中是会话认

知的(即基于分组流从其始发的特定订户)并且也可以基于分组流本身的特性，例如，流类

型(例如，VoIP、HTTP等)。

[0058] 以这一方式，在一些示例方面中，这里描述的技术可以允许接入节点36和服务节

点10利用在它们本身与中央服务器14之间执行的授权过程以获得服务资源的智能指派。可

以实施不同示例实施例。例如，在一些方面中，接入节点36和/或服务节点10可以直接访问

服务选择数据库32并且基于由中央服务器14在那里聚合的服务资源信息做出服务分配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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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本公开内容的技术可以提供一种用于对在服务节点10上可用的服务资源建模(数

据建模、格式化)的机制。这可以取决于服务类型转变成更具体要求。BNG例如可以使用以太

网点到点协议(PPPoE)或者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10包括在具

有服务选择数据库的可见性时确定使用哪个服务资源的某个本地逻辑。在一些示例中，这

可以仅基于服务节点10的本地数据库，因为PFE选择是SN内决定。

[0060] 在一些示例中，接入节点36包括用于在具有服务选择数据库32的可见性(网络范

围)时决定确定使用哪个服务节点的某个本地逻辑。在一些示例中，中央服务器14做出关于

将使用的适当服务资源的决定、关于重新优化的决定等，并且中央服务器14例如可以在接

收请求时或者在通过某个其它接口(例如，通信协议(比如可扩展消息接发和存在协议

(XMPP))直接来自接入节点或者服务节点的请求时与分离AAA服务器(未示出)对接。

[0061] 为了实现零接触目标，为了服务于订户，有需要创建的更逻辑的“基础设施”。作为

目标的LDP会话可以提供在AN与SN之间的传送LSP。在其它示例中，可以使用RSVP-TE来设立

传送LSP，并且可能需要一些显式动作以保持“零接触”。如果伪接线信号接发会话基于GBP，

并且有路由反射器，则这可以仅变成网络范围的一次性发出，然而，如果使用作为目标的

LDP，则这需要用于每个需要伪接线的AN-SN对的LDP会话，因此这可能需要一些相关配置工

作并且因此可能需要一些附加智能以保持网络“零接触”。客户流量在AN与SN之间的伪接线

以内流动，并且需要一些显式配置/信号接发以用于激活它们。因此，有必要为将用“零接

触”方式创建的伪接线嵌入一些附加智能。

[0062] 图2是图示被配置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操作的示例接入节点(AN)网络设备40

的框图。接入节点40例如可以代表图1的接入节点36。在这一示例中，接入节点40包括控制

单元42，控制单元42包括路由部件44和转发部件46。此外，接入节点40包括用于经由入站链

路56A-56N(统称为“入站链路56”)和出站链路57A-57N(统称为“出站链路57”)传达分组的

接口卡(IFC)54A-54N(统称为“IFC54”)的集合。接入节点40还可以包括耦合IFC54和转发部

件46的交换机结构(未示出)。

[0063] 基于FIB52，在数据平面68中的转发部件46向与关联于从入站链路52A-52N接收的

分组的目的地的下一跳跃对应的出站链路54A-54N转发分组。美国专利7,184,437提供关于

利用基数树以用于路由分解的路由器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细节。通过引用将美国专利7,

184,437的全部内容结合于此。

[0064] 在一个示例中，转发部件46是可选地在多机架路由器之上分布的丰富和动态、共

享的转发平面。另外，转发部件46可以由与网络路由器的高端路由部件正常关联的专用转

发集成电路提供。

[0065] 在控制平面70中的路由部件44主要为一个或者多个控制平面协议48提供操作环

境。在图2的示例中，协议48包括用于为LSP分配和分发标签的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协议，

比如LDP48A和RSVP-TE48B。在一些示例中，RSVP-TE45可以生成和维护流量工程数据库

(TED)49，TED49包括用于与MPLS  LSP关联的路径的带宽保留。受约束最短路径优先(CSPF)

过程61可以基于与在网络内的链路关联的指定的约束和带宽可用性信息计算用于MPLS 

LSP的一个或者多个最短路径。作为另一示例，标签分发协议(LDP)48A可以发送和接收用于

建立LSP的标签映射消息。

[0066] 在图2的示例中，接入节点40具有精简的控制平面70，精简的控制平面70未执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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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协议，比如内部网关协议(IGP)或者边界网关协议(BGP)。在一些示例中，路由部件44可以

