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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处理方法及装置

本 申请要 求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 CN

201410292669.2, 发明名称为 "报文处理方法及装置" 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

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报文处理方法的方法、网络节点和

控制器。

背景技术

动态主机配置十办议 （英文全称为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英

文缩写为DHCP ) 是基于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 （英文全称为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英文缩写为TCP/IP ) 的一种动态地址分配协

议。在实际应用中，DHCP 服务器为作为DHCP 客户端的用户终端分配互联网

协议 （英文全称为Internet Protocol ，英文缩写为IP ) 地址，以避免不同用户终

端之间的IP地址冲突。

如果该用户终端与该DHCP 服务器位于不同物理网段，则需要DHCP 中继

( 英文名称为relay 殳备在该用户终端和该DHCP 服务器之间传递DHCP 报文。

例如：DHCP 中继设备可在接收到用户终端发送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发现 （英文

名称为DHCP Discover ) 报文之后，生成第一DHCP 报文并发送第一DHCP 报文

至DHCP 服务器。该DHCP Discover 报文可用于寻找DHCP 服务器。该第一

DHCP 报文包括 网关接 口IP地址和该用户终端的媒体接入控制 （英文全称为

Media Access Control ，英文缩写为MAC ) 地址。网关接 口IP地址为DHCP 中继

设备与该用户终端通信 的物理接 口的 I P地址。DHCP 中继设备还可将来 自

DHCP 服务器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提供 （英文名称为DHCP Offer ) 报文发送至

用户终端。该DHCP Offer 报文包括DHCP 服务器为用户终端提供的IP地址。

DHCP 中继设备可在接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请求 （英文名称



为DHCP Request ) 报文之后 ，生成第二DHCP 报文并发送第二DHCP 报文至

DHCP 服务器。DHCP 中继设备还可将来 自DHCP 服务器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确认 （英文名称为DHCP ACK ) 报文发送至用户终端。该DHCP ACK 报文包

括用户终端的配置信息。用户终端接收到DHCP ACK 报文后，可获得DHCP

服务器为其分配的IP地址。

用户终端与DHCP 服务器间的网络节点需支持DHCP 中继功能，且可生成

DHCP 报文，例如DHCP 中继设备可在接收到的DHCP Discover 报文或DHCP

Request报文的中继代理信息选项（英文名称为Relay Agent Information Option )

字段，例如option 82字段中，插入网关接 口IP地址等信息。用户终端与DHCP

服务器间的网络节点还需支持不同运营商所定制的option 字段的格式，用户终

端与DHCP 服务器间的网络节点的复杂度较高。

发 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报文处理方法，有助于解决用户终

端与DHCP 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节点复杂度较高的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网络节点和控制器。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报文处理方法，包括：

接入 网的网络节点接收用户终端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用于向

DHCP 服务器请求 IP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第二报文，所述第二报文包括所述第一报文、端 口的

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所述端口为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第一报

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是除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所述网络节点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

在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报文包括

所述用户终端的IP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

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控制器发送的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第三

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所述第三报文包括所述

用户终端的I P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所述第三报文；

所述网络节点根据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向所述

用户终端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

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网络

节点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到所述控制器发送的所述DHCP 报文，所述DHCP 报文

包括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向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DHCP 报文。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一报文是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DHCP Request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

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路由请求 （英文全称为router solicitation, 英文缩写为RS )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中继应答消息包括路由通告 （英

文全称为router advertisement ，英文缩写为RA ) 消息。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

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的净荷 （英文名称为payload )

包括开放流协议 （英文全称为open flow protocol, 英文缩写为0FP ) 报文，所

述0FP 报文的净荷携带所述第一报文。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面的第六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为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1904.2协议报

文，所述 IEEE 1904.2协议报文的子类型 subtype 字段用以标识所述 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所述OFP报文，所述 IEEE 1904.2协议报文的净荷携带所述OFP

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面的第七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为以太网操作、管理、维护ETH OAM 报文，

所述ETH OAM 报文的码 code字段用以标识所述ETH OAM 报文包括所述OFP

报文，所述ETH OAM 报文的数据 data字段携带所述OFP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

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一方面的第八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是光网络终端管理控制接 口OMCI 协议报文，

所述OMCI 协议报文 包括的消息标识字段用以标识所述OMCI 协议报文 包括

OFP报文，所述OMCI 协议报文包括的消息内容字段携带所述OFP报文、所述

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所述第四报文包括的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或RA 消息，所述

第三报文还 包括配置参数 ，所述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

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还 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所述第三报文后 ，保存所述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所述用

户终端的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所述配置

文件请求报文包括所述配置参数；

所述网络节点在获得的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和所述配置参数与所述

对应关系匹配 ，向所述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所述配置文件请求报

文。



第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报文处理方法，包括：

控制器接收到接入 网的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包括端

口的信息、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和第二报文，所述端 口为所述网络节点接收

所述第二报文的端 口，所述第二报文用于向DHCP 服务器请求 IP地址，所述第

一报文是除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所述控制器根据所述第二报文，获得DHCP 报文，所述DHCP 报文包括所

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DHCP 报文。

在上述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包括：

所述控制器接收到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报文包括

所述用户终端的IP地址；

所述控制器获得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所述第三报文、所述端 口

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第四报文。

结合上述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是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DHCP Request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

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RS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中继应答

消息包括RA 消息。

结合上述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 了第二方面的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包括：

所述控制器将配置参数携带在所述第三报文中，所述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

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第三报文，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配置参数。

第三方面，提供 了网络节点，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用户终端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用于

向DHCP 服务器请求 IP地址；

第一报文获得单元，用于获得第二报文，所述第二报文包括所述第一报

文、端 口的信息和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所述端 口为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

第一报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是除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

在上述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报

文包括所述用户终端的I P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结合上述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三方

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包括：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控制器发送的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

括第三报文、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所述第三报文包

括所述用户终端的IP地址；

第二报文获得单元，用于从所述第四报文中获得所述第三报文；

第三发送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所述第四报文。

结合上述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一报文是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DHCP Request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

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RS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中继应答

消息包括RA 消息。

结合上述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还提供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四报文包括的



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或RA消息，所述第三报文还包括配置参数，所述

配置参数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还包括：

存储单元，用于获得所述第三报文后，保存所述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所述

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第四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所

述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所述配置参数；

第四发送单元，用于在获得的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和所述配置参数

与所述对应关系匹配，向所述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所述配置文件

请求报文。

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控制器，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接入网的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一报文，所第一

报文包括端口的信息、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和第二报文，所述端口为所述网

络节点接收所述第二报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来 自于所述用户终端，所述

第二报文用于向DHCP 服务器请求IP地址，所述第一报文是除DHCP 报文之外

的报文；

第一获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二报文，获得所述DHCP 报文，所述DHCP

报文包括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DHCP 报文。

在上述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所述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

报文包括所述用户终端的IP地址；

第二获得单元，用于获得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所述第三报文、

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结合上述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第二报文是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DHCP Request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DHCP ACK 报文；

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RS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中继应答

消息包括RA 消息。

结合上述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还提供 了第四方面的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所述第二获得单元还具体用于将配置参数携带在所述第三报文中，所述

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具体用于通过所述第三报文，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

所述配置参数。

通过上述方案，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节点接收到来 自用户终端的第

一报文，获得第二报文。第一报文用于向DHCP 服务器请求I P地址；第二报文

是除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网络节点向控制器发送第二报文。控制器接收到

来 自网络节点的报文，从来 自网络节点的报文中获得用于向DHCP 服务器请求

I P地址的报文。控制器根据用于向DHCP 服务器请求I P地址的报文、网络节点

接收第一报文的端 口和用户终端的MAC 地址，获得DHCP 报文。控制器可向

DHCP 服务器发送DHCP 报文。这样，接入 网中的网络节点可无需生成DHCP

报文，而由控制器生成DHCP 报文；接入网中的网络节点也可无需支持DHCP

中继功能，只是转发来 自控制器的报文或其它网络节点的报文，有助于降低

网络节点的复杂度。

附图说 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它的附图。



图1为一种 网络场景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场景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节点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节点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控制器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控制器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DHCP 服务器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DHCP 服务器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IEEE 1904.2协议报文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ETH OAM 报文的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OMCI 协议报文的示意图。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

