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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岌明提供了 神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和系統 本岌明

所迷方法主要包括 預先定又、保存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 根据核初

始配置信息 自功肘核被管理凌各迸行初始化配置。所迷系統主要包括 阿絡

管理卓元和 IP 地址分配服各卓元和被管理沒各。利用本友明可以 自劫完成被

管理投各初始化阱段的配置 降低這萱商和投各提供商的這行錐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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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和系統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通珮領域，尤其涉及一神肘被管理沒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

法和系統。

背景技木

隨看阿鎔匝用和規模的不斷增加，阿絡管理工作越來越繁重。 T -T 囤

阮屯信睽盟．咀信棕准部山 的 T 咀信管理阿 模型定叉了阿絡管理的
四介侯吹，即阿元眉、阿絡屋、並各居和事各尾，每介戾吹按照功能分力故

障管理、配置管理、汁費管理、性能管理和安全管理五大模坎。一套阿絡管

理系統通常定位于滿足某一房坎的管理需求，比如阿元尾或此券尾。

按照通用的休系結枸來划分，阿管系統一般包括管理站、被管投各和代

理三大部分，其申管理站是迄行阿絡管理系統的工作站或 C 服各器 被管

投各指管理站管轄范囿內的所有投各，在數据通珮阿絡申通常包括路由器、

交換杭、防火暗等投各 代理是管理站和被管投各之同交互管理信息的通道，

它通常是指迭行于被管沒各上的服奢程序。在數据通稠阿絡申，管理站和被

管投各之間的管理接口主要有 SN 筒革阿絡管理忱伙 和 C 命令行

接 P ，其中 S 包括 V2C 和 V3 三介主要版本。

伙仁叉上阱，阿鎔管理的生命周期分力投各初始化、管理和盟控三介愉

段。投各初始化阱段主要完成投各管理接口 P 地址配置和其它一些基咄配置，

力阿管系統投入使用做准各。管理和茁控盼段主要使用 阿絡管理系統

肘沒各迸行配置、故障、性能、日志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

珮有的 S 主要夫注阿絡管理生命周期的管理和盟控兩介盼段，阿絡管

理生命周期的投各初始化愉段基本上是人工完成。

圳有技木申一神在投各初始化吩段迸行投各初始配置的方法力 安排有

一定技能的人員到投各安裝現切，在投各上冉后功后，通迂串口或本地葵端

逐一連接到投各，根据配置手冊和阿絡管理規划，用命令行手工配置沒各管

理接口 P 地址、子阿掩昭、以及迸行其他初始配置 包括其他接口 P 地址、

版本弓、S 固臥字名、配置 S M T ap 告警 服各器、Sys og



系統日志 日志接收主析等 。然后，將迸行了初始配置的投各添加到阿絡

管理系統中，咐其迸行配置、故障、性能、日志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

上面所迷聊有技木申的沒各初始配置方法的缺焦力

1、需要技木人貝到安裝現切手工迸行投各初始化配置，在被管理投各數

量比較多的情況下，尤其舀投各分散在不同地魚肘，迭神筒革重夏性的手工
避行投各初始化配置的工作要消耗巨大的人力成本，井且需要巨大的堆扣成
本。

2、阿管系統要在投各初始化完成后才投入使用，核方法將阿絡棚划和阿

絡管理相分萬，早致阿管系統缺少棚划能力。

炭明內容

盜于上迷圳有技木所存在的何題 本岌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肘被管理投

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和系統，其可以 自功完成被管理投各初始化盼段的

配置，降低這膏商和投各提供商的這行錐折成本。

本岌明的目的是通泣以下技木方案宴珮的

一神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包括

預先定叉、保存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根据核初始配置信息 自劫

肘核被管埋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所迷的初始配置信息包括

投各序列骨、投各管理接口 AC 地址，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其它
接口 P 地址、筒革阿絡管理忱汶 M 版本骨、 固趴字名、配置 仙仟

T ap 服券器信息、Sy o9 日志接收主帆信息。

核方法具休包括

A、根据保存的所迷初始配置倍息，自功哈被管理投各配置管理接口 P

地址

B、利用所迷配置的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 地址，根据保存的所迷初

始配置信息，自功肘所迷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所述的 P 地址包括 Pv4 地址或 Pv6 地址。

