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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相关手册 

手册名称 用途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安
装手册》 

介绍了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安装过程、交换机的启

动、软硬件维护与监控等内容。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命
令手册》 

包括接入分册、IP 业务分册、IP 路由分册、IP 组播分册、

MPLS/VPN 分册、QoS/ACL 分册、安全分册、系统分册

以及命令总索引。 

 

本书简介 

本手册各章节内容如下： 

 接入分册。包括以太网端口配置、POS 端口配置、链路聚合配置、端口隔离配

置、VLAN 配置、MAC 地址管理配置、GVRP 配置、QinQ 配置、以太网端口

环路检测配置、DLDP 配置、以太网 OAM 配置、Smart Link 与 Monitor Link

配置、MSTP 配置、BPDU TUNNEL 配置、HVRP 配置、RRPP 配置以及 RPR

端口配置。 

 IP 业务分册。包括 ARP 配置、IP 地址配置、VRRP 配置、DHCP 配置、DNS

配置、UDP Helper 配置、NAT 配置、IP 性能配置以及 URPF 配置。 

 IP 路由分册。包括路由概述配置、静态路由配置、RIP 配置、OSPF 配置、ISIS

配置、BGP 配置、路由策略配置、路由容量配置以及路由迭代功能配置。 

 IP 组播分册。包括组播概述、组播公共配置、IGMP 配置、IGMP Snooping 配

置、组播 VLAN 配置、PIM 配置、MSDP 配置以及 MBGP 配置。 

 MPLS/VPN 分册。包括 MPLS 配置、MPLS-VLL 配置、MPLS-VPLS 配置、

MPLS-L3VPN 配置、MPLS OAM 配置以及 MPLS 混插配置。 

 QoS/ACL 分册。包括 QoS 配置和 ACL 配置。 

 安全分册。包括协议端口安全配置、802.1x 配置、AAA、RADIUS 与 HWTACACS

配置、密码管理配置、SSH 配置、IDS 联动配置、Portal 配置、VBAS 配置以

及流量计费配置。 



 系统分册。包括命令行接口配置、登录交换机与用户界面配置、FTP 与 TFTP

配置、HA 配置、NQA 配置、Netstream 配置、NTP 配置、RMON 配置、SNMP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配置、设备管理配置、配置文件管理配置、文件系统管

理配置、集群管理配置、系统维护与调试配置、信息中心配置、远程供电配置

以及系统时钟配置。 

 缩略语表。介绍本书中出现的缩略语。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

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多个， 少选取一个， 多选取所有

选项。 

[ x | y | ...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 1～n 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
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

义如下： 



  小心、注意：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

设备损坏。 

  警告：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说明、提示、窍门、思考：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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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以太网端口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以太网端口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以太网端口简介

了解以太网端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以太网端口配置

显示配置后以太网端口的运行情况、清除以太

网端口的统计信息等 以太网端口显示和维护

以太网端口的配置举例 以太网端口配置举例  

以太网端口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以太网端口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1.1  以太网端口简介 

目前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的以太网端口，包括传统以太网端口、快速以太网端口、

千兆以太网端口、万兆以太网端口。 

几种以太网端口的配置基本相同，下面一起介绍。 

1.2  以太网端口配置 

以太网端口配置包括：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打开/关闭以太网端口 

 对以太网端口进行描述 

 设置以太网端口双工状态 

 设置以太网端口速率 

 设置以太网端口网线类型 

 设置以太网端口流量控制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允许/禁止长帧通过单板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广播/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设置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链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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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当前以太网端口加入到指定VLAN 

 设置以太网端口缺省VLAN ID 

 设置端口的VLAN VPN特性 

 将某些端口的配置拷贝到其它端口 

 设置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环回模式 

1.2.1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要对以太网端口进行配置，首先要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1.2.2  打开/关闭以太网端口 

当端口的相关参数及协议配置好之后，可以使用 undo shutdown 命令打开端口；

如果想使某端口不再转发数据，可以使用 shutdown 命令关闭端口。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打开或关闭以太网端口 

操作 命令 

关闭以太网端口 shutdown 

打开以太网端口 undo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端口为打开状态。 

1.2.3  对以太网端口进行描述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端口的描述字符串，以区分各个端口。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对以太网端口进行描述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描述字符串 descript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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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以太网端口描述字符串 undo descrip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描述字符串为空。 

1.2.4  设置以太网端口双工状态 

当希望端口在发送数据包的同时可以接收数据包，可以将端口设置为全双工属性；

当希望端口同一时刻只能发送数据包或接收数据包时，可以将端口设置为半双工属

性；当设置端口为自协商状态时，端口的双工状态由本端口和对端端口自动协商而

定。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设置以太网端口双工状态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双工状态 duplex { auto | full | half } 

恢复以太网端口的双工状态为缺省值 undo duplex 

 

10/100Mbit/s 以太网电端口可以工作在全双工、半双工或自协商模式下。

10/100/1000Mbit/s 以太网电端口可以工作在全双工、半双工或自协商模式下，但当

速率设置为 1000Mbit/s 或 auto 后，双工状态只可以设置为 full（全双工）或 auto
（自协商）模式。100Mbit/s 和 1000Mbit/s 光端口可以设置为自协商模式，但是两

者均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万兆以太网光端口仅能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用户无法

设置。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双工状态为 auto（自协商）模式。 

  注意： 

 使用光电转换器时，请把端口的双工状态配置为 auto（自协商）模式，否则可

能会导致端口状态检测异常。 
 GP48 接口板（仅 GP48 接口板）上还可以对外提供 100/1000Mbit/s 光端口，其

双工状态可以设置为全双工或者自协商模式，但是其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缺省

情况下，其双工状态为自协商（auto）模式。 

 

1.2.5  设置以太网端口速率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对以太网端口的速率进行设置，当设置端口速率为自协商状态时，

端口的速率由本端口和对端端口双方自动协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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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设置。 

表1-5 设置以太网端口速率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速率 speed { 10 | 100 | 1000 | 10000 | auto } 

恢复以太网端口的速率为缺省值 undo speed 

 

命令的可选参数根据具体的端口类型和双工模式决定，例如 10/100/1000Mbps 电端

口支持 10Mbit/s、100Mbit/s、1000Mbit/s 三种可选参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端口速率。但当双工状态设置为半双工模式后，速率就不能设置为 1000Mbit/s 或

auto。 

10/100Mbit/s 以太网电端口支持 10Mbit/s 或 100Mbit/s 工作速率，并支持自协商，

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设置。10/100/1000Mbit/s以太网电端口支持 10Mbit/s、100Mbit/s、
1000Mbit/s 三种速率，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端口速率。但当双工状态设置为半

双工模式后，速率就不能设置为 1000Mbit/s 或 auto。百兆以太网光端口支持

100Mbit/s 速率，千兆以太网光端口支持 1000Mbit/s 速率，万兆以太网光端口只支

持 10000Mbit/s 速率，用户均无法进行设置。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端口的速率处于 auto（自协商）状态。 

  注意： 

GP48 接口板（仅 GP48 接口板）上还可以对外提供 100/1000Mbit/s 光端口，既支

持设置为 100Mbit/s 速率也支持设置为 1000Mbit/s 速率，缺省情况下，该类光端口

处于 1000Mbit/s 速率下。 

 

1.2.6  设置以太网端口网线类型 

以太网端口的网线有平行网线及交叉网线，可以使用该命令对网线类型进行设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设置以太网端口网线类型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连接的网线的类型 mdi { across | auto | normal } 

恢复以太网端口的网线类型为缺省值 undo 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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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该设置只对 10/100Mbit/s 和 10/100/1000Mbit/s 电端口有效。 
 万兆以太网光端口不支持网线类型，只支持光纤。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网线类型为 auto（自识别）型，即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端口所连

接的网线类型。 

1.2.7  设置以太网端口流量控制 

当本端和对端交换机都开启了流量控制功能后，如果本端交换机发生拥塞，它将向

对端交换机发送消息，通知对端交换机暂时停止发送报文，对端交换机接收到该消

息后将暂时停止向本端交换机发送报文，反之亦然。从而避免了报文丢失现象的发

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对以太网端口是否开启流量控制功能进行设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设置以太网端口流量控制 

操作 命令 

开启以太网端口的流量控制 flow-control 

关闭以太网端口的流量控制 undo flow-control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流量控制为关闭状态。 

1.2.8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使用以下的配置任务可以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表1-8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Pos 端口

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其中 interface-type 为以太网

/Pos 端口类型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flow-interval interval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统计信息的

时间间隔为 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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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允许/禁止长帧通过单板 