保护的范围。

图 1 为一种 网络场景的示意图。图 1 所示的网络场景是基于中国有线数

据传输业务接 口规 范 （英文全称为 China Data-over-Cable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英文缩写为 C-DOCSIS ) 的接入场景。图 1 所示的网络场景中，

电缆调制解调器 （英文全称为 Cable Modem, 英文缩写为 CM ) 11 与 DHCP

服务器 15 处于不同的网段中。CM 11 可与有线电缆媒介转换设备 （英文全称

为 Cable Media Converter, 英文缩写为 CMC ) 1 通信；CMC 1 可与光路终



结点 （英文全称为 Optical Line Termination, 英文缩写为 OLT ) 13 通信；OLT

13 通过宽带网络网关 （英文全称为 Broadband Network Gateway, 英文缩写为

BNG ) 14 与 DHCP 服务器 15 通信。其中，BNG 14 用于转发 OLT 13 与 DHCP

服务器 15 间的报文。

图 1 所示的网络中，DHCP 月良务器为 CM 11 动态配置 IP 地址的方法可以

包括：

CM 11 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至 CMC 12。 DHCP Discover 报文中可包

括 CM 11 的 MAC 地址。CMC 1 根据第一端口和 CM 11 的 MAC 地址，生成

第一 DHCP 报文，例如 CMC 1 将第一端口和 CM 11 的 MAC 地址携带在第

一 DHCP 报文的 option 8 字段中。第一端口是 CMC 1 接收 DHCP Discover

报文的端 口。CM 12 发送第一 DHCP 报文至 OLT 13。

OLT 13 可将第二端 口插入第一 DHCP 报文的 option 8 字段，获得第二

DHCP 报文。第二端口是 OLT 13 接收第一 DHCP 报文的端 口。OLT 13 发送

第二 DHCP 报文至 DHCP 服务器 15。

DHCP 服务器 15 根据接收到的第二 DHCP 报文包括的 CM 11 的 MAC 地

址，获得可用的 IP 地址。DHCP 服务器 15 获得 DHCP Offer 报文。DHCP Offer

报文包括第二端口、第一端口和为 CM 11 提供的 I P 地址。DHCP 服务器 15

发送 DHCP Offer 报文至 OLT 13 , 经由 OLT 13 发送 DHCP Offer 报文至 CMC

12。 CMC 12 通过第一端 口，发送 DHCP Offer 报文至 CM 11。

CM 11 从接收到的 DHCP Offer 报文中选择 DHCP 服务器 15 为其提供的

I P 地址。CM 11 获得 DHCP Request 报文。DHCP Request 报文包括 DHCP 服

务器 15 的地址和 DHCP 服务器 15 为 CM 11提供的 IP地址。CM 11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至 CMC 12。 CMC 1 获得第三 DHCP 报文。第三 DHCP 报文包

括第一端 口、DHCP 服务器 15 的 ID 和 DHCP 服务器 15 为 CM 11 分配的 IP

地址。CMC 12 可釆用发送第一 DHCP 报文相同的方法，通过 0LT 13 发送第

三 DHCP 报文至 DHCP 服务器 15。 DHCP 服务器 15 确认为 CM 11 提供的 IP

地址未被使用，通过 0LT 13 和 CMC 12, 发送 DHCP ACK 报文至 CM 11。



CM 11 接收到 DHCP ACK 报文后，获得 DHCP 服务器 15 为其分配的 IP 地址。

在图 1 所示的网络场景中，接入网的网络节点，例如 CMC 1 或 OLT 13

等网络节点，需支持对 DHCP 报文的 Option 8 字段的处理等 DHCP 中继功能，

例如：生成 DHCP 报文。网络节点还需支持不同运营商所定制的 Option 字段

的格式，网络节点的复杂度较高。

针对上述问题，提 出了有助于解决用户终端与 DHCP 服务器之间的网络

节点复杂度较高的方法。该解决方法中，网络节点接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第

一报文。第二网络设备可分别与用户终端和网络节点通信。第一报文用于向

DHCP 服务器请求 I P 地址。第一报文可以为 DHCP Discover 报文、DHCP

Request 报文或路由器请求 （英文全称为 Router Solicitation, 英文缩写为 RS )

消息。网络节点获得第二报文。第二报文包括第一报文、端 口的信息和用户

终端的 MAC 地址。所述端口为网络节点接收到第一 艮文的端口。网络节点向

控制器发送第二报文。控制器可接收到网络节点发送的报文后，根据 网络节

点发送的报文中包括的用于向 DHCP 服务器请求 IP 地址的报文，获得 DHCP

报文。控制器向 DHCP 服务器或网络节点发送 DHCP 报文。上述解决方法可

通过以下几种实施例实现。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场景的示意图。图 2 所示的网络场景中，

CM 2 1 与 DHCP 服务器 24 处于不同的网段中。图 2 所示的网络场景中，CMC

2 和汇聚转发设备 5 属于接入网的网络节点。CM 21 可与 CMC 2 通信；

CMC 2 可分别与汇聚转发设备 25 和控制器 23 通信；汇聚转发设备 25 可分

别与控制器 23 和 DHCP 服务器 24 通信；控制器 23 可分别与 CMC 22、汇聚

转发设备 25 和控制器 23 通信。

图 2 中的 CM 21 可作为用户终端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本发明实施例提及

的用户终端并不局限于这一种表现形式。本发明实施例提及的用户终端还可

以是用户驻地设备 （英文全称为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英文缩写为

CPE ) 机顶盒 （英文全称为 set top box, 英文缩写为 STB )、嵌入式多媒体终

端适酉己器 ( 英文全称为 embedded multimedia terminal adapter , 英文缩写为



eMTA )、计算机等表现形式的用户终端，在此不再逐一举例。图 2 中的控制

器 23 可以与汇聚转发设备 25 部署于一台设备上，也可部署于能够与 CMC 22、

汇聚转发设备 25 或 DHCP 服务器 24 通信的设备上。控制器 23 可以是接入控

制器 （英文全称为 Access Controller, 英文缩写为 A C )，还 可 以是其它类型的

控制器，在此不再逐一举例。汇聚转发设备 25 可以是 OLT 、路 由器或交换机

等转发设备 ，在此不再逐一举例。

本发 明实施 例 中提 及 的 网络节点可 以 是远端接 入 节点 （英文全称 为

Remote Access Node, 英文缩写为 Remote A N )。该远端接入节点可以是 CPE 、

分配点单元 （英文全称为 Drop Point Unit, 英文缩写为 DPU )、光网络终端 ( 英

文全称为 Optical Network Terminal ，英文缩写为 ONT )、电缆调制解调器 （英

文全称为 Cable Modem, 英文缩写为 CM )、 CMC, 小型化的交换机 、小型化

的数字用户线接入复用器 （英文全称为 DSL Access Multiplexer, 英文缩写为

DSLAM )、小型化 的 同轴 电缆局 端接入设备 （英文全称 为 Cable Modem

Terminal System, 英文缩写为 CMTS ) 或小型化的有线电视融合接入技术平台

( 英文全称为 Converged Cable Access Platform, 英文缩写为 CCAP ) 等各种设

备 。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节点的示意图。图 3 所示的网络节点可

以是图 2 所示的网络场景中的 CMC 22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图 3 所示的网络

节点可以包括处理器 2201 、存储器 2202 和通信接 口 2203 。处理器 2201 、存

储器 2202 和通信接 口 2203 通过通信总线 2204 连接 。处理器 2201 可以是 CPU

或 NP，处理器 2201 包括至少一个物理处理器；通信接 口 2203 包括至少一个

物理接 口。

存储器 2202 用于存储程序。可选地，存储器 2202 还可用以存储业务流

的 I D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其中，业务流用以寿义载 CMC 2 和

CM 21 间传输的报文。

处理器 2201 根据从存储器 2202 中读取的程序所包括的可执行指令 ，执

行如下操作。



处理器 2201 通过通信接 口 2203 ，接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第一报文。第一