用FIB52生成和编程转发部件46，FIB52关联网络目的地与IFC50的具体下一跳跃和对应接

口端口。路由部件44例如可以用基数树的形式生成FIB52，该基数树具有代表在网络内的目

的地的叶节点。在其它示例中，转发部件可以从中央控制器(比如SDN控制器)接收对FIB52

和标签FIB(LFIB)62的更新。

[0067] 接入节点40能够在初始接收流量时为用户/入口接口取回什么接入节点40应当处

理流量的指示。服务资源选择模块72可以在一些示例中包括用于决定使用哪个服务节点的

逻辑。例如，服务资源选择模块72可以基于在服务选择数据库32访问的信息(图1)决定使用

服务节点10中的哪个服务节点。在其它示例中，服务资源选择模块72从中央服务器(比如中

央服务器14)接收指定使用哪个服务节点的信息。

[0068] 如果在服务提供者网络中使用的架构包括用于接入节点40的零接触功能，则将有

对于接入节点的附加要求集合，因为接入节点40将需要对被供应的新线路或者来自订户的

流量“做出反应”从而触发创建接口以及如果必需则朝着恰当服务节点信号接发LDP会话

和/或伪接线二者。因此，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接入节点40可以包括零接触功能，比如在

接收订户分组时经由中央服务器14向AAA中的VLAN/接口认证、从中央服务器取回将连接到

的恰当服务节点的指示、能力自动发起LDP会话的能力以及自动发起伪接线的能力。

[0069] 例如，在初始地接收订户流量时，接入节点40可以创建VLAN、应用特定服务质量

(QoS)简档并且发起设立作为目标的LDP会话和伪接线或者如果可用则使用现有伪接线。服

务资源选择模块72可以基于某些约束请求来自RADIUS服务器或者来自另一集中式单元(比

如中央服务器14)的、接入节点40应当将伪接线设立到的具体服务节点的指示。示例约束可

以包括：用于伪接线的预计带宽、用户会话的预计数目(在适用时：PPPOE、DHCP)、可接受的

最大延时、需要的冗余性类型：(例如，有状态、无状态、机架内、机架间)和后备服务节点。例

如，服务资源选择模块72可以发送在销售商专属属性(VSA)中包括这些约束的RADIUS认证

消息。服务资源选择模块72可以从中央服务器14接收RADIUS消息作为答复，该RADIUS消息

确认订户认证并且指定将在VSL中使用的服务节点。

[0070] 在一个实施例中，转发部件46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专用处理器、硬件和/或存储

用于执行这里描述的技术的指令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仅出于示例目的而示出图2中所示的

接入节点40的架构。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用多种方式配置接入节点40。例如，在一个实施

例中，控制单元42及其对应功能可以被分布于IFC54内。

[0071] 控制单元42可以仅被实施于软件或者硬件中或者可以被实施为软件、硬件或者固

件的组合。例如，控制单元42可以包括执行软件指令的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在该情况下，

控制单元42的各种软件模块可以包括在计算机可读介质(比如计算机存储器或者硬盘)上

存储的可执行指令。

[0072] 图3是图示被配置为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操作的示例服务节点(SN)网络设备的

框图。服务节点80可以包括网络(比如SP网络2)中的任何路由器。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

80可以包括应用网络服务的图1中所图示的服务节点、网关、边缘路由器、核心路由器或者

其它设备。

[0073] 在图3的示例中，服务节点80包括控制单元82，在控制单元82中，路由部件86提供

用于服务节点80的控制平面功能。服务节点80还包括共同地提供用于转发网络流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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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多个分组转发引擎114A-114N(“PFE114”)和交换机结构118。PFE114经由接口卡112