所迷的步驟 A 具休包括

A 、被管理投各在眉劫后仁播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在核消息申擄帶被



管理沒各的 AC 地址或投各序列骨
A 2 、攸折所迷被管理投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叭核消息中硝定

被管理投各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
A 3 、根据所迷碗定的 AC 地址或投各序列肯，查找所迷初始配置信息，

碗定被管理沒各的投各管理接口肘匝「U p 地址，井自劫將咳 P 地址配置力

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地址。

所述的步驟 B 具休包括

B 、向所迷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友送掩淘消息，舀

收到了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軌行步驟 A 2 2

B 2 、根据所迷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配置策略，向所迷被管理投各下友

初始配置命令，利用咳命令肘所迷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所迷的步驟 B 2 具休包括

初始配置命令。

一神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包括
阿培管理革元 用于保存被管理沒各的初始配置信息，向抉得 旺地址的

被管理投各岌迭初始配置命令，將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棕況信息和投各管

理接口的 P 地址信息估遊拾 P 地址分配服各車元

P 地址分配服芬草元 用于根掘阿絡管理革元估遊迂來的信息，和攸折

到的被管理投各友出的清求消息，碗定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非

將咳 P 地址估遼哈被管理投各

被管理投各 用于根据 P 地址分配服各羊元估遊迂來的 P 地址，配置

其管理接口 P 地址，根据阿鎔管理革元下友的初始配置命令，自功迸行相匝
的初始化配置她理。

所迷的阿鎔管理革元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 用于保存阿鎔管理革元中的被管理投各的初始

令友迭模坎，核模坎可以通迂策略配置數据倖宋寞現

初始配置信息岌迭模坎 用于將接收到的初始配置信息中的役各序列肯



券草元

配置命令友迭模坎 用于向接收到的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岌迭斡洶消息，舀收到了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根据接收到

的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配置策略向核被管理投各友迭初始配置命令。

所迷的阿絡管理革元胚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衰入模坎 用于在阿鎔棚划盼段，通迂界面汞入被管理投

各的初始配置倍息，非將秉入的初始配置信息估逆鎗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

初始配置信息堆折模映 用于在阿絡規划阱段，舀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

置信息投生交化后，肘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抉中保存的初始配置信息迸行相

匝的更新。

所迷的 P 地址分配服各車元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抉 用于接收阿絡管理革元估遨迂宋的投各序列骨、
投各管理接口 AA C 地址和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信息，井將接收到的信息

估遼鑰 P 地址下岌模抉

攸折模抉 用于攸折被管理沒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茁 她址消息，秋咳消息

申茨得被管理投各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骨，井將藐得的 AA C 地址或投各

序列骨估逆哈 P 地址下友模坎

P 地址下友模坎 用于根据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抉伎遊迂末的信息，和

攸折模抉估速迂來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碗定被管理投各的投各管理

接口的規划 P 地址，井將核 P 地址下友哈所迷被管理投各。

所迷的被管理沒各包括

清求消息友送模坎 用于在被管理投各后劫后，仁播清求分配 P 地址消

管理接 P 地址配置模坎 用于接收 P 地址分配服各羊元估遊迂來的

P 地址，井將核 P 地址自功配置力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 地址

初始化配置模抉 用于接收阿絡管理革元友送的斡洶消息井返回匝答消

息，接收阿絡管理革元友送的配置命令，根据核配置命令 自劫肘被管理投各

迸行初始化配置。



由上迷本岌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本炭明和現有技木相比，具有

如下仇魚

1、本岌明可以 自功完成被管理投各初始化阱段的配置，其申包括分配 P

地址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被管理投各加入阿絡后便可以完成初始配置，
即做到一定程度的即插即用。伙而可以提高阿鎔管理 自劫化程度，降低這莒
商和投各鍵供商的返錐成本。

2 、本炭明可以將被管理投各初始配置信息預定叉在策略配置庫申，使阿

管系統具有阿絡棚划能力，將阿絡規划和阿絡管理相拮合，折展了阿絡管理

團 3 力本友明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的拮枸團。

具休突施方式

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射被管理投各避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和系統。本岌明