报文用于向 DHCP 服务器 24 请求 I P 地址。例如若网络节点是 CMC 22, 则用

户终端可以是 CM 2 1，第一 报文可以是 DHCP Discover 报文、DHCP Request

才艮文或 RS 消息。

处理器 2201 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具体地，处理器 2201 根据承载

第一报文的业务流的 I D 和存储器 2202 中存储的对应关系，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例如：承载第一报文的业务流可携带有其 自身的 ID ，处理器 2201

可获知承载第一报文的业务流的 I D 。

处理器 2201 获得第二报文。第二报文包括第一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第一端 口为网络节点接收第一报文的端 口，例如若网络

节点是 CMC 2 ，则第一端 口可以是 CMC 2 接收到 DHCP Discover 报文、

DHCP Request 报文或 RS 消息的端 口。若网络节点是汇聚转发设备 25，则第

一端 口可以是汇聚转发设备接收到 DHCP 报文的端 口。

处理器 2201 通过通信接 口 2203 ，向控制器 23 发送第二报文。

可选地，处理器 2201 还可通过通信接 口 2203 ，接收 DHCP 服务器 24 发

送的第三报文。第三报文 包括用户终端的 IP 地址，例如第三报文可以是 DHCP

Offer 才艮文、DHCP ACK 才艮文或 RA 消息。处理器 2201 可通过通信接 口 2203 ，

向 CM 2 1发送第三报文。

可选地，处理器 2201 还可通过通信接 口 2203 ，接收控制器 23 发送的第

四报文。第四报文 包括第三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

处理器 2201 从第四报文中获得第三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处理器 2201 可根据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通过通信

接 口 2203 ，向 CM 21发送第三报文。

可选地 ，第三报文还可 包括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可 包括用于提供配置文

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英文全称为 Identifier, 英文缩写为 I D ) 和配置文件的 ID 。

用于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 ID 可以是服务器的地址或名称等唯一标识服务

器的信息；配置文件的 ID 可以是配置文件的名称等唯一标识文件的信息。用



于提供配置文件 的服务器可以是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英文全称为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英文缩写为 TFTP ) 服 务器 （图 2 中未示 出 ）。处理器 2201

还可获得配置参数和 CM 21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处理器 2201 可将 CM 21

的 MAC 地址与配置参数 的对应关系写入存储器 2202 。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网络节点的示意图。图 4 所示的网络节点包

括第一接收单元 2205 、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和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选

地 ，图 4 所示的网络节点还 包括第二接收单元 2208 和第二发送单元 2209 。可

选地 ，图 4 所示的网络节点还 包括第三接收单元 2210 、第二报文获得单元 2211

和第三发送单元 2212 。图 4 所示的网络节点还 包括存储单元 2213 、第四接收

单元 2214 和第四发送单元 2215 。

图 4 所示的网络节点和图 3 所示的网络节点可以是 同一个装置，例如均

为图 2 所示的网络中的 CMC 22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可 以认为，图 3 从物理

的角度显示 了一个 网络节点包括的内容，而图 4 从逻辑的角度显示 了一个 网

络节点包括的内容。可选地 ，图 4 中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第一发送单元 2207 、

第二接收单元 2208 、第二发送单元 2209 、第三接收单元 2210 、第三发送单元

2212 、第四接收单元 2214 和第四发送单元 2215 可 由图 3 所示的通信接 口 2203

来实现；图 4 中的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和第二报文获得单元 2211 可由图 3

中的处理器 2201 根据存储器 2202 存储的可执行指令来实现；图 4 中的存储

单元 2213 可由图 3 中的存储器 2202 来实现。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控制器的示意图。图 5 所示的控制器可以是

图 2 所示 网络中的控制器 23。图 5 所示的控制器可与汇聚转发设备 25 部署于

同一设备 ，还可以部署在能够与 CMC 22、汇聚转发设备 25 或 DHCP 服务器

24 通信的设备 ，例如 A C。图 5 所示控制器接收到来 自网络节点的第一报文是

图 3 或图 4 所示 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二报文。图 5 所示控制器接收到的第一报

文 包括的第二报文是 图 3 或图 4 所示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二报文 包括的第一报

文。

图 5 所示的控制器可以包括处理器 2301 、存储器 2302 和通信接 口 2303 。



处理器 2301 、存储器 2302 和通信接 口 2303 可通过通信总线 2304 通信 。处理

器 2301 可以是 CPU 或 NP，处理器 2301 包括至少一个物理处理器。通信接

口 2303 包括至少一个物理接 口。

存储器 2302 用于存储程序。可选地，存储器 2302 还可存储 CM 21 的

MAC 地址和 CM 21 的配置文件的对应关系。对应关系包括的 CM 21 的配置

文件可以是配置参数 包括的配置文件的标识。

处理器 2301 可根据从存储器 2302 中读取的程序所包括的可执行指令 ，

执行如下操作。

处理器 2301 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接收到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一报文。网络

节点可以是图 2 所示网络中的 CMC 2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第一报文为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第一报文 包括第二报文、端 口的信息和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端 口是 网络节点接收到第二报文的端 口。第二报文用于向 DHCP

服务器 24 请求 I P 地址的报文。例如：若网络节点是 CMC 22, 则第二报文可

以是 DHCP Discover 报文、DHCP Request 报文或 RS 消息。若网络节点是汇

聚转发设备 25，则汇聚转发设备 25 接收到的 CMC 2 发送的 DHCP 报文是由

控制器 23 生成的。

处理器 2301 从第一报文中获得第二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处理器 2301 根据第二报文，获得 DHCP 报文。该 DHCP 报文包

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例如：处理器 2301 可将第一端 口

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插入接收到的第二报文包括的 option82 字段 ，

获得 DHCP 报文。

处理器 2301 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发送 DHCP 报文至 DHCP 服务器 24 或

网络节点。例如：处理器 2301 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

DHCP 报文。或者 ，处理器 2301 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向网络节点发送 DHCP

报文，由网络节点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 DHCP 报文。

可选地，处理器 2301 还可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接收到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的第三报文。第三报文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 P 地址。



若控制器 23 接收到的第一报文 包括的第二报文是 DHCP Discover 报文，则第

三报文是 DHCP Offer 报文；若控制器 23 接收到的第一报文包括的第二报文

是 DHCP Request 报文，则第三报文是 DHCP ACK 报文；若控制器 23 接收到

的第一报文包括的第二报文是 RS 消息，则第三报文是 RA 消息。

处理器 2301 接收到第三报文后 ，获得第四报文。例如第三报文还可 包括

CM 2 1 的 MAC 地址，处理器 2301 可从存储器 2302 中获得与 CM 21 的 MAC

地址对应的第一端 口的信息。处理 2301 可根据第三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生成第四报文。

处理器 2301 可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向网络节点发送第四报文。例如若网

络节点是 CMC 22, 处理器 2301 可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向 CMC 2 发送第四

报文。若网络节点是汇聚转发设备 ，处理器 2301 可通过通信接 口 2303 ，向汇

聚转发设备 5 发送第四报文，由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第四报文至 CMC 22。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控制器的示意图。图 6 所示的控制器包括第

一接收单元 2305 、第一获得单元 2306 和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选地，图 6

所示的控制器还 包括第二接收单元 2308 、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和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选地，图 6 所示的控制器还 包括存储单元 （图 6 中未示出 ）。

图 6 所示的控制器和图 5 所示的控制器可以是 同一个装置，例如均为图 2

所示的网络中的控制器 23。可 以认为，图 5 从物理的角度显示了一个控制器

包括的内容，而图 6 从逻辑的角度显示了一个控制器包括的内容。可选地，

图 6 中的第一接收单元 2305 、第一发送单元 2307 、第二接收单元 2308 和第

二发送单元 2310 可由图 5 的通信接 口 2303 来实现；图 6 中的第一获得单元

2306 和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可由图 5 中的处理器 2301 根据存储器 2302 存储的

可执行指令来实现；图 6 所示的控制器包括的存储单元可由图 5 中的存储器

2302 来实现。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HCP 服务器的示意图。图 7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可以是图 2 所示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 24。图 7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