(“IFC112”)接收和发送数据分组。在其它实施例中，PFE114中的每个PFE可以包括更多或者

更少IFC。虽然未示出，但是PFE114可以各自包括中央处理单元(CPU)和存储器。在这一示例

中，路由部件86由专用内部通信链路120连接到PFE114中的每个PFE。例如，专用链路120可

以包括吉比特以太网连接。交换机结构118提供用于在PFE114之间转发传入数据分组以用

于通过网络传输的高速互连。名称为MULTI-CHASSIS  ROUTER  WITH  MULTIPLEXED  OPTICAL 

INTERCONNECTS的美国专利申请2008/0044181描述了一种多机架路由器，在该多机架路由

器中，多级交换机结构(比如3级Clos交换机结构)用作高端转发平面以在多机架路由器的

多个路由节点之间中继分组。通过引用将美国专利申请2008/0044181的全部结合于此。

[0074] 路由部件86提供用于执行各种协议89的操作环境，该操作环境可以包括具有由计

算环境执行的指令的软件过程。如以下进一步具体描述的那样，协议89提供用于以路由表

或者其它结构的形式存储网络拓扑、执行路由协议以与对等路由设备通信以及维护和更新

路由表以及提供管理界面以允许用户访问和配置服务节点80的控制平面功能。控制单元82

提供用于路由部件86的操作环境并且可以仅被实施于软件或者硬件中，或者可以被实施为

软件、硬件或者固件的组合。例如，控制单元82可以包括执行软件指令的一个或者多个处理

器。在该情况下，路由部件86可以包括各种软件模块或者守护程序(例如，一个或者多个路

由协议过程、用户界面等)，并且控制单元82可以包括用于存储可执行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比如计算机存储器或者硬盘。

[0075] 命令行界面守护程序92(“CLI92”)提供界面，通过该界面，管理员或者其它管理实

体可以使用基于文本的命令来修改服务节点80的配置。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守护程序99

(“SNMP99”)包括SNMP代理，该SNMP代理从管理实体接收用于设置和取回用于服务节点80的

配置和管理信息的SNMP命令。使用CLI92和SNMP99，一个或者多个管理实体例如可以启用/

禁用和配置服务、安装路由、启用/禁用和配置速率限制器以及配置界面。

[0076] 一个或者多个路由协议(比如IGP94)以描述网络的拓扑的路由信息库(RIB)104的

形式维护路由信息，并且根据路由信息推导转发信息库(FIB)106。一般而言，路由信息代表

网络的总拓扑。IGP94与内核101交互(例如，通过API调用)以基于由服务节点80接收的路由

协议消息更新RIB104。RIB104可以包括定义网络的拓扑的信息，包括一个或者多个路由表

和/或链路状态数据库。通常，路由信息定义经过网络通向目的地的路由(即，系列下一跳

跃)/经由距离矢量路由协议(例如，BGP)了解的在网络内的前缀或者定义具有使用链路状

态路由协议(例如，IS-IS或者OSPF)了解的互连链路的网络拓扑。对照而言，FIB106基于选

择在网络内的某些路由被生成并且将分组关键信息(例如，来自分组头部的目的地信息和

其它选择信息)映射到一个或者多个具体下一跳跃并且最终映射到IFC112的一个或者多个

具体输出接口端口。路由部件86可以用基数树的形式生成FIB，该基数树具有代表在网络内

的目的地的叶节点。在通过引用将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的美国专利第7,184,437号中提供

了关于利用基数树以用于路由分解的路由器的一个示例实施例的细节。

[0077] 路由部件86也提供一个或者多个流量工程协议的操作环境以建立用于通过与不

同服务链关联的有序服务节点集合转发订户分组的隧道。例如，RSVP-TE96可以执行具有流

量工程扩展的资源保留协议以交换流量工程(TE)信息，比如用于支持基于标签的分组转发

的MPLS标签。作为另一示例，路由部件86可以使用基于GRE或者IP的隧道协议以建立流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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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隧道。路由部件86例如可以维护用于存储流量工程数据的流量工程数据库(TED)109。

[0078] 路由部件86向PFE114中的每个PFE传达代表FIB106的软件副本的数据以控制流量

在数据平面内的转发。这允许更新在PFE114中的每个PFE中的存储器(例如，RAM)中存储的

软件FIB而未降低服务节点80的分组转发性能。在一些实例中，路由部件86可以推导用于每

个相应PFE114的分离和不同的软件FIB。此外，PFE114中的一个或者多个PFE包括PFE114用

FIB的以向每个相应PFE114复制的软件FIB为基础的硬件副本(即，软件FIB的硬件版本)来

编程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116。

[0079] 例如，内核101在主微处理器102上执行并且例如可以包括UNIX操作系统派生，比

如Linux或者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BSD)。内核101处理来自IGP94和RSVP-

