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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an apparatus for accessing a network by a device. The method comprises: a first device
receiving a first message, the first message being used for instructing construction o f an accessible path which a controller sending
the first message i s capable o f providing for a network address assignment server; the first device sending a first request message to
the controller according t o the first message, the first request message being used for requesting the controller and/or the path-ac
cessible network address assignment server controlled by the controller t o assign a network address to the first device; and the first
device accessing a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assigned network address. The present invention solves the following technical problem
in the related art: a device not configured with a network address cannot effectively access a network because network addresses o f
devices in a system are configured i n advance, and moreover, network deployment and data forwarding are not flexible. A technical
effect that a device can effectively access a network without setting a control plane network i s achieved.

(57) 摘要：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设备接入 网络 的方法和装置 ，其 中，该方法包括 ：第 一设备接收第 一消 息 ，其
中，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第一消息的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第一设备根据第
一消息向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 ，其 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控制器和 /或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达 的网
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第一设备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接入到网络 中。本发 明解决 了相关
技术 中系统 中设备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置好 的，从而导致未配置 网络地址 的设备无法有效的接入到网络 中，
同时网络 的部署和数据转发 的灵活性 比较低 的技术 问题 ，达到 了在无需设置控制平面 网络 的情况下设备可 以有
效地接入到网络 中的技术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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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入网络的； 和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设备接入网络的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基于传输控制协议/因特 网互联协议 （ P，网络通讯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简称为 TCP/IP) 的当今 Internet ( 互联网）经过四十多年的

发展，已取得 巨大的成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之一。TCP/IP 式的互联网，因其设计之初的 " 网络/网络设备进行

简单处理，复杂的处理交给主机端 （主机侧 ）" 的分工与组织原则，形成了当今的互联

网体系结构的现状：主机侧的应用层协议可以很方便、灵活地进行修改和部署，应用

层软件因此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应用层的功能因此得到极大的丰富；与之形成鲜 明

对比的是网络层，网络层协议的设计虽然简单，但是可扩展性不强并且不易修改。这

样就造成 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互联网网络层面暴漏出的许多致命的漏洞长期难 以得到修补和改进，例

如：网络管理难以部署、网络安全问题 日益严重、尽力而为的转发策略难以提供用户

需求的服务质量、组播难以部署和应用等；

另一方面，新协议、新应用 由于对 网络层提出变革要求而难以得到实现，例如：

从 IPv4 向 IPv6 进行过渡较为困难、接入设备 日益呈现出在移动性与异质性上对网络

可靠性和区分服务能力提出挑战、大规模 网络情况下路 由面临可扩展性问题、云计算

和内容分发等应用对网络转发效率提出新需求、TCP/IP 之父 Vinton G. Cerf 也指出互

联网应该在网络安全和 网络可靠性方面做得更好 （" 安全性与可靠性是迈向未来互联网

最基本的两个 门槛，否则这个架构将无法存活 " ）等 。因此，互联网目前形成了一种

" 应用层灵活多变，网络层僵硬难变、漏洞百出" 的局面 。互联网要解决当前所面 临

的问题和尴尬局面，需要从网络体系结构、控制等层面深层次地进行探讨、研究和改

革。

对于如何解决当前互联网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国内外研究机构从互联网体系结

构层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对互联网的改进

可分为两类方式：演进式改进和革命性改进 。



多年来，针对传统 I P 网络在服务质量保证、移动支持、高效可靠和安全保证等方

面暴露出许多问题，研究领域都采用设计针对性的和修补的方式来分别解决这些问题，

一旦发现运行的网络的弱点或错误就立即改进，例如：在传统互联网体系结构中，添

加新的协议和功能组件等。这种 " 修补->发现问题->再修改 " 的改进方式是以现有互

联网 TCP/IP 体系结构为基础，对现有网络逐步进行演进和发展的，以添加新的功能和

特性来解决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种 Evolution ( 演进式）的改进方式。这种改进方式

的优势在于易于部署和实施，有利于保护现有互联网建设中的已有投入。然而，这种

方式的缺陷主要在于： 1) 某次修补只是在小范围内解决局部的问题；2 ) 现有的改进

可能引入短期收益而长期看则具有破坏性，例如：网络地址转换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简称为 NAT) 技术，或者局部收益对整体有破坏性；3 ) 某次修补可能不

容易 " 兼容 " 未来的继续修改；4 ) 经过多次修补，互联网变得越来越 " 厚重 "，复杂、

灵活性降低，超出了当初设计 Internet 的简单的体系结构的承受能力；5 ) 传统的互联

网体系结构中的一些固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目前还是主要以 " 演进 " 的方

式逐渐对互联网进行改进。

从 2005 年开始，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另一种观点，只有重新设计网络体系结构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 I P 网络所面临的问题，而 目前正是互联网体系结构 "Clean-Slate" ( 从零

开始）进行全面彻底变革的好时机，完全舍弃现有的互联网体系结构，设计一种全新

的、融合多种设计 目标的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这种方案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现有互

联网体系结构存在的各种 问题，是一种 Revolution (革命性）的改进方案。这种方案

的优势在于：1) 可以摆脱 TPC/IP 体系结构的束缚，跳出其约束与框架，以解决互联

网多年因体系结构造成的遗留难题；2 ) 可以对互联网进行重新、全面的设计，统筹解

决互联网的诸多问题，统筹安排互联网的诸多新需求的实现。然而，这种方案的缺陷

在于：1) 由于是全新的网络，可能不能兼容现有的互联网，需要完全替换原有 网络的

基础设施，因此存在着网络部署和平滑过渡的问题；2 ) 如何建立新的体系结构，以及

建立了新的体系结构是否能解决当前和未来网络面临的问题也存在很大风险；3 ) 需要

重新构建适合全新体系结构的试验网络，演进代价 比较高。

为了解决 目前互联网存在的问题，实现对新网络协议快速、灵活的部署，开放可

编程网络被提出，开放可编程 网络是指允许网络研究者而不只是设备厂商，在网络设

备上进行编程和管理其 网络体系结构或网络协议。开放可编程式思路是革命性改进方

案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基本可以概括为：将原来多张功能网络并存、整体的、复杂

的城域网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简称为 MAN) 或者广域网 (Wide Area Network,