的核心力 將投各初始化愉段划分力規划阱段和突施盼段，在規划盼段申將

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預先保存，在寞施阱段申根据保存的被管理投各

的初始配置信息肘被管理投各自劫迸行初始化配置。

下面拮合附團來洋細描迷本岌明，本友明所迷方法的具休她理流程如團

1 所示，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1．1 、保存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

本友明所迷方法首先需要在棚划盼段，將阿絡系統申的被管理投各的初

始配置信息迸行預先定又和保存，在具休寞施上，可以將初始配置倍息保存

在一介數据庫中。咳初始配置信息包括 投各序列弓、投各管理接 AA C

地址、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其它接口 P 地址、筒革阿絡管理坊汶 S N

版本骨、S 國臥字名、配置 S T ap服券器信息、S y s o 9 日志接收主

析信息等。

步驟 1 2 、被管理投各在后功后，斤播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



被管理投各在加咄后劫后，便亡播管理接口 P 地址分配清求消息，核管

理接口 P 地址分配清求消息中包含核投各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等投各

柄洪信息，然后等待接收核消息的匝答消息。

步驟 1-3 P 地址分配服芬革元攸折被管理投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P 地址

消息，根据咳消息碗定被管理投各的 A C 地址或沒各序列骨。

通迂阿絡攸折所迷被管理投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在偵折到核消息

后，伙核消息申孜取投各 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然后，以孜取的投各 AA C

引表 之后將具休描迷 ，訣得相匝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然后，斤播

P 地址分配清求消息的匝答消息，核匝答消息中包含孜得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或相夫錯淚信息。

步驟 1．4 、配置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 P 地址。

被管理投各在接收到返回的 P 地址分配清求消息的匝答消息后，伙中茨

取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然后，將咳 P 地址自功配置力其管理接口的 P

地址。

步驟 1 - 5 、阿絡管理革元向被管理沒各友迭初始配置命令，自功肘被管理

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在寞施盼段中，向初始配置信息申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岌迭掩洶消

息，如果被管理投各已鋒配置了其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則核被管理投各便舍

返回相匝的座答消息。此肘，如果被管理投各未配置其管理接口的 P 地址，
則可例如，暫停輪洵咳 P 地址一段肘同 預定的吋同同隔 ，然后重新后劫

輪洵。

舀接收到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便根据初始配置倍息中的投各

配置策略，向相匝的被管理沒各下友初始配置命令，利用核命令 自劫肘被管

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匝注意的是，迭里的初始化配置是指管理接口 P 地

址以外的，役各正常返特所必須的配置。其申，系統根据配置策略生成配置

命令，然后逐一下友 通迂稠用 T e e 坊何接口函數，或其它癸似方法 至

被管理沒各，伙而寞現初始化配置。

本友明所迷系統的組阿示意團如團 2 所示，核系統主要包括阿絡管理革



元、 P 地址分配服套革元和被管理投各三介部分，
3 所示，包括如下模坎

阿絡管理革元 用于在阿絡規划愉段，通泣 G 界面衰入阿絡規划數据，
即初始配置信息，其中包括投各序列弓、投各管理接口 AA C 媒旗接入控制
居 地址，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其他接 P 地址、S 版本弓、S

固臥字名、配置 S T ap 服芬器倍息、S y s o 9 日志接收主帆信息等。井將

衰入的初始配置信息保存在其內部的策略配置數据倖中，將投各序列骨、投

單元。在安施愉段，根据保存的規划數据通迂 C 命令行接 、 或

其他接口下友配置命令，肘辣得 P 地址的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阿絡管理革元的管理范圃是 P 阿絡申的所有投各，包括路由器、交換帆、

C 帆、固定或移劫饗端沒各等。舀規划數据友生交化后，將更新后的數据通

知 P 地址分配服各革元。

阿絡管理車元包括初始配置信息衰入模抉、初始配置信息堆折模坎、初

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初始配置信息友送模坎和配置命令岌送模坎。

其中，初始配置信息衰入模坎 用于在阿鎔規划愉段，通泣界面衰入被

存模坎

其中，初始配置信息堆折模抉 用于在阿絡棚划愉段，舀被管理沒各的

初始配置信息友生交化后 例如被管理投各的投各序列弓、告警服芬器、日
志服芬器等信息友生交化 ，肘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申保存的初始配置信息