TE96的内核调用以基于在RIB104中表示的网络拓扑以FIB106的形式生成转发信息，即，执

行路由分解和路径选择。通常，内核101以基数或者其它查找树的形式生成FIB106以将分组

信息(例如，具有目的地信息的头部信息和/或标签栈)映射到下一跳跃并且最终映射到与

相应PFE114关联的接口卡的接口的接口端口。FIB106例如可以关联网络目的地与具体下一

跳跃和对应IFC112。对于与MPLS有关的流量转发，FIB106为给定的FEC存储包括用于分组的

传入标签、传出标签和下一跳跃的标签信息。

[0080] 执行内核101的主微处理器102对PFE114编程以安装FIB106的副本。微处理器102

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通用或者专用处理器，比如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专用集成电路

(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者任何其它等效逻辑器件。因而，如这里所用的术语

“处理器”或者“控制器”可以指代前述结构或者可操作用于执行这里描述的技术的任何其

它结构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多个结构。

[0081] 在这一示例中，ASIC116是由在PFE114中的每个PFE上执行的从微处理器可编程地

配置的、微代码控制的芯片集(即，转发电路)。在转发分组时，具有每个ASIC116的控制逻辑

遍历从路由部件86接收的转发信息(FIB106)，并且在到达用于分组的FIB条目(例如，叶节

点)时，微代码实施的控制逻辑56自动选择转发下一跳跃并且根据在下一跳跃内定义的操

作处理分组。以这一方式，PFE114的ASIC116在分组穿越服务节点80的内部架构时通过经由

相应内部分组转发路径对每个分组执行一系列操作来处理分组。例如，可以基于对应入站

接口、入站PFE114、出站PFE30、出站接口或者服务节点80的、分组在出站之前被指引到的其

它部件(比如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卡)中的任何部件对每个分组执行操作。PFE114各自包括转

发结构，这些转发结构在被执行时检查每个分组的内容(或者另一分组性质，例如，传入接

口)，并且在该基础上例如做出转发决定、应用过滤器和/或执行记账、管理、流量分析和负

载平衡。

[0082] 在一个示例中，PFE114中的每个PFE将转发结构布置为可以沿着用于网络设备的

内部分组转发路径被一起链接为一系列“跳跃”的下一跳跃数据。在许多实例中，转发结构

在ASIC116的内部存储器内执行查找操作，其中可以按照数(或者特里)搜索、表(或者索引)

搜索执行查找。可以用下一跳跃指定的其它示例操作包括过滤器确定和应用或者速率限制

器确定和应用。查找操作在查找数据结构(例如，查找树)内对与分组或者分组流的分组内

容或者另一性质(比如分组的入站接口匹配的项目)定位。根据由在ASIC116内的下一跳跃

转发结构所定义的操作的分组处理的结果确定由PFE114从它在IFC112之一上的输入接口

向它在IFC112之一上的输出接口转发或者以其它方式处理分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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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一般而言，内核101可以生成FIB106并且由此对ASIC116编程以存储与每个服务链

关联的转发结构。例如，ASIC116可以被配置有指定流量工程信息(比如IP头部信息或者

MPLS标签)的转发信息以及用于使可编程ASIC116根据转发信息封装订户分组的操作。以这

一方式，ASIC116可以处理订户分组以选择用于每个分组的特定服务路径并且根据选择的

服务路径封装订户分组。路由部件86可以生成RIB104和RIB106以基于如可以从认证、授权

和记账(AAA)服务器、策略控制器、SDN控制器或者其它网络单元接收的与每个订户关联的

一个或者多个服务简档关联订户分组流与特定服务路径。

[0084] 由PFE114应用的服务124A-124N(“服务124”)分别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服务(比

如分组流的防火墙和安全服务、载体级网络地址转译(CG-NAT)、介质优化(语音/视频)、网

际协议安全(IPSec)或者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深度分组检查(DPI)、超文本传送协议

(HTTP)过滤、计数、记账、收费和/或负载平衡)或者应用于网络流量的其它类型的服务。

[0085] 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和BGP-TE模块98协调以向SSD通报服务资源信息，比如关于

PFE114的容量的信息和由PFE114中的不同PFE提供的服务的标识。例如，服务资源选择模块

90可以通报信息，比如由PFE114维护的队列数目、PFE114的可用存储器数量以及涉及

PFE114的用于向订户流量应用服务的可用性和容量的其它度量。控制单元202还执行BGP-

TE模块98以与BGP说话者和GBP收听者同等以交换路由信息，包括根据这里描述的技术的

SSD  NLRI。也就是说，路由部件86执行BGP-TE模块98以比如通过使用BGP  UPDATE(更新)消

息24(图1)的属性(例如，MP_REACH_NLRI)中的SSD  NLRI来通报关于服务节点的服务资源信

息。BGP-TE模块98可以通过发送新GBP更新消息在配置的时间间隔在SSD刷新这一信息和/

或可以在已经有PFE资源的可用性的某个改变(例如，由于做出新保留)时发送新BGP更新消

息。

[0086] 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80可以被配置用于作为目标的LDP会话自动感测，即，在