简称为 WAN) 网络或网络设备按功能进行切分，例如：划分成数据转发部分和逻辑控

制部分，或者系统核心部分和用户功能部分等。各部分之间的接 口是开放的和标准的。



基于这个开放和标准化 的接 口，每个部分可以 自我演进和改进而不需通知或影响其他

部分，这样整个网络或 网络设备也将实现独立 、平滑演进和改进 。开放可编程式思路

面临的挑战在于： 1) 网络分层需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扩展性；2 ) 定义

科学、可扩展的分层间的接 口；3 ) 控制层面如果采取集 中管控方式，则需要考虑域间

连接、可扩展性 （例如：扩展到全球 ）等。

在开放可编程 网络的研究方面，Berkeley ( 伯克利）大学的 Scott Shenker 等人提

出的软件定义网络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简称为 SDN) 技术 、Stanford ( 斯

坦福 ）大学的 OpenFlow ( 所谓 的 OpenFlow 就是改革派提 出的一种新型 网络交换模型 ）

等技术是 网络开放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 图 1 所示是 SDN/OpenFlow 网络的拓扑示

意图，其中包含：基础设施层、网络控制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SDN/OpenFlow 网络

的基础设施层 由各个转发设备构成，转发设备相对当前 网络中的路 由器、交换机及各

类 网关来说结构更加简单、没有复杂的 Control Plane ( 控制面 ），主要的工作是进行数

据流的转发。网络控制层的主要设备是网络操作系统 （或者称为 SDN/OpenFlow 控制

器），网络操作系统通过标准化的接 口同时对多台转发设备进行控制 ，替代 了原本独立

于各台设备中的控制面甚至当前的网络管理系统，可 以实现网络管理和端到端的数据

流规则下发 （即向转发路径上的多台转发设备下发流规则），同时网络操作系统通过应

用程序编程接 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简称为 API) 与应用层进行交互 。

应用层 由不同应用构成 ，应用通过 API 接 口能够直接调用控制层的网络管理和控制功

會

与其它革命性的改进技术的部署一样 ，运营商网络在 向 SDN/OpenFlow 架构演进

的过程 中势必遇到多种 问题，上面所提到的可扩展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然

而 ，网络 部署 的灵活程度又是衡量一个 网络 的可扩 展性 的重要指标之一 。当前 的

SDN/OpenFlow 网络 中，网络控制层设备 （例如：控制器 ）和基础设施层设备 （即，

转发设备 ）之间通过基于 I P 地址的通信协议消息进行交互 （例如：OpenFlow 协议 ），

控制器和转发设备的 I P 地址都是预先配置的，不利于大规模 、快速地部署转发设备以

及后续对转发设备的灵活增减 。

针对上述 的问题 ，目前 尚未提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 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设备接入 网络的方法和装置，以至少解决相关技术 中设

备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置好 的，从而导致未配置网络地址的设备无法有效的接入到

网络中，同时网络的部署和数据转发的灵活性比较低的技术 问题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一个方面 ，提供 了一种设备接入网络 的方法 ，包括 ：第一设

备接收第一消息，其中，上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上述第一消息的控制器能够

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上述第一设备根据上述第一消息向上述控制器

发送第一请求消息，其中，上述第一请求消息用于请求上述控制器和/或上述控制器所

控制 的路径可达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上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上述第一设备

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接入到网络中。

优选地 ，上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有上述控制器的相关信息，其中，上述控制器 的相

关信息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上述控制器的网络地址 、上述控制器 的设备标识 、上述控

制器 的管理域名 。

优选地 ，在上述第一设备被分配上述 网络地址之后 ，上述方法还包括 ：上述第一

设备与上述控制器建立连接；上述第一设备将上述控制器构造下发的上述第一消息转

发给与上述第一设备直连 的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 。

优选地 ，在第一设备将控制器构造下发的第一消息转发给与第一设备直连 的一个

或多个第二设备之后 ，上述方法还包括：第二设备根据第一消息 向第一设备发送第二

请求消息，其 中，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控制器和/或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达 的网络

地址分配服务器为第二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第一设备将第二请求消息转发给控制器 。

优选地 ，上述第一设备 向上述控制器发送上述第一请求消息包括 ：上述第一设备

判断 自身是否 已经配置 了上述 网络地址；在判断结果为否 的情况下，上述第一设备 向

上述控制器发送上述第一请求消息。

优选地 ，上述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是与上述第一设备直连 的设备中，除上述第一

消息的来源方 向的设备之外 的设备 。

优选地 ，上述控制器周期性地和/或按照需要生成并发送上述第一消息。

优选地 ，在上述第一设备根据上述第一消息向上述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并

获得 网络地址之后 ，上述方法还包括 ：上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上述控制

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其 中，上述控制器包括 ：SDN 控制器和/或 SDN

配置点。

优选地 ，在上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上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之后，上述方法还包括 ：上述控制器 向上述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

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其中，上述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中携



带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e Protocol, 简称 为 DHCP) 协议 的 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 的转发规则和 /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 的转发规则 。

优选地 ，上述控制器 向上述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

包括 ：上述控制器直接 向上述第一设备发送上述 SDN 控制消息和/或上述 OpenFlow 控

制消息 ；或者上述控制器在接收到上述第一设备发送 的携带有 DHCP 协议消息 的查询

消息后 向上述第一设备发送上述 SDN 控制消息和/或上述 OpenFlow 控制消息 。

优选地 ，上述控制器为上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包括 ：上述第一设备和上述控

制器通过 DHCP 消 息实现上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其 中，上述第一请求消息通过上述