可以包括处理器 2401 、存储器 2402 和通信接 口 2403 。处理器 2401 、存储器



2402 和通信接 口 2403 可通过通信总线 2404 通信。处理器 2401 可以是 CPU,

处理器 2401 可包括至少一个物理处理器；通信接 口 2403 可包括至少一个物

理接 口。

存储器 2402 用于存储程序和用户终端的 IP 地址，例如用户终端的 I P 地

址可以是 CM 21 的 I P 地址。

处理器 2401 根据从存储器 2402 中读取的程序所包括的可执行指令 ，执

行如下操作。

处理器 2401 通过通信接 口 2403 ，接收到控制器 23 发送的 DHCP 报文。

DHCP 报文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DHCP 报文可以是

控制器 23 根据 DHCP Discover 报文获得的报文。或者 ，DHCP 报文可以是控

制器 23 根据 DHCP Request 报文获得的报文。或者，DHCP 报文可以是控制

器 23 根据 RS 消息获得的报文。

处理器 2401 可根据 CM 21 的 MAC 地址，从存储器 2402 中选择一个未

被使用的 I P 地址。

可选地，处理器 2401 还可根据接收到的 DHCP 报文和选择的 IP 地址，

获得第三报文。该第三报文 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CM 21 的 MAC 地址和为用

户终端分配的 IP 地址。若 DHCP 报文是控制器 23 根据 DHCP Discover 报文

获得的报文，则该第三报文是 DHCP Offer 报文；若 DHCP 报文可以是控制器

23 根据 DHCP Request 报文获得的报文，则该第三报文是 DHCP Request 报文；

若 DHCP 报文可以是控制器 23 根据 RS 消息获得的报文，则该第三报文是 RA

消息。

处理器 2401 可通过通信接 口 2403 ，向网络节点发送第三报文。该网络节

点可以是 图 2 所示的汇聚转发设备 25 或 CMC 22。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HCP 服务器的示意图。图 8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包括接收单元 2405 和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选地，图 8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还 包括第二获得但那元 2407 、发送单元 2408 和第三获得单元 2409 中

的至少一个。图 8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还 包括存储单元 （图 8 中未示出 ）。



图 8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和图 7 所示的 DHCP 服务器可以是同一个装置，

例如均为图 2 所示的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 24。可 以认为，图 7 从物理的角

度显示了一个 DHCP 服务器包括的内容，图 8从逻辑的角度显示了一个 DHCP

服务器包括的内容。可选地，图 8 中的接收单元 2405 和发送单元 2407 可由

图 7 中的通信接 口 2403 来实现；图 8 中的第一获得单元 2406 、第二获得单元

2407 和第三获得单元 2409 可由图 7 中的处理器 2401 根据存储器 2402 存储的

可执行指令来实现。

实施例一

图 9 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本发明实施例一

提供的方法中，控制器 23 具有 DHCP Relay 功能，CMC 22 和汇聚转发设备

25 可不具备 DHCP Relay 功能。下面结合图 2 至图 8，对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才艮文处理的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301 ，用户终端向 CMC 2 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

举例来说，DHCP Discover 报文用于发现 DHCP 服务器 24，属于向 DHCP

服务器 24 请求 I P 地址的报文。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 为例，CM 21 可通过业务流，向 CMC 2 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业务流可携带有所述业务流的 ID 。所述业务流的 ID 与

CM 21 的 MAC 地址存在对应关系。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CPE 以广播的形式的形式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CM 21 可通过业务流，向 CMC 22 转发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业

务流可携带有所述业务流的 I D 。所述业务流的 I D 与 CM 21 的 MAC 地址存

在对应关系。STB 、 eMTA 等其它用户终端可釆用与 CPE 相 同的操作流程，

在此不再赘述。

302,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1 。

举例来说，报文 3001 包括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报文 3001 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第一端 口是 CMC 22

接收到 DHCP Discover 报文的端 口。第一端 口可以是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



当所述远端接入节点和汇聚转发设备之间为以太网无源光网络 （英文全

称为 Ethernet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英文缩写为 EPON ) 或下一代 EPON 时，

二层协议报文为以太网报文，如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 （英文全称为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英文缩写为 IEEE ) 1904.2 艮文、以太网

操 作 、管 理 和 维 护 ( 英 文 全 称 为 Ethernet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英文缩写为 ETH OAM ) 报文。

报文 3001 可釆用图 10 所示的 IEEE 1904.2 协议报文。IEEE 1904.2 协议

报文包括的 subtype 字段可用以标识该 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 OFP 报文。

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的 payload 可携带 OFP 报文。该 OFP 报文包括的

payload 可携带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或者，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的 payload 可携带 OFP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

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该 OFP 报文的 payload 可携带 DHCP Discover 报

文。例如：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的 subtype 字段可设置为第一数值。该

第一数值可以标识该 IEEE 1904.2 协议报文的 payload 中携带有 OFP 报文。该

IEEE 1904.2 协议报文的 payload 包括的 OFP 报文之后还可增加一个 option 字

段。该 option 字段可用以标识 option 字段后携带有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或者，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的 subtype 字段可设置为 0xFE 。

subtype 字段设置为 OxFE 的 IEEE 1904.2 协议报文中，通过组织唯一标识 （英

文全称为 Organization Unique Identifier, 英文缩写 OUI ) 字段标识 payload 中

包括的组织定义的扩展 （英文全称为 organization-specific extensions ) 内容，

该消息内容携带有 OFP 报文。

报文 3001 可釆用图 11 所示的 ETH OAM 报文。ETH OAM 报文包括的

Code 字段可用以标识该 ETH OAM 报文包括 OFP 报文。ETH OAM 报文包括

的 Data 字段可携带 OFP 报文。该 OFP 报文包括的 payload 可携带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或者，ETH OAM 报

文包括的 Data 字段可携带 OFP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该 OFP 报文的 payload 可携带 DHCP Discover 报文。例如：ETH OAM 报文包



括的 Code 字段可设置为 0xFE 。OUI 字段可标识该 ETH OAM 报文的 Data 字

段 中组织定义的扩展字段携带有 OFP 报文。

当所述远端接入节点和汇聚转发设备之间为千兆比特无源光网络 （英文

全称为 gigabit-capable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英文缩写为 GPON ) 或下一 代

GPON 时，二层协议报文为光网络单元管理和控制接 口 （英文全称为 ONU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terface ，英文缩写为 OMCI ) 协议报文。

报文 3001 可釆用图 12 所示的 OMCI 协议报文。OMCI 协议报文包括

GPON 封装方法（英文全称为 G-PON Encapsulation Method, 英文缩写为 GEM )

头字段、交易关联标识 ( 英文名称为 Transaction correlation identifier ) 字段 、

消息类型 （英文名称为 Message type ) 字段 、设备标识 （英文名称为 Device

identifier ) 字段 、消息标识 （英文名称为 Message identifier ) 字段 、消息内容

( 英文名称为 Message contents ) 字段和 OMCI 结束位 （英文名称为 OMCI

trailer ) 字段。OMCI 协议报文包括的各字段的含义可参见国际电信联盟电信

标 准 化 邵 ( 英 文 全 称 为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 英 文 缩 写 为 ITU-T ) 的

G.984.4(06/2004) 中的相关说明。

本发明实施例中，在 OMCI 协议中定义 OpenFlow 管理实体 （英文全称为

Management Entity, 英文缩写为 M E )，该 OpenFlow M E 格式可包括：属性字

段 （英文名称为 Attributes ) 和动作字段 （英文名称为 Actions )。属性字段可

包括：M E 标识 （英文全称为 Identifier, 英文缩写为 ID )、OpenFlow 版本 （英

文名称为 Version )、OpenFlow Message 、Circuit ID 和 Remote ID 和。M E 标识

用于标识 OpenFlow M E 。 OpenFlow 版本可用于标识 OpenFlow 版本号。

OpenFlow Message 用于携带所述 OFP 报文。Circuit ID 用于标识用户的第一接

入信息，例如第一端 口的信息。Remote ID 用于标识用户的第二接入信息，例

如 CM 2 1 的 MAC 地址。Actions 可包括：创建 （英文名称为 Create )、删除 （英

文名称为 Delete ) , 获取 （英文名称为 Get )、设置 （英文名称为 Set ) 等动作。

创建可用于创建 OpenFlow M E 或创建 OpenFlow M E 中的某个属性。删除可



用于删除 OpenFlow M E 或 OpenFlow M E 中的某个属性。获取可用于获取

OpenFlow M E 的所有属性或 OpenFlow M E 中的某个属性。设置可用于设置

OpenFlow M E 的所有属性或 OpenFlow M E 中的某个属性。

本发 明实施例中提及的 OMCI 协议报文的 Message identifier 可用以标识

对应的 OpenFlow M E。该 OMCI 协议报文的 Message contents 包括的内容可

根据 OpenFlow M E 生成。该 OMCI 协议报文的 Message contents 可携带 OFP

报文。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接收到 CM 21 发送的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获得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生成报文 3001 。其中，存储单元 2213 可存储有所述