接收LDP会话请求信号接发消息时设立LDP会话而无本地配置。LDP模块100可以从接入节点

接收发送的用于发起建立作为目标的LDP会话的LDP标签映射消息。备选地，RSVP-TE模块96

可以接收对于设立RSVP-TE  LSP的RESV请求。如这里描述的那样，创建作为目标的LDP会话

或者其它LSP可以触发某个认证、授权和记账(AAA)过程，其中使用新服务资源VSA来“认证”

会话并且从中央服务器14接收适当参数/属性。LDP模块100或者RSVP-TE模块96可以如这里

描述的那样与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通信以发起发送RADIUS消息。

[0087] 如这里描述的那样，服务节点80可以被配置用于LDP伪接线自动感测，即，当在建

立的LDP会话内接收伪接线请求信号接发消息时设立伪接线而无本地配置。例如，服务节点

80可以被配置用于基于接收的伪接线信号接发分组触发在本地侧上创建伪接线。接收的伪

接线信号接发分组可以指示伪接线标识符(PW-id)和请求接入节点的IP地址。如这里描述

的那样，创建伪接线可以基于某个AAA过程，其中使用新VSA来“认证”伪接线并且从中央服

务器14接收适当参数/属性。

[0088] 根据这里描述的技术，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能够在接收对于LDP会话或者伪接线

的信号接发请求时发送消息，该消息请求来自中央服务器的关于服务节点80应当对请求做

什么的信息。例如，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在从接入节点接收信号接发请求时经由

RADIUS消息向中央服务器查询用于认证和创建LDP会话的指令或者用于认证和创建伪接线

的指令。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使用在伪接线信号接发消息中包含的信息(比如P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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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构建RADIUS消息。

[0089] 响应于RADIUS请求消息，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接收指令，这些指令指定服务

节点80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的PFE114以及服务特性(例如，是否提供冗余性)。中央服务器

的RADIUS/LDAP特征可以具有对关于多少订户设备在OLT或者DSLAM接入节点后面的信息的

访问，并且因此中央服务器知道多少订户很可能能够通过伪接线发送流量，并且例如可以

跨越不同PFE适当地对请求进行负载平衡。在根据从中央服务器接收的指令将伪接线锚定

到给定的PFE之后，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然后可以更新可用服务资源并且向网络的其它部

件暴露更新的信息(例如，经由扩展的BGP)。

[0090] 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本身包括用于决定使用哪个服务资源的

逻辑。例如，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基于在服务选择数据库32(图1)处访问的信息决定使

用PFE114中的哪个PFE。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可以维护内部数据结构(未示

出)，该内部数据结构指示关于PFE114和服务124的服务资源信息，并且可以将这一内部数

据结构用于确定使用哪个PFE。在其它示例中，如以上描述的那样，服务资源选择模块90从

中央服务器(比如中央服务器14)接收指定使用哪个服务资源(例如，PFE114中的哪个PFE)

的信息。

[0091] 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80可以在服务链接的情境中使用这里描述的技术。例如，

服务节点80可以从中央服务器14接收将另一伪接线设立到的下一服务节点的指示，并且该

过程可以对于服务链中的每个服务节点和服务重复。

[0092] 仅出于示例目的而示出了在图3中所图示的服务节点80的架构。本公开内容不限

于这一架构。在其它示例中，可以用多种方式配置服务节点80。在一个示例中，控制单元82

的功能中的一些功能可以被分布于IFC34内。控制单元82可以仅被实施于软件或者硬件中

或者可以被实施为软件、硬件或者固件的组合。例如，控制单元82可以包括处理器、可编程

处理器、通用处理器、集成电路、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者能够

实施这里描述的技术的任何类型的硬件单元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控制单元82还可以包括执

行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比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可编程只读存储

器(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非易

失性随机存取存储器(NVRAM)、闪存、硬盘、CD-ROM、软盘、磁盘、磁介质、光介质或者其它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存储的软件指令的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在一些实例中，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可以包括使可编程处理器执行这里描述的技术的指令。