DHCP 消息进行承载 。

优选地 ，上述第 一设备根 据分配 的 网络地址 与上述控 制器 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包括 ：在上述控制器在上述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上述 SDN 连接

或者上述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上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

络地址和上述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建立上述 SDN 连接或者上述 OpenFlow 连接 ；或者在

上述控制器未在上述 DHCP 消 息中携带用于建立上述 SDN 连接或者上述 OpenFlow 连

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 ，上述第一设备根据 上述分配 的网络地址和 从上述第

一消息中获取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建立上述 SDN 连接或者上述 OpenFlow 连接 。

优选地 ，上述控制器为上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包括 ：上述控制器通过 DHCP

服务器功能与上述第一设备进行 DHCP 协议消息 的交互 以实现上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

其 中，上述路径可达 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包括 ：DHCP 服 务器 ；或者上述控制器通

过 DHCP Relay 功 能参与上述第一设备与上述 DHCP 服 务器设备之 间的 DHCP 协议消

息的交互 以实现上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

优选地 ，上述第一消息包括 ：LLDP 消 息 。

优选地 ，第一消息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 ，其 中，上述能力属性用于指示上

述控制器 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并提供上述控制器 的相关信息 。

优选地 ，能力属性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上述控制器是否能够提供 DHCP 地址分配 、

上述控制器是否能够支持 DHCP Relay 、上述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上述控制器 的设备标

识、上述控制器 的管理域名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另一方面 ，提供 了一种设备接入 网络 的装置 ，位于第一设备

中，包括 ：接 收单元 ，设置为接收第一消息，其 中，上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



上述第一消息的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第一发送单元，设

置为根据上述第一消息 向上述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其 中，上述第一请求消息用

于请求上述控制器和/或上述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达 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上述

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接入单元 ，设置为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将上述第一设备接入

到网络中。

优选地 ，上述装置还包括 ：第一建立单元 ，设置为与上述控制器建立连接 ；第二

发送单元，设置为将上述控制器构造下发 的上述第一消息转发给与上述第一设备直连

的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 。

优选地 ，上述第一发送单元包括：判断模块 ，设置为判断 自身是否 已经配置 了上

述 网络地址 ；发送模块 ，设置为在判断结果为否的情况下 ，向上述控制器发送上述第

一请求消息。

优选地 ，上述装置还包括 ：第二建立单元 ，设置为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与上述控

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其中，上述控制器包括：SDN 控制器和/或

SDN 配置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第一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发送第一消息的控制器可以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该可达路径就表 明通过这个控制器可 以将该第一设

备接入到网络 中。第一设备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就可以知道如果想接入 网络就可 以通过

这个控制器进行，然后第一设备就可 以向控制器发送请求消息请求进行 网络地址分配

并接入到 网络中。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了相关技术 中设备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置好的，

从而导致未配置网络地址 的设备无法有效 的接入到网络 中，同时网络 的部署和数据转

发的灵活性 比较低 的技术 问题 ，达到了在无需设置控制平面 网络 的情况下设备有效地

接入到网络 中的技术效果 。

附图说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

中-

图 1 是根据相关技术 的 SDN/OpenFlow 网络 的拓扑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设备接入网络 的方法方法 的一种优选流程 图；

图 3 是根据实施例的设备接入 网络 的装置的一种优选地结构框 图；



图 4 是根据实施例 的设备接入 网络 的装置 的另一种优选地 结构框 图；

图 5 是根据实施例 的设备接入 网络 的装置 的又一种优选地 结构框 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一种优选流程 图；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 实施方式 1 的网络 拓扑示意 图；

图 8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 实施方式 1 的流程 图；

图 9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 实施方式 2 的网络 拓扑示意 图；

图 10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 实施方 式 2 的流程 图；

图 11 是根据本 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实施方 式 3 的网络拓扑示意 图；

图 1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优选 实施方 式 3 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文 中将参考 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本 发 明。需要说 明的是 ，在不冲 突 的

情况下 ，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 中的特 征可 以相互组合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优选 的设备接入 网络 的方法 ，如 图 2 所示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202: 第一设备接收第一消 息，其 中，上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该第

一消息的控制器 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

步骤 S204: 第一设备根据第一消 息 向上述控制器发送第一请 求消息 ，其 中，第一

请 求消 息用 于请 求控制器和 /或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 可达 的 网络地址 分配 服 务器 为第

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

步骤 S206: 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接 入到 网络 中 。

在上述优选实施方式 中，在第 一消 息中携 带用 于指示发送第一消息的控制器 可 以

提供 网络地址 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该可达路径就表 明通过这个控制器可 以将该第

一设备接入到 网络 中。第一设备在 收到这个消息后就可 以知道如果想接入 网络就可 以

通过这个控制器进行 ，然后第 一设备就可 以向控制器发送请求消 息请 求进行 网络地址

分配并接入到 网络 中。通过上述方 式解决 了相关技术 中设备 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 置