在进行文件传输等大吞吐量数据交换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大于标准以太网帧长的长

帧。可以通过以下的命令设置单板禁止或允许长帧通过。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允许/禁止长帧通过单板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槽位号通过 Jumbo 帧，并且设置通

过的 Jumbo 帧的最大长度值 
jumboframe enable [ jumboframe-value ] 
slot slot-number 

设置在指定的槽位号上禁止 Jumbo 帧通过 jumboframe disable slot slot-number 

 

缺省情况下，单板允许 Jumbo 帧通过。 

  说明： 

 Jumbo 帧支持离散值，支持配置 1552～10240 的范围，但是实际生效 Jumbo 帧

值为几个区段范围：在 1552～9022 内实际生效 Jumbo 帧值为 1552 和 9022、
在 9023～9192 内实际生效 Jumbo 帧值为 9192、在 9193～10240 内实际生效

Jumbo 帧值为 10240。 
 非线速的 XP4 单板只支持 10236，其他 GE、10GE 单板都支持 10240。此外，

LSB1GV48 单板只支持 10236，LSB2FT48C0 单板只支持 1552。 

 

1.2.10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广播/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为了防止由于广播/组播报文泛滥造成端口阻塞，交换机提供对广播/组播报文的抑制

功能。用户通过设置速度百分比或者带宽值来抑制广播报文/组播报文。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广播/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广播报文抑制功能 broadcast-suppression { ratio | 
bandwidth bandwidth } 

恢复以太网端口的广播报文抑制功能为缺省值 undo broadcast-suppression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组播报文抑制功能 multicast-suppression { ratio | bandwidth 
bandwidth } 

恢复以太网端口的组播报文抑制功能为缺省值 undo multicast-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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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用户不能在同一单板上同时设置组播抑制功能和广播抑制功能，即一旦某单板有

端口设置了广播抑制，该单板其他端口也不能设置组播抑制，反之亦然。 
 只有单板所有端口均设置为广播抑制或组播抑制的默认抑制值时，端口才可以修

改为不同抑制功能的其他抑制值。 
 单板使能广播/组播抑制功能时，每个端口可针对该功能设置各自的抑制值。 
 在组播抑制的时候也会同时抑制广播报文，而广播抑制的时候不会同时抑制组播

报文。 
 组播报文抑制不区分是未知组播还是已知组播。 
 广播报文的抑制以 64 字节的帧长为准。 

 

缺省情况下，广播抑制率是 50%，组播抑制率是 100%。 

1.2.11  设置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 

大多数以太网端口之间进行普通的数据交互，采用 LAN 模式。而有些端口（比如用

于光纤传输的端口）需要进行数据传输，要求有特殊的帧格式，这些端口必须采用

WAN 模式。用户可以使用 port-mode 命令来设置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设置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 port-mode { wan | lan }  

恢复以太网端口支持的网络模式为缺省模式 undo port-mode 

 

缺省情况下，端口采用 LAN 模式。10GE 以太网端口支持 WAN 模式。 

  说明： 

XP4CA、XP4B 单板的端口不支持 WAN 模式。 

 

1.2.12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链路类型 

以太网端口有三种链路类型：Access、Hybrid 和 Trunk。Access 类型的端口只能属

于 1 个 VLAN，一般用于连接计算机的端口；Trunk 类型的端口可以属于多个 VLAN，

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 的报文，一般用于交换机之间连接的端口；Hybrid 类型

的端口可以属于多个 VLAN，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 的报文，可以用于交换机

之间连接，也可以用于连接用户的计算机。Hybrid 端口和 Trunk 端口的不同之处在

饶燎原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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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Hybrid 端口可以允许多个 VLAN 的报文发送时不打标签，而 Trunk 端口只允许缺

省 VLAN 的报文发送时不打标签。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设置。 

表1-12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链路类型 

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为 Access 端口 port link-type access 

设置端口为 Hybrid 端口 port link-type hybrid 

设置端口为 Trunk 端口 port link-type trunk 

恢复端口的链路类型为缺省的 Access 端口 undo port link-type 

 

三种类型的端口可以共存在一台交换机上，但 Trunk 端口和 Hybrid 端口之间不能直

接切换，只能先设为 Access 端口，再设置为其他类型端口。例如：Trunk 端口不能

直接被设置为 Hybrid 端口，只能先设为 Access 端口，再设置为 Hybrid 端口。 

缺省情况下，端口类型为 Access 端口。 

1.2.13  把当前以太网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本配置任务把当前以太网端口加入到指定的 VLAN 中。Access 端口只能加入到 1 个

VLAN 中，Hybrid 端口和 Trunk 端口可以加入到多个 VLAN 中。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设置。 

表1-13 把当前以太网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操作 命令 

把当前 Access 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当前 Hybrid 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把当前 Trunk 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把当前 Access 端口从指定 VLAN 删除 undo port access vlan 

把当前 Hybrid 端口从指定 VLAN 中删除 undo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把当前 Trunk 端口从指定 VLAN 中删除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注意： 

Access 端口加入的 VLAN 必须已经存在并且不能是 VLAN 1；Hybrid 端口加入的

VLAN 必须已经存在。  

 

饶燎原
高亮

饶燎原
高亮

饶燎原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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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以上配置，当前以太网端口就可以转发指定 VLAN 的报文。Hybrid 端口和

Trunk 端口可以加入到多个 VLAN 中，从而实现本交换机上的 VLAN 与对端交换机

上相同 VLAN 的互通。Hybrid 端口还可以设置哪些 VLAN 的报文打上标签，哪些不

打标签，为实现对不同 VLAN 报文执行不同处理流程打下基础。 

1.2.14  设置以太网端口缺省 VLAN ID 

Access 端口只属于 1 个 VLAN，所以它的缺省 VLAN 就是它所在的 VLAN，不用设

置；Hybrid 端口和 Trunk 端口属于多个 VLAN，所以需要设置缺省 VLAN ID。如果

设置了端口的缺省 VLAN ID，当端口接收到不带 VLAN Tag 的报文后，则将报文转

发到属于缺省 VLAN 的端口；当端口发送带有 VLAN Tag 的报文时，如果该报文的

VLAN ID 与端口缺省的 VLAN ID 相同，则系统将去掉报文的 VLAN Tag，然后再发

送该报文。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设置以太网端口缺省 VLAN ID 

操作 命令 

设置 Hybrid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port hybrid pvid vlan vlan-id 

设置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port trunk pvid vlan vlan-id 

恢复 Hybrid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为缺省值 undo port hybrid pvid 

恢复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为缺省值 undo port trunk pvid 

 

  注意： 

本端 Hybrid 端口或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和相连的对端交换机的 Hybrid 端口

或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必须一致，否则报文将不能正确传输。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和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为 VLAN 1，Access 端口的缺

省 VLAN 是本身所属于的 VLAN。 

1.2.15  设置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由于 IEEE802.1Q 中定义的 VLAN Tag 域只有 12 个比特，所以交换机最多可以支

持 4K 个 VLAN。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是在城域网中，需要大量的 VLAN 来隔离用户，

4K 个 VLAN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交换机提供的端口 VLAN VPN 特性，可以给报文

打双重 VLAN Tag，即在报文原来 VLAN Tag 的基础上，给报文打上新的 VLAN Tag，
从而可以最多提供 4K×4K 个 VLAN，满足城域网对 VLAN 数量的需求。同时，端

口的 VLAN VPN 特性还提供如下功能：利用报文的原 VLAN Tag 可以实现对用户和

饶燎原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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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标识；利用报文的新打上的 VLAN Tag 可以实现对业务和 VPN 用户的承载，

从而实现 VPN 配置的简单、实用性，使交换机满足城域网应用中的需求。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功能后，当该端口接收到报文，无论报文是否带有 VLAN 
Tag，交换机都会为该报文打上本端口缺省 VLAN 的 VLAN Tag。这样，如果接收到

的是已经带有 VLAN Tag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双 Tag 的报文；如果接收到的是

Untagged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带有端口缺省 VLAN Tag 的报文。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设置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操作 命令 

开启端口 VLAN VPN 特性 vlan-vpn enable 

关闭端口 VLAN VPN 特性 undo vlan-vpn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端口的 GVRP、STP 或 802.1x 协议中的任一个已经启动，

则不允许用户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缺省情况下，端口 VLAN VPN 特性是关闭的。 

1.2.16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 vlan filter enable  

关闭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 vlan filter disable 

 

缺省情况下，使能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 

使能 VLAN 过滤功能后，端口只允许其所在 VLAN 的报文通过；关闭端口的 VLAN
过滤功能后，端口如果收到不是本端口所在 VLAN 的报文也会将其转发。 

1.2.17  将某些端口的配置拷贝到其它端口 

为了方便将某些端口的配置与指定端口保持一致，可以使用 copy configuration 命

令将指定端口的配置拷贝到其他端口。可以拷贝的配置包括 STP、QoS、端口、LACP
配置，具体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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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可拷贝的配置列表 