迸行相匝的更新。

其申，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抉 用于保存阿絡管理革元中的被管理投各

配置命令岌迭模抉，咳模坎可以通迂策略配置數据倖宋安現

其中，初始配置信息友迭模抉 用于將接收到的初始配置信息申的投各

序列骨、投各管理接口 AA C 地址和沒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信息估遊鑰 P 地

址分配服芬革元

其申，配置命令友迭模抉 用于向初始配置信息申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岌迭乾洵消息，舀收到了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根掘接收到的

匝注意的是，珮有的筒車的配置策略可以存儲在文件系統中的完成一定

功能的一系列命令腳本，其中的命令可以直接下友到沒各。夏朵的配置策略

可以是存儲在數据庫申的抽象配置指令，需鋒翻澤特化成寞阮配置命令，然

后才能下岌至投各。

P 地址分配服芬羊元 用于在阿絡棚划阱段，根据阿絡管理草元估涕迂

來的投各序列骨、投各管理接口 A C 地址和投各管理接口 地址等信息，
生成初始化地址索引表。然后，根据攸折到的被管理投各斤播的清求分配

地址消息中的投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查找初始化地址索引表，藐得

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井友送匝答消息通知核投各。 P 地址分配服芬革元
包括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坎、攸折模抉和 P 地址下友模坎。

其中，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抉 用于接收阿絡管理車元侍遊迂汞的投各

序列骨、投各管理接口 A C 地址和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信息，井將接收

到的信息估遊哈 P 地址下友模抉

其申，攸折模坎 用于攸折被管理投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旺地址消息，秋

核消息中孜得被管理投各的 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骨，井將孜得的 A C 地址

或投各序列弓估避哈 P 地址下友模抉

其中， P 地址下岌模抉 用于根据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坎估涕迂宋的信

息，和攸折模坎估速迂來的 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肯，硝定被管理投各的投

各管理接口的棚划 P 地址，非將核 P 地址下友拾所迷被管理投各。

根据阿鎔棚模的大小，P 地址分配服券革元可勻阿絡管理系統共享一介

物理服芬器，也可以革狙這行在另一台服芬器上 根据阿絡斤播域划分情況，

P 地址分配服芬可以投置多介，或在亡播域迪界投置代理，中特宋自不同域

的 P 地址分配清求。

被管理投各 用于在阿絡棚划阱段，加咀后功后仁播管理接口 P 地址分

配清求消息，在咳消息中擄帶被管理歧各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弓。然后

根据接收到的座答消息申的 P 地址配置其管理接 P 地址。在安施愉段，

等待接收阿絡管理草元下友的初始配置命令，井 自劫迸行相匝的初始化配置



她理。被管理投各包括清求消息岌送模坎、管理接口 p 地址配置模坎和初始

其申，清求消息友迭模映 用于在被管理投各后功后，斤播清求分 P

地址消息，在核消息申擄帶被管理沒各的 AA C 地址或投各序列青
其申，管理接 P 地址配置模坎 用于接收 P 地址分配服芬草元估遊

迂來的 P 地址，井將核 P 地址 自功配置力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 地址

其中，初始化配置模抉 用于接收阿絡管理革元岌迭的輪洶消息井退回
匝答消息，接收阿絡管理羊元岌迭的配置命令，根据咳配置命令 自劫肘被管

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在阿絡枸造愉段，需要以阿管系統和 P 地址分配服芬力中心，仇先將阿

絡申的芙鍵投各自功配置起來，保征阿絡可迭后，然后再加入其他被管理投

以上所迷，仗力本炭明較佳的具休宴施方式，但本岌明的保折范園井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木領域的技木人貝在本岌明揭露的技木范園內，可
栓易想到的交化或替換，都匝涵孟在本岌明的保折范圃之內。因此，本友明

的保折范圃匝咳以杖利要求的保折范固力准。



杖 利 要 求 稠

1、一神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預先定叉、保存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根据咳初始配置信息 自劫

射核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2 、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初始配置信息包括

投各序列骨、投各管理接口 AC地址，投各管理接口的 P 地址、其它接

P P地址、筒卓阿絡管理忱伙 版本骨、S 國臥字名、配置S T ap
服套器信息、S y s o 9 日志接收主帆信息。

3 、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咐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核方法具休包括