好 的，从而导致未配 置 网络地址 的设备无 法有 效 的接 入 到 网络 中 ，同时 网络 的部署 和

数据转 发 的灵 活性 比较 低 的技 术 问题 ，达 到 了在无 需设置控制平 面 网络 的情 况下 设 备

可 以有效地接入 到 网络 中的技 术 效果 。

优选地 ，指示构造 发送 该第一 消 息 的控制 器 能够提供 网络 地址 分配服 务器 的可达

路径 指 的是该控制 器可 以实现 为第 一设备 分配 网络地址 ，具体 的分配 方式可 以是服 务

器 自己进 行 分配 ，也可 以是控制器 通 过其控 制 范 围 内的网络地址 分配服 务器进行 分配 。

所谓 的提供 可达路 径也 就表示 该控制器可 以与 能够进行地 址分配 的服 务器建 立连接 ，

这个 能够进行 地址 分配 的服 务器 可 以是控 制器 自身也 可 以是它所 控制 的地址 分配服 务

器 。上述 的第 一消 息可 以是控 制器 主动触 发 生成 的，用 于触发与其直 连 的设 备进行 网

络接 入 。

第 一消 息 中携 带有控制 器 的相 关信 息 ，其 中，该控 制器 的相 关信 息可 以包括 但 不

限于 以下 至少之 一 ：控 制器 的 网络地址 、控 制器 的设备标 识 、控 制器 的管理域 名 。

在 上述 步骤 S202 之 后 ，第 一设备无论 是通过控制器分配 了网络地址 ，还是 自身 已

经配 置 的网络 地址 ，都 可 以通 过与 自身对 应 的 网络地址 与控制器 建立 连接 ， P，接 入

到 网络 中 。该第 一设 备可 以是 即插 即用 的设备 ， P ，只有 插入后 才可与 网络建立 连 接 ，

从而处 于控制 器 的控制 范 围 内。在第 一设 备与控制器建立 连接后 ，控 制器 就 可 以通 过

该第 一 设备将 由控 制器 构造下 发 的第 一消 息发送给 与第 一 设备直 连 的一个 或 多个第 二

设备 ，然 后再通 过第二 设备发送给与第二设 备直连 的第三 设备 ，以实现 一层层地 扩散 ，

从而使 得 网络 中的不直 接 与控 制器连接 的设备 也可 以有 效 的接 入 到 网络 中 。通过这种

方式就 可 以使 得 网络 中 的设备 可 以都 实现 网络 地址 的有 效 分配 ，在一个优选 实施方 式

中，在 所述第 一设 备被 分配所 述 网络地址 之后 ，上述 方法 还包括 ：第 一设备与控制 器

建立连 接 ；第 一设 备将 控制器 构造 下发 的第 一 消息转 发给 与第一 设备直连 的一个 或 多

个第 二设 备 。

在第一 设备将 控制器构 造下发 的第 一消 息转发给 与 第一设 备直 连 的一个或 多个第

二设备之 后 ，上述方法 还包括 ：第 二设备根 据第一 消 息 向第 一设 备发送 第 二请 求 消息 ，

其 中，所述 第二请 求消 息用于请 求所述 控制器 和 /或所 述控制 器所控 制 的路径可达 的 网

络地址 分配服 务器 为所 述第 二 设备 分配 网络地 址 ；第 一设 备将第 二请 求消息转 发给 所

述控制 器 。这个过程主 要是考 虑 到从物理连接 的角度 ，控 制器 与第一 设备相 连 ，第 一

设备与第二设 备相 连 ，第 二设 备 的请 求消 息就 需要通 过第 一设备进行 转发才 可 以到达

控制器 。



为 了避免第一设备 已经分配 了地址 ，然后 响应这个第一消息又分配一次地址 ，而

造成资源 的浪费，在一个优选 实施方式中，第一设备 向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包括 ：

第一设备判断 自身是否 已经配置 了网络地址 ；在判断结果为否的情况下 ，第一设备 向

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 。 P，只有在确定第一设备未配置相应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 ，

第一设备才会 向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 ，以请求控制器进行 网络地址 的分配 ，或者

是请求该控制器路径可达 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进行 网络地址 的分配 。

在上述 第一设备 向一个 或多个与第 一设备相 连 的第 二设备发送第一 消息 的过程

中，这些第二设备是与第一设备直连 的设备 中，除第一消息的来源方 向的设备之外 的

设备 ，这样也就避免 了消息被 反复多次发送 到一个设备 。

优选地 ，控制器可 以是周期性地和/或按照需要生成并发送上述第一消息。

在上述步骤 S204 之后 ，且第一设备 已经获得 了网络地址之后 ，上述方法还包括 ：

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上述控制

器可 以包括 ：SDN 控制 器 。优选地 ，上述第 一设备可 以包括 ：SDN 转 发设 备或者

OpenFlow 转 发设备 。

优选地 ，在所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所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之后 ，上述方法还包括 ：控制器 向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其 中，该 SDN 控制消息和 /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中可 以携带有

DHCP 协议 的 DHCP Discover 消 息和 DHCP Request 消 息的转发规则 ，还可 以携带有

OpenFlow 协议报文 的转发规则 。。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控制器 向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

制消息可 以包括 ：控制器直接 向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

或者控制器在接 收到第一设备发送 的携带有 DHCP 协议消息 的查询消息后 向第一设备

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所述 OpenFlow 控制消息 。

为 了实现 网络地址 （例如 ：IP 地址 ）的分配 ，可 以是通过 DHCP 消 息实现 网络地

址 的分配 的，其 中，第一请求消息也可 以通过 DHCP 消 息进行承载 。

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可 以包

括 ：在控制器在 DHCP 消息 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网络地址 （也可 以是专用 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 ，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和控制

器 的网络地址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或者在控制器未在 DHCP 消息

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 ，第一设



备根据所述分配的网络地址和从所述第一消息中获取 的控制器的网络地址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所述 OpenFlow 连接。

在实际的应用中，控制器可能是具备 DHCP 服务器功能的，也可能被配置了中继

能力，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控制器为第一设备分配网络地址可以包括：控制器通过

DHCP 服务器功能与第一设备进行 DHCP 协议消息的交互以实现网络地址的分配；或

者控制器通过 DHCP Relay 功能参与第一设备与 DHCP 服务器设备之间的 DHCP 协议

消息的交互以实现网络地址的分配。

在上述各个优选实施方式中，第一消息可以包括：链路层发现协议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简称为 LLDP) 消息。 p，在本优选实施例中对 LLDP 消息进行扩