特性 具体配置 

开启/关闭端口的 STP 功能 

STP 的端口优先级配置 

路径开销配置 

与端口相连的链路属性（如点对点或非点对点）配置 

端口的 mCheck 变量配置 

端口的最大发送速率配置 

开启/关闭端口的 Root 保护功能 

开启/关闭端口的环路保护功能 

端口为边缘端口或者非边缘端口配置 

STP 配置 

是否重置 ARP 

定义/应用流模板 

流量整形配置 

报文重定向配置 

包过滤配置 

优先级标记配置 

流量统计配置 

流镜像配置 

QoS 配置 

流量限速 

端口上允许通过的 VLAN ID 

端口缺省的 VLAN ID 

将端口加入 VLAN 

缺省的 802.1P 优先级 

端口速率、双工模式 

端口配置 

端口的链路类型 

LACP 开启/关闭端口的 LACP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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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执行 copy configuration 命令会清除目的端口的协议 VLAN 属性，但不会将源

端口的协议 VLAN 属性复制到目的端口。 
 copy configuration 命令只支持 Ethernet，GigabitEthernet 类型的端口以及聚

合组之间的配置拷贝。 
 XP4B、XP4CA 单板的端口不能作为端口 copy 配置的目的端口。 
 隔离组的上行端口不能作为 copy 配置的源端口或者目的端口。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将某些端口的配置拷贝到其它端口 

操作 命令 

将某些端口的配置拷贝

到其它端口 

copy configuration sour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ggregation-group agg-id } destination { interface-list 
[ aggregation-group agg-id ] | aggregation-group agg-id } 

 

  注意： 

拷贝的源如果是聚合组号时，则以聚合组中的最小 Selected 端口为源。拷贝的目的

如果是聚合组号时，则该聚合组内的所有端口的配置都改为与源一致，同时不能指

定动态聚合组作为 copy 命令的目的端口。 

 

1.2.18  设置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 

当端口频繁进行 Down/Up 状态翻转时，可能影响交换机的正常工作性能。为了屏

蔽该操作对交换机的影响，提供端口状态频繁变化抑制功能，抑制时间可配置。 

系统会记录端口的状态变化情况，并将该端口变化情况上报给用户，端口状态变化

上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 

 中断上报方式，表示对端口状态变化信息上报没有抑制，直接上报； 

 轮询上报方式，表示对端口状态变化信息上报有抑制，抑制时间可通过

link-status hold 命令配置。 

当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配置为 0 秒时，可用如下方法判断端口状态变化的上报方式： 

 如果该端口支持中断上报方式，则该端口状态上报方式为中断上报方式； 

 如果该端口不支持中断上报方式，则该端口状态上报方式为轮询上报方式； 

当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配置为非 0 时，则无论该端口是否支持中断上报方式，其端

口状态上报方式都为轮询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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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通过设置端口的抑制时间间隔来实现端口状态变化上报方式的切换。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配置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 link-status hold hold-time 

取消设置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 undo link-status hold 

 

缺省情况下，端口抑制的时间间隔为 3 秒。 

1.2.19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环回模式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配置以太网端口的环回模式 

操作 命令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环回模式 loopback { external | internal } 

取消设置以太网的环回模式 undo loopback 

 

  说明： 

目前，S9500 系列交换机的以太网端口不支持 external 的环回模式。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端口没有设置环回模式。 

1.3  以太网端口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以太网端口的

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以太网端口的统计信息。 

表1-21 以太网端口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端口的所有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ackets ] ] 

显示 Hybrid 端口或 Trunk 端口 display port { hybrid | trunk } 

显示端口流量信息 display counters [ rate ] { inbound | 
outboun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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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以太网端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查看所有单板上的 Jumbo 帧配置 display jumboframe configuration 

 

  注意： 

 当使能端口 802.1X 后，该端口的统计信息不能被清除。 
 不指定端口类型时，display counters 命令显示所有在位端口的流量统计信息。 
 不同单板支持的 Jumbo 帧长度范围可能不同，默认值也可能不一样。 

 

1.4  以太网端口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 Switch A 与交换机 Switch B 使用 Trunk 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相

连。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为 Trunk 端口，缺省 VLAN ID 为 100，并允许

2、6 到 50、100 等 VLAN 通过。 

2. 组网图 

Switch A Switch B
hernet2/1/1GigabitEt

 
图1-1 配置 Trunk 端口的缺省 VLAN ID 示例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只列出了 Switch A 的配置，Switch B 应作类似的配置。  

 

# 进入 GigabitEthernet2/1/1 以太网端口视图。 

<H3C>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 2、6 到 50、100 等 VLAN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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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6 to 50 100 

[H3C-GigabitEthernet2/1/1] quit 

# 创建 VLAN 100。 

[H3C] vlan 100 

[H3C-vlan10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的缺省 VLAN ID 为 100。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vid vlan 100 

1.5  以太网端口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故障现象一：配置缺省 VLAN ID 不成功。 

故障排除：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1) 使用 display interface 或 display port 命令检查该端口是否为 Trunk 端口或

Hybrid 端口。如不是，则应先将其配置成 Trunk 端口或 Hybrid 端口。 

(2) 配置缺省 VLAN ID。 

故障现象二：端口的状态为 Down。 

故障排除：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1)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光纤是否插反。 

(2) 是否人为在端口上设置了 Shutdown。 

(3) 检查光模块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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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POS 端口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POS 端口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POS端口介绍

了解 POS 端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POS端口配置

显示配置后 POS 端口的运行情况、清除 POS
端口的统计信息等 POS端口的显示和维护

POS 端口的配置举例 POS端口配置举例

POS 端口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POS端口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1.1  POS 端口介绍 

SONET（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同步光网络）是 ANSI 定义的同步传输体

制，是一种全球化的标准传输协议，采用光传输，传输速率组成一个序列，包括STM-1
（155Mbit/s）、STM-4c（622Mbit/s）、STM-16c/STM-16（2.5Gbit/s）和 STM-64
（10Gbit/s），每一级速率都是较低一级的 4 倍。由于是同步信号，因此 SDH 可以

方便地实现多路信号的复用。 

SDH（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同步数字系列）是 CCITT（现在的 ITU-T）
定义的，使用 SONET 速率的一个子集。 

POS（Packet Over SONET/SDH，SONET/SDH 上的分组）是一种应用在城域网

及广域网中的技术，能够用于传输分组数据。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使用 SDH 和 SONET 作为物理层协议，将长度可变的数据包

直接映射进 SDH/SONET 同步载荷中，提供了一种高速、可靠、点到点的数据连接。 

S9500 系 列 路 由 交 换 机 提 供 的 POS 端 口 传 输 速 率 支 持 STM-1/OC-3
（155.52Mbit/s）、STM-16（2.5Gbit/s）和 STM-64（10Gbit/s）。 

POS 接口在数据链路层可以使用 PPP 协议，在网络层使用 IP 协议。 

1.2  POS 端口配置 

POS 端口的配置任务包括： 

 进入POS端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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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POS端口加入/退出VLAN 

 打开/关闭POS端口 

 对POS端口进行描述 

 设置POS端口的帧格式 

 设置POS端口的加扰功能 

 设置POS端口的告警门限值 

 设置POS端口的时钟模式 

 设置POS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的轮询时间间隔 

 设置POS端口的CRC校验字长度 

 设置POS端口的环回方式 

 设置POS端口的开销字节 

 设置PPP协商超时时间 

 设置POS端口的最大传输单元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1.2.1  进入 POS 端口视图 

要对 POS 端口进行配置，首先要进入 POS 端口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进入 POS 端口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 POS 端口视图 interface pos interface-number 

 

1.2.2  将 POS 端口加入/退出 VLAN 

本配置任务把当前 POS 端口加入到指定的 VLAN 中，从而使当前的 POS 端口可以

转发指定 VLAN 的报文。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将 POS 端口加入/退出 VLAN 

操作 命令 

将 POS 端口加入 VLAN pos access vlan vlan-id 

将 POS 端口退出 VLAN undo pos access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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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POS 端口加入的 VLAN 不能为 VLAN 1； 
 POS 端口加入的 VLAN 必须已经存在，且已配置了对应的 VLAN 接口及 IP 地址； 
 如果该 VLAN 中已包含有端口，则不能再将 POS 端口加入该 VLAN，反之亦然。 

 