[0093] 图4是图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示例中央服务器网络设备的框图。中央服

务器200例如可以包括网络控制器、认证、授权和记账(AAA)服务器、策略控制器或者SDN控

制器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的方面，并且可以代表图1的中央服务器14的示例实例。

[0094] 中央服务器200包括耦合到网络接口220以通过入站链路222和出站链路224与其

它网络设备交换分组的控制单元202。控制单元202可以包括执行软件指令(比如用来定义

软件或者计算机程序的软件指令)的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未在图4中示出)，这些软件指令

被存储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同样未在图4中示出)(比如非瞬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存

储设备(例如，盘驱动或者光驱动)或者存储器(比如闪存或者随机存取存储器(RAM))或者

任何其它类型的易失性或者非易失性存储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用于使一个或

者多个处理器执行这里描述的技术的指令。备选地或者附加地，控制单元202可以包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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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里描述的技术的专用硬件(比如一个或者多个集成电路、一个或者多个专用集成电

路(ASIC)、一个或者多个专用特殊处理器(ASSP)、一个或者多个线程可编程门阵列

(FPGA))，或者专用硬件的前述示例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的任何组合。

[0095] 控制单元202提供用于网络服务应用204、路径计算单元212、RADIUS模块226、LDAP

模块228、BGP-TE模块208和服务资源模块210的操作环境。在一个示例中，这些模块可以被

实施为在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器的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上执行的一个或者多个过程。也就是

说，尽管一般被图示和描述为在单个中央服务器200上执行，但是可以向其它计算设备委派

这些模块的方面。

[0096] 网络服务应用204代表一个或者多个过程，该一个或者多个过程向包括中央服务

器200的服务提供者网络的客户端提供服务以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管理在聚合域(备选

地被称为“路径计算域”)中的连通。网络服务应用204可以向服务提供者网络的客户端例如

提供IP语音(VoIP)、视频点播(VOD)、批量传送、有墙壁/开放花园(walled/open  garden)、

IP移动性子系统(IMS)和其它移动性服务以及因特网服务。网络服务应用204使用由路径计

算单元212提供的服务，比如节点管理、会话管理和策略实行。网络服务应用204中的每个应

用可以包括客户端接口206，通过客户端接口206，一个或者多个客户端应用请求服务。客户

端接口206例如可以代表命令行界面(CLI)或者图形用户界面(GUI)。客户端206可以也提供

或者备选地提供与客户端应用的应用编程接口，比如web服务。

[0097] 网络服务应用204向路径计算单元212发出路径请求以请求在由中央服务器200控

制的路径计算域中的路径。例如，路径请求可以包括需要的带宽或者其它约束以及通过由

中央服务器200管理的路径计算域通信的、代表接入节点和边缘节点或者服务节点的两个

端点。路径请求还可以指定路径必须操作的时间/日期和CoS参数(例如，用于某些路径的每

类需要的带宽)。

[0098] 路径计算单元212接受来自网络服务应用204的路径请求以通过路径计算域建立

在端点之间的路径。可以对于不同时间和日期以及用相异带宽要求来请求路径。路径计算

单元212调和来自网络服务应用204的路径请求以基于请求的路径参数和预期的网络资源

可用性向路径计算域上复用请求的路径。

[0099] 为了通过路径计算域智能地计算和建立路径，路径计算单元212包括用于接收拓

扑信息的拓扑模块216，该拓扑信息描述路径计算域的可用资源，包括接入、聚合和边缘节

点、其接口和互连通信链路。

[0100] 路径计算单元212的路径计算模块214计算经过路径计算域的请求的路径。一般而

言，路径是单向的。在计算路径时，路径计算模块214调度路径以用于由路径供应模块218供

应。计算的路径包括可由路径供应模块218用来建立网络中的路径的路径信息。供应路径可

能需要在交付路径以提供分组传送之前的路径验证。

[0101] 控制单元202还执行具有流量工程扩展的边界网关协议(BGP-TE)模块208以与BGP

说话者和BGP收听者对等以交换路由信息，包括根据这里描述的技术的服务选择数据(SSD)