展，以使得 LLDP 消息可以指示控制器能够提供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以及

控制器的相关信息。优选地，该指示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

可以是即插即用能力属性，也就是说，可以在第一消息中携带即插即用能力属性以指

示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并提供所述控制器的相关信息。优

选地，该能力属性可以但不限于包括以下至少之一：控制器是否能够提供 DHCP 地址

分配、控制器是否能够支持 DHCP Relay 、控制器的网络地址、控制器的设备标识、控

制器的管理域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个优选实施方式中，第一设备和控制器建立连接，就相

当于上述步骤 S206 中的第一设备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接入到网络中。

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设备接入网络的装置，位于第一设备中，优选地，该

第一设备可以是转发设备，该装置用于实现上述实施例及优选实施方式，已经进行过

说明的不再赘述。如以下所使用的，术语 " 单元 " 或者 " 模块 " 可以实现预定功能的

软件和/或硬件的组合 。尽管以下实施例所描述的装置较佳地以软件来实现，但是硬件，

或者软件和硬件的组合的实现也是可能并被构想的。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设备

接入网络的装置的一种优选结构框图，如图 3 所示，包括：接收单元 302 、第一发送

单元 304 和接入单元 306 ，下面对该结构进行说明。

接收单元 302 ，设置为接收第一消息，其中，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所

述第一消息的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优选地，该第一消息

中还携带有所述控制器的相关信息，控制器的相关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之一：控制器的

网络地址、控制器的设备标识、控制器的管理域名。



第一发送单元 304 ，与接收单元 302 耦合，设置为根据第一消息向控制器发送第

一请求消息，其中，所述第一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控制器和/或所述控制器所控制的

路径可达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所述第一设备分配网络地址；

接入单元 306 ，与第一发送单元 304 耦合，设置为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将所述第

一设备接入到网络中。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如图 4 所示，上述装置还包括：第一建立单元 402 ，设

置为在第一设备被分配网络地址之后，与控制器建立连接；第二发送单元 404 ，与第

一建立单元 402 耦合，设置为将控制器构造下发的第一消息转发给与第一设备直连的

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

优选地，上述装置还包括：转发单元，设置为将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响应于第一

消息而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转发给控制器，其中，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控制器

和/或所述控制器所控制的路径可达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第二设备分配网络地址。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如图 5 所示，第一发送单元 304 包括：判断模块 502 ，
设置为判断自身是否已经配置了所述网络地址；发送模块 504 ，与判断模块 502 耦合，

设置为在所述判断模块在判断结果为否的情况下，向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上述装置还包括：第二建立单元，设置为根据分配的网

络地址与所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其中，上述控制器包括：SDN

控制器。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上述控制器还包括：第三发送单元，设置为在所述第一

设备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与所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之后，向所

述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其中，所述 SDN 控制消息

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中携带有 DHCP 协议的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

优选地，上述的第三发送单元包括：第一发送模块，设置为直接向所述第一设备

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或者第二发送模块，设置为在接收到第

一设备发送的携带有 DHCP 协议消息的查询消息后向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

或 OpenFlow 控制消息。



优选地 ，所述发送方为所述第一转发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包括 ：所述第一设备和所

述发送方通过 DHCP 消息实现所述 网络地址的分配，其 中，所述第一请求消息通过所

述 DHCP 消息进行承载 。

优选地 ，上述第二建立单元包括：第一建立模块，设置为在控制器在所述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

下，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和控制器的网络地址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或

者第二建立模块 ，设置为在控制器未在 DHCP 消息 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的情况下，根据所述分配 的网络地址和从所述第一

消息中获取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所述 OpenFlow 连接 。

优选地 ，控制器为所述第一转发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包括：控制器通过 DHCP 服务

器功能与所述第一设备进行 DHCP 协议消息的交互以实现所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或者

控制器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参与所述第 一设备与所述 DHCP 服 务器设备之 间的

DHCP 协议消息的交互 以实现所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

下面将转发设备作为上述 的第一设备 ，SDN 控制器作为上述控制器进行描述 ，在

本优选实施方式 中，提供 了一种 SDN 网络转发设备即插 即用 的方法和系统，通过 SDN

或 OpenFlow 网络控制器 向转发设备发送扩展后的 LLDP 消息，由已完成 网络地址 （IP

地址 ）配置的转发设备 向其直连 的其它转发设备转发该消息，再 由未完成 IP 地址配置

的转发设备与网络控制器进行 DHCP 协议消息交互以实现该转发设备 的 IP 地址 的配

置。通过该方法实现 了 SDN/OpenFlow 网络 的转发设备即插 即用 ，进而加快 了大规模

SDN/OpenFlow 网 络 的 部 署 速 度 、 增 加 了 转 发 设 备 的 部 署 灵 活 性 、 提 升 了

SDN/OpenFlow 网络 的可扩展性 。

具体如 图 6 所示 ，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602: SDN 或 OpenFlow 控制器 向直连的转发设备发送扩展的 LLDP 消息，

其中，该 LLDP 消息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

优选地 ，控制器周期性地或按需的发送所述 LLDP 消息。上述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

表示该控制器可 以提供 DHCP 地址分配或 DHCP Relay 功能 。SDN/OpenFlow 控制器

的即插即用能力属性还可以包括：设备归属 的管理域域名从而实现 SDN/OpenFlow 网

络 的分域部署和管理，提升 了系统部署的灵活性。

步骤 S604: 转发设备在收到 LLDP 消息后 ，判断本地是否 已经分配 了与控制器进

行通信 的 IP 地址 ，若 已分配则转而执行步骤 S608, 否则执行步骤 S606 。



步骤 S606: 未分配与上述控制器进行通信 的 IP 地址 的转发设备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消息请求 IP 地址 ，并与控制器完成后续 的 DHCP 协议消息交互 以实现 IP 地址

的分配 。

优选地 ，上述控制器通过 DHCP 服务器功能与转发设备进行 DHCP 协议消息交互

以完成转发设备 的 IP 的分配 ，或控制器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参与转发设备与 DHCP