业务流的 I D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

根据承载 DHCP Discover 报文的业务流的 ID 和存储单元 2213 中保存的对应

关系，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1 。

或者，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3001 ，通过汇聚转

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3001 至控制器 23。其中，第一发送单元 2207 还可釆用隧

道等方式发送报文 3001 至控制器 23。可选地 ，汇聚转发设备 25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1 的过程 中，可将汇聚转发设备 25 接收报文 3001 的端 口的信息

携带在报文 3001 中。

303 ，控制器 23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一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的第一接收单元 2305 接收到 CMC 2 发送的报文

3001 。第一获得单元 2306 从报文 3001 中获得 DHCP Discov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306 根据 DHCP Discover 报

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获得第一 DHCP 报文。第一 DHCP

报文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例如第一获得单元 2306 可

将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插入 DHCP Discover 报文的 Option



82 字段，生成第一 DHCP 报文。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

送第一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5 , 向 DHCP 服务

器 24 发送第一 DHCP 报文。或者，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直接向 DHCP 服务

器 24 发送第一 DHCP 报文。

304 至 306 为可选地步骤。DHCP 服务器 24 可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 和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Offer 报文。或者，DHCP 服务器 24 可釆用

图 9 中的 304 至 306 的方法，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Offer 报文。

304 ，DHCP 服务器 24 向控制器 23 发送 DHCP Offer 报文。

举例来说，DHCP 服务器 24 的接收单元 2405 接收到来 自控制器 23 的第

一 DHCP 报文。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从第一 DHCP 报文中获得 CM 21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根据 CM 21 的 MAC 地址，为用户终端选择 I P

地址。

举例来说，DHCP 服务器 24 的第二获得单元 2407 可根据第一获得单元

2406 所获得的为用户终端选择的 I P 地址，获得 DHCP Offer 报文。DHCP Offer

报文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P 地址、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可选地，DHCP Offer 报文还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的 IP 地

址。

举例来说，发送单元 2410 发送 DHCP Offer 报文至控制器 23。或者，发

送单元 2410 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向控制器 23 发送 DHCP Offer 报文。

305 ，控制器 23 向 CMC 2 发送报文 3002 。

举例来说，报文 3002 包括 DHCP Off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报文 3002 也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格式。报

文 3002 可釆用与报文 3001 相 同的格式，也可釆用与报文 3001 不同的格式。

报文 3002 与报文 3001 的不同之处在于，报文 3002 包括的 0FP 报文的 payload

携带 DHCP Offer 报文。

举例来说，控制器 23 的第二接收单元 2308 接收到来 自DHCP 服务器 24



或汇聚转发设备 5 的 DHCP Offer 报文。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可根据 DHCP

Offer 报文、获得的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获得报文 3002 。

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发送报文 3002 至汇聚转发设备 25，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3002 至 CMC 22。或者，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直接发送报文 3002

至 CMC 22。其中，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可 从 DHCP Offer 报文中，获得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306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Offer 报文。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三接收单元 2210 接收到报文 3002 。第二报文获

得单元 2211 可 从 报文 3002 中获得 DHCP Offer 报文、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三发送单元 2212 可根据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发送 DHCP Offer 报文至用户终端。

若用户终端是 CM 21，则 DHCP Offer 报文包括的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

户终端提供的 IP 地址是 CM 21 的 IP 地址；若用户终端是 CM 21 连接的 CPE ，

则 DHCP Offer 报文包括的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P 地址是 CPE

的 I P 地址。

307 ，用户终端向 CMC 22 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CM 21 可通过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至 CMC 22。承载 DHCP Request 报文的业务流与 CM 21 的 MAC

地址存在对应关系。CM 21发送的 DHCP Request 报文中可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 CM 21提供的 IP 地址。可选地 ，CM 21发送的 DHCP Request 报文还可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的地址。

以用户终端为 CPE ，CPE 通过 CM 21 的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向 CMC 22

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该 DHCP Request 报文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 CPE

提供的 IP 地址。可选地，该 DHCP Request 报文还可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的

地址。其中，CM 21 可通过业务流，转发 DHCP Request 报文至 CMC22 。

308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3 。

举例来说 ，报文 3003 包括 DHCP Request 报文、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DHCP Request 报文可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 P 地址。第二端 口是 CMC 2 接收到 DHCP Request 报文的端 口。第二端 口可

以是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第二端 口可以与第一端 口相 同，也可与第一端 口

不同。报文 3003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格式。报文 3003 可

釆用与报文 3001 相 同的报文格式，也可釆用与报文 3001 不同的报文格式。

报文 3003 与报文 3001 的不同之处在于，报文 3003 包括的 OFP 报文携带 DHCP

Request 才艮文。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可接收 CM 21 发送的 DHCP

Request 报文。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获得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第一 报文获得单元 2206 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的方法可与 302

中的方法相 同。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 DHCP Request 报文、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生成 文 3003 。

备 25，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3003 至控制器 23。或者，CMC 22 的

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直接发送报文 3003 至控制器 23。其中，汇聚转发设备

25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3 的过程 中，可将汇聚转发设备 25 接收报文 3003

的端 口的信息携带在报文 3003 中。

309 ，控制器 23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二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的第一接收单元 2305 接收到 CMC 2 发送的报文

3003 。第一获得单元 2306 从报文 3003 中获得 DHCP Request 报文、第二端 口

的信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306 获得第二 DHCP 报文。第

二 DHCP 报文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P 地址、第二端 口的

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例如第一获得单元 2306 可将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添加至 DHCP Request 报文的 Option 8 字段 ，生成第二

DHCP 报文。可选地，第二 DHCP 报文还可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的地址。第

一发送单元 2307 可釆用 303 中的方法，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二 DHCP

报文。



310 至 312 为可选地步骤。DHCP 服务器 24 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 和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ACK 报文。或者，DHCP 服务器 24 可釆用图 9

中的 310 至 312 的方法，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ACK 报文。

310 ， DHCP 服务器 24 向控制器 23 发送 DHCP ACK 报文。

举例来说，DHCP 服务器 24 的接收单元 2405 接收到来 自控制器 23 的第

二 DHCP 报文。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从第二 DHCP 报文中获得 CM 21的 MAC

地址和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P 地址。

举例来说，DHCP 服务器 24 的第二获得单元 2407 可在第一获得单元 2406

确定为用户终端提供的 I P 地址未被使用，获得 DHCP ACK 艮文。DHCPACK

报文包括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P 地址。DHCP ACK 报文还 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发送单元 2410 发送 DHCP ACK 报文至控制器 23。

或者，发送单元 2410 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向控制器 23 发送 DHCPACK 报

文。

可选地，DHCP ACK 报文还 包括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 ID

和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 ID 。

311，控制器 23 向 CMC 2 发送报文 3004 。

举例来说，报文 3004 包括 DHCP ACK 报文、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报文 3004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格式。报文

3004 可釆用与报文 3002 相 同的报文格式，也可釆用与报文 3002 不同的报文

格式。报文 3004 与报文 3002 不同之处在于，报文 3004 包括的 OFP 报文携带

有 DHCP ACK 报文。

举例来说，控制器 23 的第二接收单元 2308 接收到来 自DHCP 服务器 24

或汇聚转发设备 5 的 DHCP ACK 报文。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可根据 DHCP ACK

报文、获得的第二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获得报文 3004 。第二

发送单元 2310 可发送报文 3004 至汇聚转发设备 25，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

送报文 3004 至 CMC 22。或者，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直接发送报文 3004 至