NLRI。BGP-TE模块208在由并入这里描述的SSD  NLRI能力的BGP对等体发出的BGP  UPDATE

(更新)消息24(图1)中接收通报的服务资源信息。BGP-TE模块208对SSD  NLRI解码并且向服

务选择数据库232存储来自SSD  NLRI的服务资源信息。BGP-TE模块208和BGP对等体可以执

行能力交换(例如，相互通报)作为对等化过程的部分以确定BGP对等体的相应SSD  NLRI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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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0102]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部署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器以管理用于向一个或者多个订户

赋予服务的网络的认证、授权和记账(AAA)功能。服务器最常用来与客户端通信的协议是远

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RADIUS)协议。在图4的示例中，AAA功能可以用维护用户简档数据库

230的授权模块226的形式被并入于中央服务器200中。用户简档数据库230例如可以包括用

于订户的订户登录证书和其它用户简档信息。在其它示例中，中央服务器200可以未包括

AAA功能，但是可以请求来自外部AAA服务器的AAA操作。

[0103] 在接收(例如，从接入节点或者服务节点接收的)RADIUS授权请求消息时，授权模

块226参照用户简档数据库230确认订户设备是真实的并且被授权接入服务。在验证接入请

求时，RADIUS服务器用RADIUS协议消息向请求设备做出响应，该RADIUS协议消息指引请求

设备接受接入请求并且建立在订户设备与用于请求的服务的服务提供者网络之间的支持

会话或者伪接线的连通。例如，在使用订户证书按照用户简档数据库230验证RADIUS授权请

求消息后，授权模块226返回包括销售商专属属性(VSA)的RADIUS授权接受消息，该VSA指定

使用哪个服务资源(例如，哪个服务节点或者PFE)。服务资源模块210可以基于服务选择数

据库232确定使用哪个服务资源。在一些示例中，服务选择数据库232可以在中央服务器200

外部。授权模块226可以与服务资源模块210配合以确定在答复消息的VSA内包括什么服务

资源信息。

[0104] 图5是图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中央服务器网络设备的示例操作模式的流

程图。尽管关于图4的中央服务器200而被描述，但是技术可以适用于其它网络设备，比如图

1的中央服务器14。

[0105] 路由协议(比如BGP-TE模块208)在中央服务器200上执行以与BGP说话者(例如，另

一网络设备，比如图1的服务节点10之一)建立BGP对等化会话(300)。作为建立BGP对等化会

话的部分，BGP-TE模块208和BPG说话者可以交换SSD  NLRI能力值以向彼此指示用于在BGP

更新消息中始发和/或接收SSD  NLRI的相互能力(302)。

[0106] BGP-TE模块208在BPG对等化会话中从BGP说话者接收包括SSD  NLRI的BGP  UPDATE

(更新)消息(304)。BGP-TE模块208对SSD  NLRI解码以标识服务资源信息，比如关于服务节

点的信息，例如包括服务节点的一个或者多个转发部件的特性。BGP-TE模块208向服务选择

数据库232安装服务资源信息(306)。随后，中央服务器200接收可以在认证请求(例如，

RADIUS消息)中包括的对于服务指派的请求(308)。请求可以指定将服务于的订户流量的要

求，比如需要向订户流量应用的特定服务、预计的订户流量数量等。响应于接收请求，服务

资源模块210检查服务选择数据库232并且基于服务选择数据库232的服务资源信息确定满

足请求的要求的将指派的服务资源(310)。例如，服务资源模块210可以指派能够提供订户

流量所需要的特定服务的特定服务节点10或者在服务节点10内的PFE。服务资源模块210然

后响应于请求来发送提供关于确定的服务资源的信息的答复(312)。信息例如可以包括用

于服务节点或者PFE的目的地地址。

[0107] 图6是图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网络设备的示例操作的流程图。将出于示

例的目的而参照图1至图4描述图6。例如，图6参照接入节点网络设备和中央服务器，该接入

节点网络设备和中央服务器在一个示例中可以分别是图1的接入节点36和中央服务器14。

[0108] 在接入节点检测到已经供应了新资源(例如，新订户线路或者OLT)(320)时，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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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可以向中央服务器发送用于请求指派网络中的哪个服务节点以用于新供应的资源的