服务器设备之 间的 DHCP 协议消息交互 以完成转发设备 的 IP 地址分配 。

步骤 S608: 完成 IP 地址分配 的转发设备或者原本 已分配 IP 地址 的转发设备与上

述控制器之 间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

优选地 ，控制器在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即上文 的网络地址 ），转发设备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控制器 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或控制器未在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 DHCP Server 或 DHCP Relay 设备

的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

步 骤 S610 : 控 制 器 向与 其 建 立 SDN/OpenFlow 连 接 关 系 的 转 发 设 备 发 送

SDN/OpenFlow 控制消息，用 以携带 DHCP 协议 的 DHCP Discover 消 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 。

优选地 ，控制器在 SDN/OpenFlow 连接建立后直接 向转发设备发送控制消息，或

控制器在 收到转发设备发送 的携带 DHCP 协议消息的查询消息后 向转发设备发送控制

消息 。

步骤 S612: 控制器 向刚与其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关系 的转发设备发送前述 的

扩展 的 LLDP 消息，再通过该转发设备将上述扩展的 LLDP 消息发送给与该转发设备

直连 的一个或多个其它转发设备 。

优选地 ，转发设备无需 向收到所述 LLDP 消息的方 向发送所述 LLDP 消息，艮卩，

上述 的其它转发设备是 除 已有这种扩展 的 LLDP 消息来源方 向的转发设备 以外 的，所

有与上述转发设备直连 的转发设备 。

下面将分别介绍本发 明在不 同应用场景下 的三个实施例进行具体说 明。

优选实施方式 1



在本优选 实施方式 以 SDN/OpenFlow 控制器作为 DHCP 服务器 ，为直连 的转发设

备分配 IP 地址 。组 网的示意 图如 图 7 所示，控制器 为 SDN/OpenFlow 控制器 ，转发设

备 1 为 SDN/OpenFlow 转发设备 。具体 的流程如 图 8 所示 ，包括 ：

步骤 S801: 控制器 向转发设备 1 发送扩展 的 LLDP 消息 ，其 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 能

力属性；优选地 ，制器周期性 的或按需的发送 LLDP 消息，上述 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表

示该控制器可 以提供 DHCP 地址分配功能 。

步骤 S802: 转发设备 1 在收到 LLDP 消息后 ，判断本地未分配与控制器进行通信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1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Discover 消 息；优选地 ，转发设备 1 从收

到 LLDP 消息的接 口向外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 。

步骤 S803: 控制器收到 Discover 消息后 ，向转发设备 1 发送 DHCP Offer 消息；

步骤 S804: 转发设备 1 在收到 Offer 消息后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Request 消 息；

步骤 S805: 控制器在收到 Request 消 息后 ，向转发设备 1 发送 DHCP Ack 消 息，

从而完成转发设备 1 的 IP 地址分配 ；优选地 ，控制器在 DHCP 协议消息中携带用于建

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

步骤 806: 转发设备 1 与控制器之 间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优选地 ，如果控

制器或 DHCP 服务器在 DHCP 消息中携带 了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则转发设备 1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控制器 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

接 ；如果控制器或 DHCP 服务器未在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1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扩展 的 LLDP 消息的能力属性

中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优选地 ，控制器在与转发设备 1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之后 ，直接 向转发设备 1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并通过转发设备 1 向 SDN 网络

边缘外连 的转发设备发送扩展 的 LLDP 消息 。

优选实施方式 2

在本优选 实施方式中，以 SDN/OpenFlow 控制器作为 DHCP 服务器 ，为非直连 的

转发设备分配 IP 地址 。组 网示意 图如 图 9 所示，控制器为 SDN/OpenFlow 控制器 ，转

发设备 1 为与控制器直连 的 SDN/OpenFlow 转发设备 ，转发设备 2 为与控制器非直连

的 SDN/OpenFlow 转发设备 。具体流程 图如 图 10 所示 ，包括 ：



步骤 S1001: 控制器 向转发设备 1 发送扩展 的 LLDP 消息，其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

能力属性 ；优选地，控制器周期性的或按需的发送 LLDP 消息；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表

示该控制器可以提供 DHCP 地址分配功能 。

步骤 S1002: 转发设备 1 在收到 LLDP 消息后 ，向直连的转发设备 2 转发该 LLDP

消息；优选地，转发设备 1 无 需向已收到扩展的 LLDP 消息的方 向发送 LLDP 消息。

优选地，转发设备 1 向直连 的其它转发设备转发该 LLDP 消息，其它转发设备为除扩

展的 LLDP 消息来源方 向的转发设备以外 的，所有与转发设备 1 直连 的转发设备，其

中包括转发设备 2。

步骤 S1003: 转发设备 2 在收到 LLDP 消息后 ，判断本地未分配与控制器进行通

信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2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优选地 ，转发设备 2 从

收到 LLDP 消息的接 口向外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 。

步骤 S1004: 转发设备 1 在收到 DHCP Discover 消息后，向控制器发送该消息；

优选地 ，转发设备 1根据控制器事先 向转发设备 1发送 的转发规则转发 DHCP Discover

消息，或 由转发设备 1 向控制器查询后根据控制器 向转发设备 1 发送 的转发规则转发

DHCP Discover 消息 。

步骤 S1005: 控制器在收到 Discover 消息后 ，与转发设备 2 进行后续 的 DHCP 协

议消息交互 以完成转发设备 2 的 IP 地址分配；优选地，转发设备 2 与控制器之间的

后续的消息交互可以通过转发设备 1 进行转发，控制器在 DHCP 协议消息中可 以携带

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

步骤 S1006: 转发设备 2 与控制器之 间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优选地，如果

控制器或 DHCP 服务器在 DHCP 消息中携带 了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2 利用分配的 IP 地址与所述控制器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如果控制器或 DHCP 服务器未在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