1.2.3  打开/关闭 POS 端口 

当端口的相关参数及协议配置好之后，可以使用 undo shutdown 命令打开端口；

如果想使某端口不再转发数据，可以使用 shutdown 命令关闭端口。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打开或关闭 POS 端口 

操作 命令 

关闭 POS 端口 shutdown 

打开 POS 端口 undo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端口为打开状态。 

1.2.4  对 POS 端口进行描述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 POS 端口的描述字符串。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对 POS 端口进行描述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描述字符串 description text 

删除 POS 端口描述字符串 undo descrip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描述字符串为空。 

1.2.5  设置 POS 端口的帧格式 

POS 端口支持两种帧格式：SDH 格式和 SONET 格式。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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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设置 POS 端口的帧格式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帧格式为 SDH/SONET frame-format { sdh | sonet } 

恢复 POS 端口帧格式的缺省格式 undo frame-format 

 

缺省情况下，POS 端口的帧格式为 SDH。 

1.2.6  设置 POS 端口的加扰功能 

POS 端口支持对载荷数据的加扰，以避免出现过多连续的 1 或 0，便于接收端提取

线路时钟信号。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设置 POS 端口的加扰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 POS 端口的加扰功能 scramble 

禁止 POS 端口的加扰功能 undo scramble 

 

缺省情况下，POS 端口的加扰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2.7  设置 POS 端口的告警门限值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告警 SD（信号劣化）和 SF（信号失败）的门限值。SD
和 SF 告警都是用于指示当前线路性能的，相比较而言，SF 比 SD 告警更为严重，

它们产生的原因相同，都是接收端检测到了 B2 错误，区别在于产生告警的误码率

门限不同，SF 的误码率门限一般会比 SD 的误码率门限高，也就是说，当出现少量

误码时，线路产生 SD 告警，当误码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说明线路质量严重下降，

此时即产生 SF 告警。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设置 POS 端口的告警门限值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 SD 和 SF 的门限值 threshold { sd | sf } value 

恢复 SD 和 SF 的门限值为缺省值 undo threshold { sd | sf } 

 

门限值以 10e-X（10 的-X 次方）的形式表示，X 为 3～9 的整数。缺省情况下，SD
门限值为 10e-6，SF 门限值为 10e-3。 

需要注意的是，SD 的门限值应比 SF 的门限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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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设置 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 

POS 端口支持两种时钟模式： 

 主时钟模式：使用内部时钟信号 

 从时钟模式：使用线路提供的时钟信号 

当两台交换机的 POS 端口直接相连时，应配置一端使用主时钟模式，另一端使用从

时钟模式，否则将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两台设备的时钟不同步，导致报文

丢失。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设置 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为主时钟 clock master 

设置 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为从时钟 clock slave 

恢复 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为缺省从时钟模式 undo clock 

 

缺省情况下，POS 端口的时钟模式为从时钟模式。 

1.2.9  设置 POS 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的轮询时间间隔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 POS 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的轮询时间间隔，在 POS 端

口运行的协议（如 PPP）按照这个时间间隔给对端发送 Echo Request 报文，如果

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对端返回的响应报文，则认为对端工作异常。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设置 POS 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的轮询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的轮询时间间隔 timer hold seconds 

恢复 POS 端口的状态轮询定时器为缺省值 undo timer hold 

 

缺省情况下，轮询时间间隔为 10 秒。如果将轮询间隔设置为 0，则不进行链路有效

性检测。 

1.2.10  设置 POS 端口的 CRC 校验字长度 

POS 端口支持两种 CRC 校验字长度：16 比特和 32 比特。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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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设置 POS 端口的 CRC 校验字长度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 CRC 校验字长度为 16 比特 crc 16 

设置 POS 端口 CRC 校验字长度为 32 比特 crc 32 

恢复 POS 端口的 CRC 校验字长度为缺省值 undo crc 

 

缺省情况下，CRC 校验字长度为 32 比特。 

  注意： 

10G 的 POS 端口不支持长度为 16 比特 CRC 校验。 

 

1.2.11  设置 POS 端口的环回方式 

环回主要用于一些特殊功能的测试，正常工作时不进行环回的设置。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设置 POS 端口的环回方式 

操作 命令 

允许 POS 端口对内环回 loopback internal 

允许 POS 端口对外环回 loopback external 

禁止 POS 端口环回 Undo loopback 

 

缺省情况下，禁止对内或对外环回。 

  注意： 

 POS 端口不能同时进行对内环回和对外环回。 
 切换内、外环回的时候必须先删除以前的环回设置，才能设置新的环回。 

 

1.2.12  设置 POS 端口的开销字节 

SDH 提供丰富的开销字节，用以提供不同层次的监控功能。 

信号标记字节 C2 属于高阶通道开销（Higher-Order Path Overhead）字节，用于指

示虚拟容器 VC（Virtual Container）帧的复接结构和信息净负荷的性质。 

再生段踪迹字节 J0 属于段开销字节（Section Overhead），用于检测两个端口之间

的连接在段层次上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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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踪迹字节 J1 也属于高阶通道开销字节，用于检测两个端口之间的连接在通道层

次上的连续性。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设置 POS 端口的开销字节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开销字节 
flag c2 flag-value 
flag { j0 | j1 } { sdh | sonet } flag-value 

恢复 POS 端口开销字节为缺省值 
undo flag c2 
undo flag { j0 | j1 } { sdh | sonet } 

 

  说明： 

建议在进行 j0 和 j1 配置时,将两个参数尽量配满 15 个字符。 

 

缺省情况下，C2 为 0x16（十六进制）、J0、J1 为 default。 

需要注意的是，收发端的 C2、J0、J1 配置要一致，否则会产生告警；同时 POS 端

口两端的 J0，J1 开销字段的帧格式也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正确读取对端的字段值。 

1.2.13  设置 PPP 协商超时时间 

在 PPP 协商过程中，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对端的应答报文，则 PPP 将会

重发前一次发送的报文。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协商超时时间。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设置 PPP 协商超时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协商超时时间 ppp timer negotiate seconds 

恢复 PPP 协商超时时间为缺省值 undo ppp timer negotiate 

 

缺省情况下，协商超时时间为 3 秒。 

1.2.14  设置 POS 端口的最大传输单元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POS 端口 第 1 章  POS 端口配置

 

1-8 

表1-14 设置 POS 的最大传输单元 

操作 命令 

设置 POS 端口的最大传输单元 mtu mtu-value 

 

缺省情况下，最大传输单元为 1500 字节。 

需要注意的是：当两端的 POS 端口的最大传输单元值设置不同时，用户必须先用

shutdown 命令使端口处于 Down 状态，然后再用 undo shutdown 命令使端口重

新处于 Up 状态，此时两端端口协商的结果以小的值作为最大传输单元。 

1.2.15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使用以下的配置任务可以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交换机在统计端口信息时

统计的是此时间间隔内的平均速率。 

请在 POS 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表1-15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POS 端口视图 interface pos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其中 interface- number 为 POS 端口编号 

设置端口统计信息的

时间间隔 
flow-interval 
interval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为 300 秒 

 

1.3  POS 端口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OS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POS 端口的统计信息。 

表1-16 POS 端口的显示与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 POS 端口的所有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pos [ interface-number ] 

清除 POS 端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pos [ interface-number ] 

打开/关闭 POS 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ppp { { ipcp | lcp } { all | error | event 
| packet | state } | all | core event | ip packet | 
mpls-multicast packet | mpls-unicast packet | 
osi-npdu } [ interface { aux | pos }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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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OS 端口配置举例 

1. 配置任务 

配置 Switch A 和 Switch B 上 POS 端口，使 Switch A、Switch B 彼此能够互通， 

Switch B 提供时钟。 

2. 配置准备 

无。 

3. 配置组网 

如 图 1-1所示，Switch A与Switch B通过POS端口连接，接口地址分别为

202.38.163.10/24，202.38.163.11/24。 

Switch A

Pos2/1/1
202 .38 .163 .10 /24

Switch B

Pos3/1/1
202 .38 .163 .11 /24

 
图1-1 交换机通过 POS 端口直连配置举例组网图 

4. 配置步骤 

 配置 Switch A 

# 创建 POS 口所在的 VLAN 并配置接口 IP 地址。 

[Switch A] vlan 2 

[Switch A-vlan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3.10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2] quit 

# 将 POS 端口加入该 VLAN。 

[Switch A] interface Pos 2/1/1 

[Switch A-Pos2/1/1] pos access vlan 2 

 配置 Switch B 

# 创建 POS 口所在 VLAN 并配置接口 IP 地址 

[Switch B] vlan 2 

[Switch B-vlan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3.11 255.255.255.0 