CMC 22。



312,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 DHCP ACK 报文。

举例来说，CMC 2 的第三接收单元 2210 接收到报文 3004 。第二报文获

的 MAC 地址。第三发送单元 2212 可根据第二端 口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发送 DHCP ACK 报文至用户终端。若用户终端是 CM 21 连接的 CPE ，则 CM

2 1还将 DHCP ACK 报文发送至 CPE 。

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中，CMC 2 将 包括 DHCP Discover 报文或

DHCP Request 报文的报文发送至控制器 23，由控制器 23 进行 DHCP 中继处

理，生成所述第一 DHCP 报文或所述第二 DHCP 报文，即控制器 23 具备 DHCP

中继功能，CMC 22 可不具备 DHCP 中继功能。这样，如 CMC 22 的网络节点

无需支持 DHCP 协议，降低 了网络节点的复杂度。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 为例，311 之后 ，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

包括：控制器 23 通过报文 3004 发送配置参数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

关系至 CMC 22。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 ID 和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 I D 。

可选地，312 之后，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接收到来 自CM 2 1 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该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包括配置参数。

CMC 2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 CM 21的 MAC 地址与

控制器 23 下发的对应关系相 同，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请求配置文件。

举例来说，CMC 2 可釆用实施例一的 302 中的方法，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CMC 2 的存储单元 2213 可保存控制器 23 下发的对应关系。该对应关

系包括配置参数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四接收单元 2214 接收到 CM 2 1

发送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配置文件请求报文用以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

请求配置文件。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存储的对应关系，确定配置文

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正确。第四发送单元 2215 在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确定配置参数正确后，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控制器 23 下发的对应关系不同，通知用户终端配置文件请求失败。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可将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的配置文件 ，转发给用户终端，

使得用户终端用配置文件完成接入 网络前的配置。

举例来说 ，CMC 2 包括的第四接收单元 2214 可接收来 自控制器 23 或汇

聚网关设备 5 的配置文件响应报文。配置文件响应报文 包括 CM 21 的 I P 地

址和配置文件。第四发送单元 2215 可根据 CM 21 的 IP 地址，向 CM 21发送

配置文件 。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控制器 23 下发给 CMC 2 的对应关系是 CPE

的 I P 地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CMC 2 可根据接收到的 CPE 的 I P 地址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对来 自 CPE 的业务报文进行源地址校验

( 英文全称为 Source Address Verification, 英文缩写为 SAV )。STB eMTA 等

用户终端与 CPE 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可选地，312 之后 ，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接收到来 自 CM 21 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该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包括配置参数。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5 ，由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参数是否正

确。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接收到 CM 21发送的配置文件

请求报文。CMC 2 可釆用实施例一的 302 中的方法，获得 CM 21 的 MAC 地

址。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配置文件请求报文、配置参数和 CM21 的

MAC 地址，获得报文 3005 。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3005 。

控制器 23 可存储有配置参数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控制器 23

从报文 3005 中获得配置文件请求报文。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 包括

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对应关系相 同，向提供配置文件

的服务器请求配置文件 。例如：对应关系包括的配置文件的名称与配置文件



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文件的名称相 同，且对应关系包括的 CM 21 的 MAC 地

址与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则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 包括的配置参数和

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对应关系相 同。其中，报文 3005 可釆用图 10、

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格式。报文 3005 包括的 OFP 报文中携带有配置文件请求

报文。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对应关系不同，通过 CMC 22，通知用户终端配置文件请求失败。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控制器 23 可通过 CMC 22, 将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的配置文件转

发给用户终端，使得用户终端获得配置文件。其中，控制器 23 可将配置文件

携带在报文 3006 包括的 OFP 报文中，向 CMC 2 发送报文 3006 ，由 CMC 22

转发配置文件至用户终端。报文 3006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

格式。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控制器 23 保存的对应关系是 CPE 的 IP 地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控制器 23 可根据 CPE 的 IP 地址和 CM 21 的 MAC 地

址的对应关系，对来 自 CPE 的业务报文进行源地址校验 （英文全称为 Source

Address Verification, 英文缩写为 SAV )。STB eMTA 等用户终端与 CPE 相 同，

在此不再赘述。

实施例二

图 13 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下面结合图 2 至

图 8，对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401 ，用户终端向 CMC 2 发送 RS 消息。

举例来说，RS 消息用于向 DHCP 服务器 24 请求 I P 地址的前缀，属于向

DHCP 服务器 24 请求 I P 地址前缀的报文。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 为例，CM 21 可通过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向 CMC

2 发送 RS 消息。其中， RS 消息通过 CM 21 与 CMC 2 之间的业务流发送。



该业务流可通过所述业务流的 ID 标识。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CPE 通过广播的方式发送 RS 消息。CM 21 可

通过业务流，向 CMC 2 发送 RS 消息。所述业务流可携带有所述业务流的 ID 。

所述业务流的 ID 与 CM 21 的 MAC 地址存在对应关系。STB 、 eMTA 等其它

用户终端可釆用与 CPE 相 同的操作流程 ，在此不再赘述。

402,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4001 。

举例来说 ，报文 4001 包括 RS 消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端 口是 CMC 2 接收到 RS 消息的端 口，第一端 口可 以是物理端 口

或逻辑端 口。报文 4001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结构。报文

4001 包括的净荷可携带 OPF 报文，OPF 报文可携带 RS 消息。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接收到 CM 21发送的 RS 消息。

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获得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报

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 RS 消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生成报文 4001 。其中，存储单元 2213 可存储有所述业务流的 I D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承载 RS 消息的所述业

务流的 ID 和存储单元 2213 中保存的对应关系，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4001 。

或者，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4001 ，通过汇聚转

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4001 至控制器 23。

403 ，控制器 23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三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的第一接收单元 2305 接收到 CMC 2 发送的报文

4001 。第一获得单元 2306 从报文 4001 中获得 RS 消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306 获得第三 DHCP 报文。第三 DHCP

报文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及所述 RS 消息，例如第一获

得单元 2306 可将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及所述 RS 消息作为

中继转发消息的 Option 内容，生成第三 DHCP 报文。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三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 ，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5 , 向 DHCP 服务

器 24 发送第三 DHCP 报文。或者 ，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直接向 DHCP 服务

器 24 发送第三 DHCP 报文。

404 ，DHCP 服务器 24 向控制器 23 发送中继应答消息。

举例来说 ，DHCP 服务器 24 的接收单元 2405 接收到来 自控制器 23 的第

三 DHCP 报文。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从第三 DHCP 报文中获得 CM 21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406 可根据 CM 21 的 MAC 地址，获得为用户终端分配

的 I P 地址的前缀。

举例来说 ，DHCP 服务器 24 的第二获得单元 2407 可根据第一获得单元

2406 所获得的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 P 地址的前缀，获得 中继应答消息。中继应

答消息包括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 P 地址的前缀。中继应答消息还 包括第一端 口

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发送单元 2410 向控制器 23 发送中继应答消

息。或者 ，发送单元 2410 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向控制器 23 发送中继应答

消息。

405 ，控制器 23 向 CMC 2 发送报文 4002 。

举例来说 ，报文 4002 包括 RA 消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RA 消息可 包括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 P 地址的前缀。报

文 4002 也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格式。报文 4002 可釆用与

报文 4001 相 同的格式，也可釆用与报文 4001 不同的格式。报文 4002 与报文

4001 的不同之处在于，报文 4002 包括的 OFP 报文的 payload 携带 RA 消息。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的第二接收单元 2308 接收到来 自DHCP 服务器 24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 的中继应答消息。第二获得单元 2309 可根据获得的 RA 消

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获得报文 4002 。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发送报文 4002 至汇聚转发设备 25，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25发送报文 4002

至 CMC 22。或者 ，第二发送单元 2310 可直接发送报文 4002 至 CMC 22。

406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 RA 消息。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三接收单元 2210 接收到报文 4002 。第二报文获



得单元 2211 可从报文 4002 中获得 RA 消息、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的 MAC

地址。第三发送单元 2212 可通过第一端 口，发送 RA 消息至用户终端。

若用户终端是 CM 21，则 RA 消息包括的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P 地址的前