A 、根掘保存的所迷初始配置信息，自功哈被管理投各配置管理接 P

地址

B 、利用所述配置的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 地址，根据保存的所述初始

配置信息，自劫肘所迷被管理役各趙行初始化配置。

4 、根据杖利要求3 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 P 地址包括 P v 4 地址或 P v 6地址。

5 、根据杖利要求4 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步驟A 具休包括

A 、被管理投各在后劫后仁播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在核消息中攜帶被

管理沒各的 AA C地址或投各序列青

A 2 、攸折所迷被管理投各亡播的清求分配 P 地址消息，伙咳消息中碗定

被管理沒各的 AC地址或投各序列骨

A 3、根据所迷碗定的 AA C地址或投各序列弓，查找所迷初始配置信息，

硝定被管理沒各的投各管理接口肘匝的 P 地址，井自功將核 P 地址配置力被

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 地址。

6 、根据杖利要求3 、4 或5 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迷的步驟B具休包括



、向所迷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沒各管理接口的 P地址岌迭輪洶消息，舀

收到了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執行步驟A22 。

B2、根据所迷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配置策略，向所迷被管理投各下友

初始配置命令，利用核命令肘所迷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

7、根据杖利要求6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步驟B2具休包括

初始
8、一神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阿絡管理革元 用于保存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置信息，向袂得 P地址的

被管理投各岌迭初始配置命令，將初始配置信息中的投各棕洪信息和投各管

P地址分配服各革元 用于根据阿絡管理革元估遊迂來的信息，和攸折

到的被管理投各友出的清求消息，碗定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的 P地址，井

將核 P地址佳遊哈被管理投各

被管理投各 用于根据 地址分配服券車元估遨迂末的佇地址，配置其

管理接口 P地址，根据阿絡管理草元下友的初始配置命令，自劫迸行相匝的

初始化配置她理。

9、根据杖利要求8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阿絡管理草元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 用于保存阿絡管理革元中的被管理投各的初始

配置信息，井將保存的初始配置信息估遊鑰初始配置信息岌迭模坎和配置命

令炭送模坎，核模抉可以通迂策略配置數据庫宋寞班

初始配置信息友送模坎 用于將接收到的初始配置信息申的技各序列骨、

革元

配置命令岌迭模坎 用于向初始配置信息申的投各管理接口的 P地址友

迭乾洵消息，舀收到了被管理投各返回的匝答消息后，根掘接收到的初始配



10、根据杖利要求9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阿絡管理車元胚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衰入模抉 用于在阿鎔棚划阱段，通迂界面衰入被管理投

初始配置信息堆折模抉 用于在阿絡棚划愉段，圭被管理投各的初始配

置信息岌生交化后，肘初始配置信息保存模坎中保存的初始配置信息迸行相
匝的更新。

11、根据杖利要求8至10任一項所迷咐被管理歧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 P地址分配服各卓元包括

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坎 用于接收阿絡管理革元估涕迂末的投各序列骨、
投各管理接 AC地址和投各管理接口的 P地址信息，井將接收到的信息估

遼鑰 P地址下岌模坎

偵折模坎 用于偵折被管理投各仁播的清求分配 P地址消息，爪核消息

中秩得被管理役各的 AC地址或投各序列弓，井將孜得的 AC地址或投各序

列肯估遊哈 P地址下岌模坎

F地址下岌模坎 用于根据初始配置信息接收模抉估遊泣宋的信息，和

攸折模坎佳速迂來的 AC地址或投各序列骨，碗定被管理投各的投各管理接

口的棚划 P地址，井將核 P地址下友哈所迷被管理投各。

12、根据杖利要求11所迷肘被管理投各迸行初始化配置的系統，其特征

在于，所迷的被管理投各包括

清求消息岌迭模抉 用于在被管理投各后劫后，仁播清求分配 P地址消

管理接口 P地址配置模坎 用于接收 P地址分配服各革元佳遴迂來的 P

地址，井將咳 P地址 自功配置力被管理投各的管理接口 P地址

初始化配置模抉 用于接收阿鎔管理革元岌送的乾洶消息井返回匝答消

息，接收阿鎔管理羊元友迭的配置命令，根据核配置命令 自劫射被管理投各

越行初始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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