# 将 POS 口加入该 VLAN 

[Switch B] interface pos 3/1/1 

[Switch B-Pos3/1/1] pos access vlan 2 

# 配置时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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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Pos3/1/1] clock master 

1.5  POS 端口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故障之一：POS 端口物理状态为 Down。 

故障排除： 

 请检查插接在 POS 端口的光纤是否接错。应该有两根光纤，分别负责接收和

发送，并且不能接反。另外，如果将一根光纤的接收端和发送端接在了同一个

POS 端口上，即使没有启用环回，使用 display interface pos 命令也会看到

“loopback detected”的信息。 

 请检查光模块的类型，是否适用对应的 POS 端口。 

故障之二：物理层 Up，链路不上报 Up。 

故障排除： 

 POS 端口时钟、扰码等物理参数配置与对端不匹配。 

 链路层协议配置与对端不匹配。 

 检查端口的 CRC 设置匹配。 

 检查端口是否设置了环回。 

 检查端口所在的 VLAN 是否是人为的 Shutdown。 

故障之三：IP 丢包严重。 

故障排除： 

 POS 端口时钟配置不正确（产生大量的 CRC 错误）。 

 最大传输单元 MTU 配置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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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链路聚合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链路聚合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链路聚合概述

了解 LACP 协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LACP协议

了解链路聚合类型 链路聚合类型

了解链路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链路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了解链路聚合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链路聚合配置

显示配置后以太网链路聚合情况，以及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来验证配置 以太网链路聚合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以太网链路聚合配置举例

 

1.1  链路聚合概述 

链路聚合是将多个端口聚合在一起形成 1 个聚合组，可实现负荷在各成员端口中的

分担，同时也提供了更高的连接可靠性。链路聚合可以分为手工聚合、动态 LACP
聚合和静态 LACP 聚合。同一个聚合组中端口的基本配置应该保持一致，即，如果

某端口为 Trunk 端口，则其他端口也配置为 Trunk 端口；如该端口改为 Access 端

口，则其他端口也应改为 Access 端口。 

端口的基本配置主要包括 STP、QoS、VLAN、端口属性等相关配置。其中 STP 配

置包括：端口的 STP 使能/关闭、与端口相连的链路属性（如点对点或非点对点）、

STP 优先级、路径开销、报文发送速率限制、是否环路保护、是否根保护、是否为

边缘端口。QoS 配置包括：流量限速、优先级标记、缺省的 802.1p 优先级、带宽

保证、拥塞避免、流重定向、流量统计等。VLAN 配置包括：端口上允许通过的 VLAN、

端口缺省 VLAN ID。端口属性配置包括：端口的链路类型，如 Trunk、Hybrid、Access
属性、绑定侦测组配置。 

一台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最多可以配置 920 个聚合组，其中 1～31 为手工或者静

态聚合组；32～64 为预留组号；65～192 为 Routed Trunk；193～920 为动态聚合

组。 

系统中存在 MPLS VPN 单板时，只支持 7 个负载分担聚合组，没有 MPLS VPN 单

板时，可以支持 31 组负载分担组，对于 FE 单板（采用 EX 芯片），只支持 7 个负

载分担聚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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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目前 S9500 还支持跨接口板聚合，跨接口板聚合和本板是一样的。 

 

1.2  LACP 协议 

基于 IEEE802.3ad 标准的 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聚合控

制协议）是一种实现链路动态聚合与解聚合的协议。LACP 协议通过 LACPDU（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聚合控制协议数据单元）与对端交互

信息。使能某端口的 LACP 协议后，该端口将通过发送 LACPDU 向对端通告自己的

系统优先级、系统 MAC、端口优先级、端口号和操作 Key。对端接收到这些信息后，

将这些信息与其它端口所保存的信息比较以选择能够聚合的端口，从而双方可以对

端口加入或退出某个动态聚合组达成一致。 

操作 Key 是在链路聚合时，LACP 协议根据端口的配置（即速率、双工、基本配置、

管理 Key）生成的一个配置组合。其中，动态聚合端口在使能 LACP 协议后，其管

理 Key 缺省为零。静态聚合端口在使能 LACP 后，端口的管理 Key 与聚合组 ID 相

同。对于动态聚合组而言，同组成员一定有相同的操作 Key，而手工和静态聚合组

中，Selected 的端口有相同的操作 Key。 

1.3  链路聚合类型 

链路聚合按聚合方式可以分为手工聚合、动态 LACP 聚合和静态 LACP 聚合。 

1.3.1  手工聚合和静态 LACP 聚合 

手工聚合和静态 LACP 聚合都是人为配置的聚合组，不允许系统自动添加或删除手

工或静态聚合端口。手工或静态聚合组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端口，当聚合组只有一个

端口时，只能通过删除聚合组的方式将该端口从聚合组中删除。手工聚合端口的

LACP 协议为关闭状态，禁止用户使能手工聚合端口的 LACP 协议。静态聚合端口

的 LACP 协议为使能状态，当一个静态聚合组被删除时，其成员端口将形成一个或

多个动态 LACP 聚合，并保持 LACP 使能。禁止用户关闭静态聚合端口的 LACP 协

议。 

在手工和静态聚合组中，稳定时端口可能处于两种状态：Selected 和 Standby，聚

合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暂的 unselected 状态。其中，只有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能够收

发用户业务报文，而 Standby 状态的端口不能收发用户业务报文，unselected 状态

只是一个中间状态，不需要关心。在一个聚合组中，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中的

最小端口是聚合组的主端口，其他的作为成员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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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聚合组中，系统按照以下原则设置端口处于 Selected 或者 Standby 状态：端

口因存在硬件限制（如不能跨板聚合）无法聚合在一起，而无法与处于 Selected 状

态的最小链路聚合的端口将处于 Standby 状态。 

在静态聚合组中，系统按照以下原则设置端口处于 Selected 或者 Standby 状态： 

 系统按照端口全双工/高速率、全双工/低速率、半双工/高速率、半双工/低速率

的优先次序，选择优先次序最高的端口处于 Selected 状态，其他端口则处于

Standby 状态。 

 与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最小端口所连接的对端设备不同，或者连接的是同一

个对端设备但端口在不同的聚合组内的端口将处于 Standby 状态。 

 端口因存在硬件限制（如不能跨板聚合）无法聚合在一起，而无法与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最小链路聚合的端口将处于 Standby 状态。 

 与处于Selected状态的最小端口的基本配置不同的端口将处于Standby状态。 

由于设备所能支持的聚合组中的最大端口数有限制，如果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

数超过设备所能支持的聚合组中的最大端口数，系统将按照端口号从小到大的顺序

选择一些端口为 Selected 端口，其他则为 Standby 端口。Selected 端口和 Standby
端口都能收发 LACP 协议，但是 Standby 端口不能转发用户的业务报文。 

  注意： 

S9500 支持不同速率的端口进行手工聚合，但是不建议在与其他设备对接时使用。 

 

1.3.2  动态 LACP 聚合 

动态 LACP 聚合是一种系统自动创建/删除的聚合，不允许用户增加或删除动态

LACP 聚合中的成员端口，即使只有一个端口也可以创建动态聚合，此时为单端口

聚合。动态聚合端口的 LACP 协议为使能状态。只有速率和双工属性相同、连接到

同一个设备、有相同的基本配置的端口才能被动态聚合在一起。 

由于设备所能支持的聚合组中的最大端口数有限制，如果当前的成员端口数量超过

最大端口数的限制，则选择设备 ID（系统优先级+系统 MAC 地址）小，且端口 ID
（端口优先级+端口号）小的端口为 Selected 端口，剩余端口为 Standby 端口；若

成员端口数量未超过最大 Selected 端口数限制，所有成员端口都是 Selected 端口。

Selected 端口和 Standby 端口都能收发 LACP 协议，但是 Standby 端口不能转发用

户的业务报文。在一个聚合组中，Selected 端口中的最小端口是聚合组的主端口，

其他的作为成员端口。在设备 ID 比较时，先比较系统优先级，如果相同则再比较系

统 MAC，值小的一方将被认为优；比较端口 ID 时，先比较端口优先级，如果相同

则再比较端口号，值小的一方将被认为优。如果设备 ID 由原来的不优变为优，则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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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成员的 Selected 和 Standby 状态由本设备的端口优先级确定。用户可以通过设