缀是 CM 21 的 IP 地址的前缀；若用户终端是 CM 21 连接的 CPE ，则 DHCP

服务器 24 为用户终端分配的 IP 地址的前缀是 CPE 的 I P 地址的前缀。

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中，CMC 22 将 包括 RS 消息的报文发送至控

制器 23，由控制器 23 生成第三 DHCP 报文。控制器具有 DHCP 中继功能，

而如 CMC 22 的网络节点可不具备 DHCP 中继功能。这样 ，网络节点无需支

持 DHCP 协议 ，降低 了网络节点的复杂度。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 为例，405 之后 ，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 包

括：

控制器 23 通过报文 4002 发送配置参数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

系至 CMC 22。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 ID 和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地址。

其中，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可以是 TFTP 服务器或 ToD 服务器。

可选地，406 之后 ，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接收到来 自 CM 21 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该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包括配置参数。

CMC 2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控制器 23 下发的对应关系相 同，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请求配置文

件 。其中，CMC 22 可釆用与实施例一相 同的方法，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

请求配置文件。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控制器 23 下发的对应关系不同，通知用户终端配置文件请求失败。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可将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的配置文件 ，转发给用户终端，

使得用户终端用配置文件完成接入 网络前的配置。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控制器 23 下发给 CMC 2 的对应关系是 CPE

的 I P 地址的前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CMC 2 可根据接收到的 CPE 的 I P

地址的前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对来 自CPE 的业务 文进行

源地址校验 （英文全称为 Source Address Verification, 英文缩写为 SAV )。STB

eMTA 等用户终端与 CPE 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可选地，406 之后，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CMC 22 接收到来 自CM 2 1 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该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包括配置参数。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4003 ，由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参数是否正

确。其中，CMC 22 可釆用实施例一所提供的方法，获得报文 4003 并向控制

器 23 发送报文 4003 。

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应关系相 同，向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配置文件请求报文。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控制器 23 确定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的配置参数和获得的 CM 21 的

MAC 地址与应关系不同，通过 CMC 2 ，通知用户终端配置文件请求失败。

可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方法还可包括：

控制器 23 可通过 CMC 22, 将提供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的配置文件转

发给用户终端，使得用户终端获得配置文件。其中，控制器 23 发送配置文件

至 CMC 2 的方法与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方法相 同。

以用户终端为 CPE 为例，控制器 23 保存的对应关系是 CPE 的 IP 地址的

前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控制器 23 可才艮据 CPE 的 IP 地址的前缀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对来 自 CPE 的业务报文进行源地址校验 （英文全

称为 Source Address Verification, 英文缩写为 SAV )。STB eMTA 等用户终端

与 CPE 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实施例三

图 14 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报文处理方法的示意图。下面结合图 2 至



图 8，对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报文处理方法进行详细说 明。

501 ，用户终端向 CMC 22 发送报文 5101 。

举例来说 ，报文 5101 可以是 实施例一中的 DHCP Discover 报文 、实施例

一 中的 DHCP Request 报文或实施例二 中的 RS 消息，在此不再对报文 5101

所 包括的内容进行赘述。

以用户终端为 CM 21 为例，CM 21 可通过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向 CMC

2 发送报文 5101 。其 中，报文 5101 可承载于 CM 21 与 CMC 2 间的业务流

上。承载报文 5101 的业务流中可携带所述业务流的 ID 。

502, CMC 2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5001 。

举例来说 ，报文 5001 包括报文 5101 、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报文 5001 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第一端 口是 CMC 2 接收到报

文 5101 的端 口，第一端 口可以是物理端 口或逻辑端 口。报文 5001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 图 12 所示的报文结构。报文 5101 可携带于 OFP 报文的 payload

中，OFP 报文可携带于报文 5001 的 payload 中。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接收单元 2205 接收到 CM 2 1发送的报文 5 101 。

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获得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一报

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报文 5101 、第一端 口的信 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

生成报文 5001 。其 中，存储单元 2213 可存储有所述业务流的 I D 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第一报文获得单元 2206 可根据报文 5101 携带的所述

业务流的 I D 和存储单元 2213 中保存 的对应 关系，获得 CM 21 的 MAC 地址。

举例来说 ，CMC 2 的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5001 。

或者 ，第一发送单元 2207 可向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5001 ，通过汇聚转

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5001 至控制器 23。

503 ，控制器 23 向 CMC 2 发送第四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的第一接收单元 2305 接收到 CMC 2 发送的报文

5001 。第一获得单元 2306 从报文 5001 中获得报文 5101 、第一端 口的信 息和

CM 2 1 的 MAC 地址。第一获得单元 2306 获得第四 DHCP 报文。第四 DHCP



报文包括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例如第一获得单元 2306 可

将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携带于报文 5101 的 Option 8 字段，

获得第四 DHCP 报文。第一发送单元 2307 可向 CMC 2 发送第四 DHCP 报文。

504 ，CMC 2 向汇聚转发设备 5 发送第四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CMC 2 的第二接收单元 2208 接收控制器 23发送的第四 DHCP

报文。第二发送单元 2209 向汇聚转发设备 5 发送第四 DHCP 报文。

505 ，汇聚转发设备 25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5002 。

举例来说，汇聚转发设备 25 的结构可与 CMC 2 的结构相 同。汇聚转发

设备 25 在接收到第四 DHCP 报文后，可釆用 CMC 2 处理报文 5101 的方法，

获得报文 5002 ，在此不再赘述。报文 5002 可包括第四 DHCP 报文、第一端

口 、第三端 口和 CM 21 的 MAC 地址。第三端 口可以是汇聚转发设备 25 接收

到 DHCP 报文的端 口。第三端 口可以是物理端 口，也可以是逻辑端 口。报文

5002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格式，即第四 DHCP 报文可携带

于 OFP 报文的 payload 中，0FP 报文可携带于报文 5002 的 payload 中。

506, 控制器 23 向 DHCP 服务器 24 发送第五 DHCP 报文。

举例来说，控制器 23 可釆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中的方法，向 DHCP 服

务器 24 发送第五 DHCP 报文，在此不再赘述。

507 至 509 是可选地。DHCP 服务器 24可通过汇聚转发设备 5和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报文 5102 。或者，DCHP 服务器 24 釆用图 14 中的 507 至 509

的方法，向用户终端发送报文 5102 。

507 ，DHCP 服务器 24 向控制器 23 发送报文 5102 。

举例来说，若报文 5101 是 DHCP Discover 报文，则报文 5102是 DHCP Offer

报文。DHCP Offer 报文与实施例一中的 DHCP Offer 报文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若报文 5101 是 DHCP Request 报文，则报文 5102 是 DHCP ACK 报文。DHCP

ACK 报文与实施例一中的 DHCP ACK 报文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若报文 5101

是 RS 消息，则报文 5102 是 RA 消息。RA 消息与实施例二中的 RA 消息相 同，

在此不再赘述。



举例来说 ，DHCP 服务器 24 可釆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中的方法，向控

制器 23 发送报文 5102 ，在此不再赘述。

508 ，控制器 23 向 CMC 2 发送报文 5003 。

举例来说 ，报文 5003 包括报文 5102 、第一端 口的信息和 CM 21 的 MAC

地址。报文 5003 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报文 5003 可釆用图 10、图 11

或图 12 所示的报文结构。报文 5102 可携带于 OFP 报文的 payload 中，OFP

报文可携带于报文 5003 的 payload 中。

举例来说 ，控制器 23 可釆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的方法，向 CMC 22 发

送报文 5003 。

可选地，控制器 23 还可向汇聚转发设备 25 发送报文 5003 。汇聚转发设

备 5 可根据第三端 口，发送报文 5003 至 CMC 22。

509 ， CMC 22 向用户终端发送报文 5102 。

举例来说 ，CMC 22 可釆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的方法，获得报文 5102 。

CMC 2 可釆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的方法，向用户终端发送报文 5102 。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方法中，CMC 2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 可不具备