请求(322)。在一些示例中，请求可以指示用于请求的服务节点的一个或者多个约束。中央

服务器接收对于服务节点指派的这一请求(324)，并且核实SSD以至少部分基于在请求中指

示的约束确定指派哪个服务节点(326)。中央服务器基于SSD和指示的约束选择服务节点

(328)。在一些示例中，中央服务器可以使用选择算法，该选择算法考虑候选服务节点的各

种约束和特性。中央服务器向接入节点发送消息，该消息包括指派的服务节点的指示

(330)。在一些示例中，消息还包括用于接入节点在设立作为目标的LDP会话时使用的信息。

中央服务器可以基于服务节点的指派更新SSD。接入节点从中央服务器接收消息(332)，并

且基于在来自中央服务器的消息中的信息发起与指派的服务节点设立作为目标的LDP会话

(334)。

[0109] 图7是图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技术的网络设备的示例操作的流程图。将出于示

例目的而参照图1至图4描述图7。例如，图7参照服务节点网络设备，该服务节点网络设备在

一个示例中可以分别是图1的服务节点10之一。

[0110] 服务节点向SSD发送具有与服务节点关联的服务资源信息的路由协议通报(380)。

例如，路由协议通报可以是BGP通报，其中BGP已经被扩展为允许通报服务资源信息。服务资

源信息例如可以包括关于服务节点的一个或者多个PFE的信息。在某点，服务节点从接入节

点接收对于作为目标的LDP会话的请求(382)。响应于接收请求，服务节点向中央服务器发

送消息，该消息请求指派用于作为目标的LDP会话的服务节点(384)。消息可以是还请求订

户认证的认证消息(例如，根据RADIUS协议)。服务节点从中央服务器接收消息(例如，包括

VSA的RADIUS消息)，该消息具有用于将被创建的作为目标的LDP会话的服务资源信息

(386)。在一些示例中，RADIUS消息可以是确认订户认证并且还包括VSA的认证答复，该VSA

指定服务资源信息。中央服务器可以指派请求服务节点或者不同服务节点。如果中央服务

器指派请求服务节点，则该服务节点然后可以继续比如通过向接入节点发送LDP标签映射

消息来完成与接入节点设立作为目标的LDP会话(388)。可以基于在从中央服务器接收的

RADIUS  VSA中指定的信息生成标签映射信息。如果指派除了请求服务节点之外的服务节

点，则中央服务器可以向接入节点直接发送答复消息，该答复消息具有用于将被创建的作

为目标的LDP会话的信息。

[0111] 服务节点也可以从接入节点接收对于与服务节点建立伪接线的请求(390)。响应

于从接入节点接收请求，在一些示例中，服务节点可以向中央服务器发送查询以了解服务

节点的、服务节点应当将伪接线锚定到的PFE(392)。服务节点可以接收具有VSA的RADIUS消

息，该VSA指示服务节点应当将哪个PFE用于锚定伪接线(394)。服务节点然后可以继续比如

通过向接入节点发送通信来完成在PFE与接入节点之间建立伪接线(396)。

[0112] 在本公开内容中描述的技术可以至少部分被实施于硬件、软件或者固件或者其任

何组合中。例如，描述的技术的各种方面可以被实施于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包括一个或者

多个微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

者任何其它等效集成或者分立逻辑电路以及这样的部件的任何组合)内。术语“处理器”或

者“处理电路”可以一般地指代仅有与其它逻辑电路或者任何其它等效电路组合的前述逻

辑电路中的任何逻辑电路。包括硬件的控制单元也可以执行本公开内容的技术中的一种或

者多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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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这样的硬件、软件和固件可以被实施于相同设备内或者分立设备内以支持在本公

开内容中描述的各种操作和功能。此外，描述的单元、模块或者部件中的任何单元、模块或

者部件可以被一起实施或者分离地实施为分立、但是可互操作的逻辑器件。将不同特征描

绘为模块或者单元旨在于突出不同功能方面而未必意味着这样的模块或者单元必须由分

离硬件或者软件部件实现。实际上，与一个或者多个模块或者单元关联的功能可以由分离

硬件或者软件部件执行或者被集成于公共或者分立硬件或者软件部件内。

[0114] 在本公开内容中描述的技术也可以被体现或者编码于包含指令的计算机可读介

质(比如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中嵌入或者编码的指令例如可以在指

令被执行时使可编程处理器或者其它处理器执行方法。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包括非瞬态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和瞬态通信介质。有形和非有形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包括随机存

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闪存、硬盘、CD-ROM、软盘、磁盒、磁介质、光

介质或者其它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应当理解，术语“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指代物理存储

介质而不是信号、载波或者其它瞬态介质。

[0115] 已经描述了本公开内容的各种方面。这些和其它方面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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