置系统优先级和端口优先级来调整端口为 Selected 端口还是 Standby 端口。 

1.4  链路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1.4.1  聚合组状态 

聚合组按负载分担类型分为两种：负载分担聚合和非负载分担聚合。我司 85 产品对

于 IP 报文负载分担是按照目的 IP 和源 IP 的，对于非 IP 报文，负载分担是根据源

MAC 和目的 MAC 的。对于是否使用 IP 还是 MAC，检查协议类型来区别，以太网

字段 ETYPE 为 0800 的报文是 IP 报文。一般情况下，系统中的负载分担式聚合资

源数量有限，因此需要在手工聚合组、静态聚合组、LACP 动态聚合组、及包含需

要硬件聚合资源的特殊端口的聚合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负载分担聚合资源。系统将

始终为优先级高的聚合组分配硬件聚合资源，当聚合资源分配完后，所创建的聚合

将为非负载分担聚合。负载分担聚合资源的优先级顺序如下： 

 包含需要硬件聚合资源的特殊端口的聚合组，如非限速 10GE 端口 

 聚合组获得聚合资源后可能还潜在速率最高的聚合组 

 当聚合组获得聚合资源后可能达到的速率相等时，主端口号最小的聚合组 

 手工聚合优先权比静态聚合高，静态聚合又比动态聚合高 

 所有条件相同情况下，已经占有资源的聚合组优先权比等待资源的聚合组优先

权高 

当有优先级更高的聚合组出现时，优先级低的聚合组应释放其硬件资源。单端口的

聚合组不占用聚合资源，可以正常收发报文。 

1.4.2  端口状态 

在聚合组中，端口可能处于两种状态：Selected 和 Standby。其中，只有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能够收发用户业务报文，而 Standby 状态的端口不能收发用户业务报文。

在一个聚合组中，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中的最小端口是聚合组的主端口，其他

的作为成员端口（也称为从端口）。 

系统按照以下原则设置端口处于 Selected 或者 Standby 状态： 

 系统按照端口全双工/高速率、全双工/低速率、半双工/高速率、半双工/低速率

的优先次序，选择优先次序最高的端口处于 Selected 状态，其他端口则处于

Standby 状态。 

 端口因存在硬件限制无法聚合在一起，而无法与聚合组的主端口聚合的端口将

处于 Standby 状态。 

 与聚合组主端口的基本配置不同的端口将处于 Standby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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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设备所能支持的聚合组中的最大端口数有限制，如果处于 Selected 状态的端口

数超过设备所能支持的聚合组中的最大端口数，系统将按照端口号从小到大的顺序

选择一些端口为 Selected 端口，其他则为 Standby 端口。Selected 端口可以转发用

户的业务报文，而 Standby 端口不能转发用户的业务报文。 

负载分担聚合组中可有多个 Selected 端口，而非负载分担聚合组中最多只有一个

Selected 端口，其余均为 Standby 端口。 

1.5  链路聚合配置 

链路聚合配置包括： 

 使能/关闭端口LACP协议 

 创建/删除聚合组 

 将以太网端口加入/退出聚合组 

 配置聚合资源扩展 

 配置/删除聚合组描述符  

 配置系统优先级 

 配置端口优先级 

  说明： 

 配置链路聚合组时，主端口的 GVRP 特性配置保持不变，从端口的 GVRP 特性

将被关闭。 
 向已经存在的链路聚合组添加端口时，所添加端口上的 GVRP 特性将被关闭。 
 链路聚合组的主端口离开聚合组时，GVRP 特性状态在主端口和聚合组上保持不

变；从端口离开聚合组时，从端口的 GVRP 特性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链路聚合组中任意端口的 GVRP 特性时，这些配置将映射到聚合组的主端口

上。 
 查询链路聚合组中任意端口的 GVRP 特性配置时，返回的查询结果是对聚合组主

端口的查询结果。 

 

1.5.1  使能/关闭端口 LACP 协议 

在进行动态聚合前，需要使能端口的 LACP 协议，从而使双方可以对端口加入或退

出某个动态聚合组达成一致。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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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使能/关闭端口 LACP 协议 

操作 命令 

使能端口 LACP 协议 lacp enable 

关闭端口 LACP 协议 undo la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LACP 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镜像目的端口、配置了静态 MAC 地址的端口、配置了静态 ARP 的端口、以及

使能 802.1x 的端口不能使能 LACP 协议； 

 已在手工聚合组中的端口会拒绝打开 LACP； 

 用户可将 LACP 协议处于关闭状态的端口加入静态聚合组，此时系统会自动使

能该端口的 LACP 协议。 

  说明： 

Smart Link 和 LACP 功能互斥，如果端口配置为 Smart Link 组成员，则不允许在该

端口上开启 LACP。 

 

1.5.2  创建/删除聚合组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创建或删除聚合组（手工聚合，静态链路聚合）。如果删除一

个聚合组，则该聚合组中的端口将全部离开该聚合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创建/删除聚合组 

操作 命令 

创建聚合组 link-aggregation group agg-id mode { manual | static } 

删除聚合组 undo link-aggregation group agg-id 

 

  注意： 

在创建聚合组时，如果该聚合组已经存在但不包含端口，则该聚合组类型将改为新

设置的类型。当将静态聚合组改为手工聚合组时，系统会自动将其包含端口的 LACP
协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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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链路聚合共有三种模式：手工聚合，静态链路聚合和动态链路聚合。 
 手工聚合时，不同速率的端口可以聚合。如果有聚合资源，也会成为负载分担的

聚合，此时速率较低的端口在分担的流量超过端口最大速率时，会丢报文。 
 如果系统中含有内部聚合的单板（如 RPRGE 光接口业务板（LSB1RGP2GDB0
和 LSB1RGP4GDB0 ） 、 IPSEC 业 务 处 理 板 （ LSB1IPSEC8DB0 和

LSB2IPSEC8DB0）、Firewall 业务处理板（LSB1FW8DB0 和 LSB2FW8DB0）
以及 LSB1TGX1B0 单板)，那么不要配置可能与这些内部聚合资源相冲突的聚合

组。含有内部聚合的单板，在不采用聚合资源扩展配置时，聚合资源的分配为从

7->0 查找空闲的资源分配；采用聚合资源扩展配置时，聚合资源从 31->0 查找空

闲的资源分配。 
 静态聚合时，不同速率端口也可以聚合，但静态聚合的端口 Selected/Standby
状态是根据速率确定的。只有速率和双工最大的端口才会是 Selected 的，承担

流量，其它 Standby 的端口不转发流量。 

 

1.5.3  将以太网端口加入/退出聚合组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将以太网端口加入/退出聚合组。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将以太网端口加入/退出聚合组 

操作 命令 

将以太网端口加入聚合组（以太网端口视图）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agg-id 

将以太网端口退出聚合组（以太网端口视图） undo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将一组端口设置为聚合端口（系统视图） 
link-aggregation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1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2 [ both ] 

 

  注意： 

 镜像目的端口、配置了静态 MAC 地址的端口、使能 802.1x 的端口、POS 端口、

VPN 端口等不能加入聚合组。 
 当聚合组中只包含一个端口时，不能将该端口从聚合组中删除，而只能通过删除

聚合组的方式将该端口从聚合组中删除。 
 端口加入到聚合组后，原有端口下的静态 ARP 配置信息会丢失。 
 XP4B、XP4CA 单板不支持端口加入聚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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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配置聚合资源扩展 

使用以下的命令可以配置聚合资源扩展。 

表1-4 配置聚合资源扩展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聚合资源扩展 link-aggregation extend 
必选 

缺省情况下，未使能聚合资源扩展。 

 

系统默认特殊端口聚合从 7 号聚合资源开始递减占用资源，配置聚合资源扩展命令

后，特殊端口聚合从 31 号聚合资源开始递减占用资源。 

特殊端口聚合包括：RprGE 端口、非线速 10GE 端口。 

  说明： 

此命令的使用有如下限制：当系统中有 C 类单板时不可配置，7-31 号聚合资源上配

置有特殊端口聚合时不可取消。 

 

1.5.5  配置/删除聚合组描述符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删除聚合组（手工聚合，静态链路聚合）的描述符。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删除聚合组描述符 

操作 命令 

设置聚合组描述符 link-aggregation group agg-id description alname 

删除聚合组描述符 undo link-aggregation group agg-id description 

 

  注意： 

不能配置动态聚合组的描述符。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没有描述符。 

1.5.6  配置系统优先级 

LACP 在确定动态聚合组成员的 Selected 和 Standby 状态时，根据设备 ID 优的一

端的端口 ID的优先级的来确定。设备 ID由2字节的系统优先级和6字节的系统MAC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链路聚合 第 1 章  链路聚合配置

 

1-9 

构成，即设备 ID=系统优先级+系统 MAC，比较设备 ID 时，先比较系统优先级，如

果相同则再比较系统 MAC，值小的一方将被认为优。 

改变系统优先级可能改变聚合双方之间的优先级关系，从而有可能会影响到动态聚

合组成员的 Selected 和 Standby 状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系统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系统优先级 lacp system-priority system-priority-value 