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2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扩展的 LLDP 消息的能力属

性 中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控制器在与转发设备 2 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之后 ，直接 向转发设备 2 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并通过转发设备 2 向 SDN 网络

边缘外连 的转发设备发送扩展 的 LLDP 消息 。

优选实施方式 3



在本优选 实施方式中，以 SDN/OpenFlow 控制器作为 DHCP Relay, 通 过 DHCP

服 务 器 为 直 连 的转 发 设 备 分 配 IP 地 址 。组 网示 意 图如 图 11 所 示 ，控 制 器 为

SDN/OpenFlow 控制器 ，转发设备 3 为 SDN/OpenFlow 转发设备 ，转发设备 5 为后部

署 的 SDN/OpenFlow 转 发设备 。详细流程如 图 12 所示 ，包括 ：

步骤 S1201: 控制器 向转发设备 3 发送扩展 的 LLDP 消息 ，其 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

能力属性 ；优选地 ，控制器周期性 的或按需 的发送 LLDP 消 息 ，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表

示该控制器可 以提供 DHCP Relay 功能 ；优选地 ，SDN/OpenFlow 控制器 的即插 即用能

力属性还可 以包括设备归属 的管理域域名，实现 SDN/OpenFlow 网络 的分域部署和管

理，从而提升设备部署 的灵活性 。

步骤 S1202: 转发设备 3 在收到 LLDP 消息后 ，判断本地未分配与控制器进行通

信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3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Discover 消 息 ，控制器收到 DHCP

Discover 消息后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 向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 ；优

选地 ，转发设备 3 从收到 LLDP 消息 的接 口向外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 。

步骤 S1203 ：DHCP 服务器在 收到 Discover 消 息后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Offer 消

息，控制器收到 Offer 消 息后 ，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 向转发设备 3 发送 DHCP Offer

消息 ；

步骤 S1204: 转 发设备 3 在 收到 Offer 消 息后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Request 消息 ，

控制器在 收到 DHCP Request 消 息后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 向 DHCP 服 务器发送 DHCP

Request 消 息 .

步骤 S1205: DHCP 服务器在收到 Request 消 息后 ，向控制器发送 DHCP Ack 消 息，

控制器在 收到 Ack 消 息后 ，通过 DHCP Relay 功 能 向转发设备 3 发送 DHCP Ack 消 息，

从而完成转发设备 3 的 IP 地址分配 ；优选地 ，控制器在与转发设备 3 交互的 DHCP

协议消息 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

步骤 S1206: 转发设备 3 与控制器之 间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优选地 ，如果

控制器或 DHCP 服 务器在 DHCP 消息 中携带 了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3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控制器 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

接 ；如果控制器或 DHCP 服 务器未在 DHCP 消 息 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 ，转发设备 3 利用分配 的 IP 地址与扩展 的 LLDP 消息的能力属性

中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 ；优选地 ，控制器在与转发设备 3 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之后 ，直接 向转发设备 3 发送 DHCP Discover 消 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并通过转发设备 3 向 SDN 网络

边缘外连的转发设备 （例如转发设备 5 ) 发送扩展的 LLDP 消息。

步骤 S1207: 转发设备 5 通过与转发设备 3 之间新建的物理链路连接的方式接入

到该 SDN/OpenFlow 网络，之后转发设备 5 向转发设备 3 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

步骤 S1208: 转发设备 3 在收到 DHCP Discover 消息后，向控制器发送该消息；

优选地，转发设备 3 根据控制器事先向转发设备 3 发送的转发规则转发 DHCP Discover

消息，或由转发设备 3 向控制器查询后根据控制器向转发设备 3 发送的转发规则转发

DHCP Discover 消息。

步骤 S1209: 控制器在收到 Discover 消息后，通过 DHCP Relay 功能与转发设备 5

及 DHCP 服务器进行后续 DHCP 协议的消息交互以完成转发设备 5 的 IP 地址分配；

优选地，控制器与转发设备 5 之间交互的 DHCP 协议消息通过转发设备 3 进行转发；

优选地，控制器或 DHCP 服务器在与转发设备 5 的 DHCP 协议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的控制器的 I P 地址。

步骤 S1210: 转发设备 5 与控制器之间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优选地，如果

控制器或 DHPC 服务器在 DHCP 消息中携带了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的控制器

的 IP 地址，转发设备 5 利用分配的 IP 地址与所述控制器的 I P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如果控制器或 DHCP 服务器未在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 SDN/OpenFlow 连

接的控制器的 IP 地址，转发设备 5 利用分配的 I P 地址与扩展的 LLDP 消息的能力属

性中的控制器的 I P 地址建立 SDN/OpenFlow 连接。优选地，控制器在与转发设备 5 建

立 SDN/OpenFlow 连接之后，直接向转发设备 5 发送 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息的转发规则和/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的转发规则，并通过转发设备 5 向

SDN 网络边缘外连的转发设备发送扩展的 LLDP 消息。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软件，该软件用于执行上述实施例及优选实

施方式中描述的技术方案。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存储介质，该存储介质中存储有上述软件，

该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光盘、软盘、硬盘、可擦写存储器等。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实现了如下技术效果：在第一消息中

携带用于指示发送第一消息的控制器可以提供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的可达路径，该可

达路径就表明通过这个控制器可以将该第一设备接入到网络中。第一设备在收到这个

消息后就可以知道如果想接入网络就可以通过这个控制器进行，然后第一设备就可以



向控制器发送请求消息请求进行 网络地址分配并接入到网络中。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了

相关技术中设备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置好 的，从而导致设备无法有效的接入到网络

中，同时网络 的部署和数据转发的灵活性 比较低的技术 问题 ，达到了在无需设置控制

平面 网络 的情况下设备有效地接入到 网络 中的技术效果。

显然，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应该 明白，上述 的本发 明实施例 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以