DHCP 中继功能，即 CMC 2 或汇聚转发设备 25 无需生成 DHCP 报文。控制

器 23 具备 DHCP 中继功能，即控制器 23 根据接收到的包括报文 5101 或报文

5102 的报文生成 DHCP 报文。实施例三提供的方法，有助于降低 网络节点的

复杂度。

本发 明的上述实施例中，CMC 22、汇聚转发设备 25、 DHCP 服务器 24

分别通过扩展的端 口，与控制器 23 通信 。CMC 22、汇聚转发设备 25、控制

器 23 和 DHCP 服务器 24 上可按照被配置的转发规则或转发表项，转发报文。

或者，CMC 22、汇聚转发设备 25、控制器 23 和 DHCP 服务器 24 均可获知每

个端 口所连接 的网络节点，上述每个节点可根据每个端 口所连接 的网络节点

和转发规则，实现报文的转发。例如：CMC 22 可根据第一转发规则，发送报

文 3001 或报文 4001 至控制器 23。CMC 2 可根据第二转发规则，发送 RA 消

息至用户终端。CMC 22 可根据第三转发规则，发送 DHCP 报文至汇聚转发设



备 24。在此不再对每个节点的每一次转发过程进行逐一举例说 明。

本发 明的上述实施例 中，报文 3001 至报文 3004 以及报文 4001 至报文 4003

这几类报文均属于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上述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 的处理器。

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所公开的方法的步骤 ，可以直接体现为硬件处理器执行完

成 ，或者用处理器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合执行完成 。当使用软件 实现时，

可以将 实现上述功能的代码存储在计算机可读介质 中。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括

计算机存储介质 。存储介质可以是计算机 能够存取 的任何可用介质 。以此为

例但 不限于：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是 随机存取存储 器 （英文全称为 random

access memory , 英 文缩写 为 RAM )、只读存储 器 （英文全称 为 read-only

memory, 英文缩写为 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英文全称为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 英文缩写为 EEPROM )、只读光盘 ( 英

文全称为 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 英文缩写为 CD-ROM ) 或其他光盘

存储 、磁盘存储介质或者其他磁存储设备 、或者能够用于携带或存储具有指

令或数据结构形式的程序代码并能够由计算机存取 的任何其他介质 。计算机

可读介质可以是压缩光碟 （英文全称为 compact disk, 英文缩写为 CD )、激光

碟 、数字视频光碟 （英文全称为 digital video disc, 英文缩写为 DVD )、软盘

或者蓝光碟 。

最后应说 明的是：以上 实施例仅用以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

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 明及本发 明带来的有益效果进行 了

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

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 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

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权利要求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报文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入网的网络节点接收用户终端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用于向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请求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第二报文，所述第二报文包括所述第一报文、端口的

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媒体接入控制 MAC 地址，所述端口为所述网络节点接

收所述第一报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所述网络节点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报文包

括所述用户终端的 IP 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3、如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控制器发送的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第三

报文、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所述第三报文包括所述

用户终端的 IP 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所述第三报文；

所述网络节点才艮据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向所述

用户终端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4、如权利要求 1至 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节点

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到所述控制器发送的所述 DHCP 报文，所述 DHCP 报

文包括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所述网络节点向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 DHCP 报文。

5、如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报文是动态主

机配置协议发现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提



供 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请求 DHCP Request 报文，所述第三报

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确认 DHCP ACK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路 由器请求 RS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

述中继应答消息包括路由器通告 RA 消息。

6、如权利要求 1 至 5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

的净荷包括开放流协议 OFP 报文，所述 OFP 报文的净荷携带所述第一报文。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为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 IEEE 1904.2 协议 文，所述 IEEE 1904.2 协议 文的子类型

subtype 字段用以标识所述 IEEE 1904.2 协议报文包括所述 OFP 报文，所述

IEEE 1904.2 协议报文的净荷携带所述 OFP 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

终端的 MAC 地址。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为以太网操作、

管理、维护 ETH OAM 报文，所述 ETH OAM 报文的码 code 字段用以标识所

述 ETH OAM 报文包括所述 OFP 报文，所述 ETH OAM 报文的数据 data 字段

携带所述 OFP 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9、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是光网络终端

管理控制接 口 OMCI 协议报文，所述 OMCI 协议报文包括的消息标识字段用

以标识所述 OMCI 协议报文包括 OFP 报文，所述 OMCI 协议报文包括的消息

内容字段携带所述 OFP 报文、所述端 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10、如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报文包括的

第三报文是 DHCP ACK 报文或 RA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还 包括配置参数 ，所

述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网络节点获得所述第三报文后 ，保存所述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所述用

户终端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节点接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所述配置



文件请求报文包括所述配置参数；

所述网络节点在获得的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和所述配置参数与所

述对应关系匹配 ，向所述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所述配置文件请求

报文。

11、一种报文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控制器接收到接入 网的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包括端

口的信息、用户终端的媒体接入控制 MAC 地址和第二报文，所述端口为所述

网络节点接收所述第二报文的端 口，所述第二报文用于向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请求互联网协议 I P 地址，所述第一报文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

报文；

所述控制器根据所述第二报文，获得 DHCP 报文，所述 DHCP 报文包括

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 DHCP 报文。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控制器接收到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报文包

括所述用户终端的 I P 地址；

所述控制器获得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所述第三报文、所述端 口

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第四报文。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是动态主机

配置协议发现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提供

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请求 DHCP Request 报文，所述第三报

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确认 DHCP ACK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路由请求 RS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

中继应答消息包括路由通告 RA 消息。

14、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控制器将配置参数携带在所述第三报文中，所述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

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第三报文，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配置参数。

15、一种网络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节点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用户终端发送的第一报文，所述第一报文用于

向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请求互联 网协议 I P 地址；

第一报文获得单元，用于获得第二报文，所述第二报文包括所述第一报

文、端 口的信息和用户终端的媒体接入控制 MAC 地址，所述端口为所述网络

节点接收所述第一报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二报文。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网络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节点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三

报文包括所述用户终端的 I P 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17、如权利要求 15 或 16 所述的网络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节点

还 包括：

第三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控制器发送的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

括第三报文、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所述第三报文包

括所述用户终端的 I P 地址；

第二报文获得单元，用于从所述第四报文中获得所述第三报文；

第三发送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所述第四报文。

18、如权利要求 16 或 17 所述的网络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报文

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发现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动态主机配

置协议提供 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请求 DHCP Request 报文，所述第三报

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确认 DHCP ACK 报文；或者



所述第一报文是路由请求 RS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

中继应答消息包括路由通告 RA 消息。

19、如权利要求 16 或 17 所述的网络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报文

包括的第三报文是 DHCP ACK 报文或 RA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还包括配置参

数，所述配置参数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网络节点还包括：

存储单元，用于获得所述第三报文后，保存所述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所述

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第四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的配置文件请求报文，所

述配置文件请求报文包括所述配置参数；

第四发送单元，用于在获得的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和所述配置参数

与所述对应关系匹配，向所述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发送所述配置文件

请求报文。

20、一种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接入网的网络节点发送的第一报文，所第一

报文包括端口的信息、用户终端的媒体接入控制 MAC 地址和第二报文，所述

端口为所述网络节点接收所述第二报文的端口，所述第二报文来 自于所述用

户终端，所述第二报文用于向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请求互联网协

议 IP 地址，所述第一报文是除 DHCP 报文之外的报文；

第一获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二报文，获得所述 DHCP 报文，所述 DHCP

报文包括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第一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所述 DHCP 报文。

21、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还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到所述 DHCP 服务器发送的第三报文，所述第

三报文包括所述用户终端的 IP 地址；

第二获得单元，用于获得第四报文，所述第四报文包括所述第三报文、

所述端口的信息和所述用户终端的 MAC 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用于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所述第三报文。

22、如权利要求 21 所述的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文是动态主

机配置协议发现 DHCP Discover 报文，所述第三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提

供 DHCP Offer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请求 DHCP Request 报文，所述第三报

文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确认 DHCP ACK 报文；或者

所述第二报文是路由请求 RS 消息，所述第三报文是中继应答消息，所述

中继应答消息包括路由通告 RA 消息。

23、如权利要求 21 所述的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获得单元还具体用于将配置参数携带在所述第三报文中，所述

配置参数 包括配置文件的标识和提供所述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的标识；

所述第二发送单元还具体用于通过所述第三报文，向所述网络节点发送

所述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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