恢复系统优先级为缺省值 undo lacp system-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系统优先级为 32768。 

1.5.7  配置端口优先级 

LACP 在确定动态聚合组成员的 Selected 和 Standby 状态时，先比较设备 ID，再根

据设备 ID 优的一端的端口 ID 的优劣来确定。当聚合组内成员数超过了设备支持的

每组 Selected 的端口数时，需要根据端口 ID 来确定聚合组成员的 Selected 和

Standby 状态。端口 ID 优的端口将被选择为 Selected 状态，端口 ID 劣的端口被选

择为 Standby 状态。端口 ID 由 2 字节的端口优先级和 2 字节的端口号构成，即端口

ID=端口优先级+端口号，比较端口 ID 时，先比较端口优先级，如果端口优先级相同

则再比较端口号，值小的一方将被认为优。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端口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优先级 lacp port-priority port-priority-value 

恢复端口优先级为缺省值 undo lacp port-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端口优先级为 32768。 

1.6  以太网链路聚合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以太网链路聚

合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LACP 端口的统计信息；执行

debugging 命令对 LACP 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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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以太网链路聚合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聚合组的摘要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summary 

显示指定聚合组的详细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 agg-id ] 

显示本端设备 ID display lacp system-id 

显示端口的链路聚合详细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端口的 LACP 统计信息 
reset lac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关闭/打开 LACP 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lacp stat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 actor-churn | mux | partner-churn | ptx | 
rx }* | all } 

关闭/打开 LACP 报文的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lacp packe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关闭/打开链路聚合运行错误的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link-aggregation error 

关闭/打开链路聚合事件的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link-aggregation event 

 

1.7  以太网链路聚合配置举例 

1. 配置任务 

分别采用手工聚合、静态 LACP 聚合和动态 LACP 聚合的方式对 Ethernet2/1/1 和

Ethernet2/1/2 配置聚合组，达到增加 Switch A 和 Switch B 两台交换机之间的带宽，

实现业务单板级冗余备份的目的。 

2. 配置准备 

无。 

3. 配置组网 

Switch A和Switch B通过Ethernet2/1/1 和Ethernet2/1/2 两个接入端口进行相连，如

图 1-1所示。 

Switch A Switch B

Eth2

Eth1/

/1/1 Eth2/1/1

1/2 Eth1/1/2

 
图1-1 以太网链路聚合配置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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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过程 

(1) 采用手工聚合方式 

 Switch A 上配置。 

# 创建聚合组 1。 

[Switch A]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manual 

# 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2/1/1 和 Ethernet2/1/2 加入聚合组 1。 

[Switch A] interface ethernet2/1/1 

[Switch A-Ethernet2/1/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Switch A-Ethernet2/1/1] interface ethernet2/1/2 

[Switch A-Ethernet2/1/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说明： 

当聚合组端口序号连续时，可以直接把多个端口聚成一组，组号由系统自行分配，

例如，如果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2/1/1 至 Ethernet2/1/2 加入聚合组 1，则可执行

如下命令：link-aggregation ethernet2/1/1 to ethernet2/1/2 both。 

 

 Swithch B 与 Switch A 配置相同。 

(2) 采用静态 LACP 聚合方式 

 Switch A 上配置 

# 创建静态聚合组 1。 

[Switch A]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static 

# 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2/1/1 和 Ethernet2/1/2 加入聚合组 1。 

[Switch A] interface ethernet2/1/1 

[Switch A-Ethernet2/1/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Switch A-Ethernet2/1/1] interface ethernet2/1/2 

[Switch A-Ethernet2/1/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Swithch B 与 Switch A 配置相同。 

(3) 采用动态 LACP 聚合方式 

 Switch A 上配置。 

# 开启以太网端口 Ethernet2/1/1 和 Ethernet2/1/2 的 LACP 协议。 

[Switch A] interface ethernet2/1/1 

[Switch A-Ethernet2/1/1] lacp enable 

[Switch A-Ethernet2/1/1] interface ethernet2/1/2 

[Switch A-Ethernet2/1/2] lac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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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只有端口的基本配置、速率、双工等参数一致时，上述端口在开启 LACP 协议之后

才能聚合到同一个动态聚合组内，实现端口的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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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端口隔离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端口隔离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端口隔离简介

了解端口隔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端口隔离配置

配置举例 端口隔离配置举例

 

1.1  端口隔离简介 

通过端口隔离特性，可以将不同用户的端口划分到同一个 VLAN，不同用户之间不

能互通，从而增强了网络的安全性，提供了灵活的组网方案，同时节省了大量的

VLAN 资源。 

1.2  端口隔离配置 

 配置隔离组 

 配置隔离组的上行端口 

 配置隔离组的隔离端口 

  说明： 

隔离端口所在的 VLAN 上不能配置三层虚接口，否则可能会出现三层报文转发不通。 

 

1.2.1  配置隔离组 

表1-1 配置隔离组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隔离组 port-isolate group 
isolate-group-id 

必选 

隔离组内的端口只能与上行端口进行

通信，隔离端口和上行端口须配置在

同一个 VLAN 内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端口隔离配置 第 1 章  端口隔离配置

 

1-2 

操作 命令 说明 

查询隔离信息 display port-isolate group 
[ isolate-group-id ] [ verbose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1.2.2  配置隔离组的上行端口 

表1-2 配置隔离组的上行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或

者 RPR 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配置隔离组的上行端口 port-isolate uplink-port 
group isolate-group-id  

必选 

 只有在创建隔离组后才能配置

该隔离组的上行端口 
 上行端口只能是以太网口或

RPR 逻辑接口 
 一个隔离组的上行端口只能有

一个，可以是手工聚合组，但不

能是静态聚合组或动态聚合组 

查询隔离信息 display port-isolate group 
[ isolate-group-id ] [ verbose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1.2.3  配置隔离组的隔离端口 

表1-3 配置隔离组的隔离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或者 RPR 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配置隔离组的隔离端

口 
port-isolate group 
isolate-group-id 

必选 

 只有在创建隔离组后才能配置该

隔离组的隔离端口；隔离端口只能

是以太网口或 RPR 逻辑接口 
 一个端口只能加入一个隔离组 
 一个端口可以既是隔离端口也可

以是上行端口，但不能是同一个隔

离组的隔离端口和上行端口 
 如果隔离端口是聚合组的成员，聚

合组的其他端口也将加入隔离组 

查询隔离信息 display port-isolate group 
[ isolate-group-id ] [ verbose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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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端口隔离配置举例 

1. 配置任务 

用户端口 Ethernet4/1/1、Ethernet4/1/2 和 Ethernet4/1/3 都属于 VLAN 100，通过

配置端口隔离，使用户端口之间不能进行二层互访，但是都可以和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互访。 

2. 配置组网 

Internet

Eth4/1/1

Eth

Eth4/1/3

4/1/2

GE3/1/1

 
图1-1 端口隔离组网示意图 

3. 配置准备 

无。 

4. 配置过程 

# 创建 VLAN 100，并把端口 Ethernet4/1/1～Ethernet4/1/3 加入该 VLAN 中。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100 

[H3C-vlan100] port Ethernet 4/1/1 to Ethernet 4/1/3 

[H3C-vlan100] quit 

# 创建隔离组 1。 

H3C] port-isolate group 1 

# 把端口 Ethernet4/1/1、Ethernet4/1/2 和 Ethernet4/1/3 加入隔离组中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1 

[H3C-Ethernet4/1/1] port-isolate group 1 

[H3C-Ethernet4/1/1] interface ethernet4/1/2 

[H3C-Ethernet4/1/2] port-isolate group 1 

[H3C-Ethernet4/1/2] interface ethernet4/1/3 

[H3C-Ethernet4/1/3] port-isolate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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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配置成 Trunk，并允许 VLAN100 通过，同时将其配

置成隔离组 1 的上行端口 

[H3C]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1/1 

[H3C-GigabitEthernet3/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3/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H3C-GigabitEthernet3/1/1] port-isolate uplink-port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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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VLAN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LA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LAN简介

了解 VLA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VLAN公共配置

显示配置后 VLAN 的运行情况 VLAN显示

了解协议 VLAN、IP 子网 VLAN 的基本原理和

概念 协议VLAN、IP子网VLAN的简介

了解协议 VLAN 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基于协议的VLAN配置

显示配置后协议 VLAN 的运行情况 协议VLAN配置显示

了解 IP 子网 VLA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P子网VLAN配置

显示配置后 IP 子网 VLAN 的运行情况 IP子网VLAN配置显示

了解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VLAN典型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协议VLAN、IP子网VLAN的配置

举例  

 