用通用 的计算装置来实现 ，它们可 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

装置所组成 的网络上 ，可选地，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 的程序代码来实现 ，从而，

可以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可 以以不 同于

此处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 的步骤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

者将它们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这样 ，本发 明不限制

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 限制本发 明，对于本领域 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 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

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工业实用性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以应用于通信领域 ，解决 了相关技术 中系统 中设

备的网络地址都是预先配置好 的，从而导致未配置 网络地址的设备无法有效的接入到

网络 中，同时网络 的部署和数据转发的灵活性 比较低 的技术 问题 ，达到了在无需设置

控制平面 网络的情况下设备可 以有效地接入到网络 中的技术效果 。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设备接入网络 的方法 ，包括 ：

第一设备接收第一消息，其 中，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所述第一

消息的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

所述第一设备根据所述第一消息 向所述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其 中，

所述第一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控制器和/或所述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达 的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所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

所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接入到网络中。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有所述控制器 的相关

信息，其 中，所述控制器的相关信息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所述控制器 的网络地

址、所述控制器 的设备标识、所述控制器的管理域名 。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第一设备被分配所述 网络地址之后 ，

所述方法还包括 ：

所述第一设备与所述控制器建立连接 ；

所述第一设备将所述控制器构造下发的所述第一消息转发给与所述第一设

备直连的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 。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方法 ，其中，在所述第一设备将所述控制器构造下发的

所述第一消息转发给与所述第一设备直连的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之后 ，所述方

法还包括 ：

所述第二设备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向所述第一设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其 中，

所述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控制器和/或所述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达 的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所述第二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

所述第一设备将所述第二请求消息转发给所述控制器 。

5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是与所述第一设

备直连的设备中，除所述第一消息的来源方 向的设备之外 的设备 。

6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第一设备 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一

请求消息包括：



所述第一设备判 断 自身是否 已经配置 了网络地址 ；

在判断结果为否 的情况下 ，所述第 一设备 向所述 控制器 发送所述第一请求

消息 。

7.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控制器周期性地和 /或 按照需要生成并

发送所述第一消 息 。

8.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第一设备根据所述第一消息 向所述

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 息 ，并获得 网络地址之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所述第 一设备根据 分配 的 网络地址 与所述控制器建立 软件 定义 网络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 ，其 中，所述控制器包括 ：SDN 控制器和 /或 SDN 配

置点 。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所

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 接之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所述控制器 向所述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 消息 ，

其 中，所述 SDN 控制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制 消息中携带有 DHCP 协议 的

DHCP Discover 消息和 DHCP Request 消 息 的转 发规则和 /或 OpenFlow 协议报文

的转发规则 。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控制器 向所述第一设备发送 SDN 控制

消息和/或 OpenFlow 控 制消息包括 ：

所 述 控 制 器 直 接 向所 述 第 一 设 备 发 送 所 述 SDN 控 制 消 息 和 / 或 所 述

OpenFlow 控 制消息 ；或者

所述控制器在接收到所述第一设备发送的携带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协议消

息的查询消息后向所述第一设备发送所述 SDN 控制消息和/或所述 OpenFlow 控制消

息。

11.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控制器 为所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包括 ：所述第一设备和所述控制器通过 DHCP 消 息实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其 中，

所述第一请求消 息通过所述 DHCP 消 息进行承载 。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第一设备根据 分配 的 网络地址与所述

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者 OpenFlow 连接包括 ：



在所述控制器在所述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所述

OpenFlow 连接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的情况下，所述第一设备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

址和所述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所述 OpenFlow 连接 ；或者

在所述控制器未在所述 DHCP 消息中携带用于建立所述 SDN 连接或者所

述 OpenFlow 连接 的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的情况下 ，所述第一设备根据所述分配

的网络地址和从所述第一消息中获取 的控制器的网络地址建立所述 SDN 连接

或者所述 OpenFlow 连接 。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控制器为所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包括 ：

所述控制器通过 DHCP 服务器功能与所述第一设备进行 DHCP 协议消息的

交互 以实现所述 网络地址的分配 ，其中，所述路径可达 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包括 ：DHCP 服务器 ；或者

所述控制器通过 DHCP Relay 功能参与所述第一设备与所述 DHCP 服务器

设备之间的 DHCP 协议消息的交互以实现所述 网络地址 的分配 。

14.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LLDP

消息。

15.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13 中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有 即插

即用能力属性 ，其中，所述能力属性用于指示所述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

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并提供所述控制器的相关信息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能力属性包括 以下至少之一 ：所述控

制器是否能够提供 DHCP 地址分配 、所述控制器是否能够支持 DHCP Relay,

所述控制器 的网络地址 、所述控制器 的设备标识、所述控制器 的管理域名 。

17. 一种设备接入网络 的装置，位于第一设备中，包括 ：

接收单元 ，设置为接收第一消息，其中，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构造发送

所述第一消息的控制器能够提供 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 的可达路径 ；

第一发送单元 ，设置为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向所述控制器发送第一请求消息，

其中，所述第一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控制器和/或所述控制器所控制 的路径可

达的网络地址分配服务器为所述第一设备分配 网络地址 ；

接入单元，设置为根据分配的网络地址将所述第一设备接入到网络中。



18. 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第一建立单元 ，设置为与所述控制器建立连接 ；

第二发送单元 ，设置为将所述控制器构造下发的所述第一消息转发给与所

述第一设备直连 的一个或多个第二设备 。

19. 根据权利要求 17 或 18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第一发送单元包括：

判断模块 ，设置为判断 自身是否 已经配置了所述 网络地址 ；

发送模块 ，设置为在判断结果为否 的情况下，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一

请求消息 。

20. 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第二建立单元 ，设置为根据分配 的网络地址与所述控制器建立 SDN 连接或

者 OpenFlow 连接 ，其中，所述控制器包括：SDN 控制器和/或 SDN 配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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