1.1  VLAN 简介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是一种通过将局域网内的设备

逻辑地而不是物理地划分成一个个网段从而实现虚拟工作组的技术。IEEE 于 1999
年颁布了用以标准化 VLAN 实现方案的 IEEE 802.1Q 协议标准草案。 

VLAN 技术允许网络管理者将一个物理的 LAN 逻辑地划分成不同的广播域（或称虚

拟 LAN，即 VLAN），每一个 VLAN 都包含一组有着相同需求的计算机，由于 VLAN
是逻辑地而不是物理地划分，所以同一个 VLAN 内的各个计算机无须被放置在同一

个物理空间里，即这些计算机不一定属于同一个物理 LAN 网段。 

VLAN 在交换机上的实现方法，有基于端口划分的 VLAN；基于 MAC 地址划分的

VLAN；基于 IP 组播划分的 VLAN，即一个组播组就是一个 VLAN；基于网络层划

分的 VLAN，根据每个主机的网络层地址或协议类型来划分。 

VLAN 的优势在于 VLAN 内部的广播和单播流量不会被转发到其它 VLAN 中，从而

有助于控制网络流量、减少设备投资、简化网络管理、提高网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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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LAN 公共配置 

对 VLAN 进行配置时，首先应根据需求创建 VLAN。 

VLAN 公共配置包括： 

 创建/删除VLAN 

 为VLAN或VLAN接口指定描述字符 

 为当前VLAN命名 

 打开VLAN接口 

 基于端口的VLAN配置 

1.2.1  创建/删除 VLAN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创建/删除 VLAN。创建单个 VLAN 时，如果该 VLAN 已存在，

则直接进入该 VLAN 视图；如果该 VLAN 不存在，则此配置任务将首先创建 VLAN，

然后进入 VLAN 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创建/删除 VLAN 

操作 命令 

创建单个 VLAN 并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创建多个 VLAN vlan vlan-id-list 

删除已创建的 VLAN undo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all } 

 

  注意： 

 缺省 VLAN 即 VLAN 1 不能被删除。 
 VLAN 内如果有端口使能了 VLAN VPN，则不允许删除此 VLAN。 
 如果该 VLAN 为 Guest VLAN，则也不允许删除。 
 下发了协议的 VLAN，也不允许被删除。 
 如果该 VLAN 为动态 VLAN，则该 VLAN 不允许被删除，同时命令行也不单独给

出不能删除动态 VLAN 的提示。 

 

1.2.2  为 VLAN 或 VLAN 接口指定描述字符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指定 VLAN 或 VLAN 接口的描述字符。 

请在 VLAN 或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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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为 VLAN 或 VLAN 接口指定描述字符 

操作 命令 

为 VLAN 或 VLAN 接口指定一个描述字符串 description string 

恢复 VLAN 或 VLAN 接口的描述字符串为缺省描述 undo description 

 

缺省情况下，VLAN 缺省描述字符串为该 VLAN 的 VLAN ID，例如“VLAN 0001”。

VLAN 接口缺省描述字符串为该 VLAN 接口的接口名，例如“Vlan-interface1 
Interface”。 

1.2.3  为当前 VLAN 命名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为当前的 VLAN 命名。 

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为当前 VLAN 命名 

操作 命令 

为当前 VLAN 命名 name string 

恢复当前 VLAN 名称的缺省值 undo name 

 

缺省情况下，当前 VLAN 的名称为该 VLAN 的 VLAN ID。 

1.2.4  打开 VLAN 接口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打开 VLAN 接口。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打开 VLAN 接口 

操作 命令 

关闭 VLAN 接口 shutdown 

打开 VLAN 接口 undo shutdown 

 

需要注意的是，关闭和打开 VLAN 接口不影响属于这个 VLAN 的任何一个以太网端

口的状态。 

缺省情况下，当 VLAN 内所有以太网端口状态为 Down 时，VLAN 接口为 Down 状

态，即关闭状态；当 VLAN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以太网端口处于 UP 状态，VLAN
接口处于 UP 状态，即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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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基于端口的 VLAN 配置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为 VLAN 指定以太网端口。 

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为 VLAN 指定端口 

操作 命令 

为指定的 VLAN 增加以太网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删除指定的 VLAN 的某些以太网端口 undo port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系统将所有端口都加入到一个缺省的 VLAN 中，该 VLAN 的 ID 为 1。 

需要注意的是，Trunk 和 Hybrid 端口只能通过以太网端口视图下的 port 和 undo 
port 命令加入 VLAN 或从 VLAN 中删除，而不能通过本命令实现。 

1.3  VLAN 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VLAN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6 VLAN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VLAN 接口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 vlan-id ]

显示 VLAN 相关信息 display vlan [ vlan-id to vlan-id | all | static 
| dynamic ] 

显示指定VLAN上配置的协议信息及协议的索引 display protocol-vlan vlan { vlan-list | all }

显示指定端口上配置的协议信息及协议的索引 display protocol-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list | all } 

 

1.4  协议 VLAN、IP 子网 VLAN 的简介 

协议 VLAN 和 IP 子网 VLAN 是对基于端口的 VLAN 报文转发方式的一种补充。 

 协议 VLAN 可以根据用户接收到的无标签报文的类型和封装格式决定报文所

属 VLAN 

 IP 子网 VLAN 则是通过所接收的无标签的 IPv4 报文的源 IP 决定报文所属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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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VLAN 和 IP 子网 VLAN 增加了无标签报文的分拣的粒度。对于带标签的报文仍

按照基于端口划分 VLAN 的方式进行转发；对于不带标签的报文处理如下： 

如果接收到的是 IPv4 报文，并且在该端口使能了 IP 子网 VLAN 功能，那么首先用

报文源 IP 与所有下发的 IP 子网协议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该报文将在所匹配

IP 子网协议所在的 VLAN 中转发。 

当收到的不是 IPv4 报文时或者当端口下没有使能 IP 子网 VLAN 功能时，则不进行

IP 子网协议匹配。 

在不进行匹配或者匹配不成功的情况下： 

 如果端口使能了协议 VLAN，则将接收报文的协议、封装类型与端口所下发的

所有协议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该报文将在所匹配的协议所属 VLAN 中转

发； 

 如果端口没有使能协议 VLAN 或者匹配不成功，则该报文在接收端口的缺省

VLAN 中转发。 

1.5  基于协议的 VLAN 配置 

1.5.1  协议 VLAN 配置任务简介 

表1-7 协议 VLAN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协议 VLAN 必选 “1.5.2  ” 

配置协议 VLAN 下发端口 必选 “1.5.3  ” 

 

1.5.2  配置协议 VLAN 

表1-8 配置协议 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必选 

配置协议 VLAN 

protocol-vlan [ protocol-index ] { at | 
ip | ipx { ethernetii | llc | raw | snap } 
| mode { ethernetii [ etype etype-id ] | 
llc [ dsap dsap-id ] [ ssap ssap-id ] | 
snap [ etype etype-id ] } } 

必选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vlan { vlan-list 
| all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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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同一个 VLAN 下不能配置相同的协议，不同的 VLAN 下可以配置相同的协议； 
 如果 VLAN 内已经配置了协议，则该 VLAN 不能被删除； 
 如果协议已经下发到端口，则该协议不能删除。 

 

1.5.3  将协议 VLAN 下发端口 

表1-9 将协议 VLAN 下发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将协议 VLAN 下发端口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vlan-id { vlan-protocol-list | all } 必选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list | all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注意： 

 端口必须是 Hybrid 类型，而且端口必须属于要下发协议的 VLAN； 
 不同 VLAN 上配置的相同协议不能下发到同一端口； 
 如果端口上已经下发了某 VLAN 的协议，则端口不能退出该 VLAN。 

 

1.6  协议 VLAN 配置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协议 VLAN 配置后的

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0 协议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协议 VLAN 配置的信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vlan { vlan-list | all } 

显示下发端口的协议 VLAN 配置的信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list | all }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VLAN 第 1 章  VLAN 配置

 

1-7 

1.7  IP 子网 VLAN 配置 

1.7.1  IP 子网 VLAN 配置任务简介 

表1-11 IP 子网 VLAN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 IP 子网 VLAN 必选 “1.7.2  ” 

配置 IP 子网 VLAN 下发端口 必选 “1.7.3  ” 

 

1.7.2  配置 IP 子网 VLAN 

表1-12 配置 IP 子网 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必选 

配置 IP 子网 VLAN ip-subnet-vlan [ index ] ip ip-address 
{ net-mask | net-mask-length } 必选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vlan 
{ vlan-list | all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注意： 

 所有 VLAN 内不能配置相同的 IP 子网； 
 如果 VLAN 内已经配置了 IP 子网，则该 VLAN 不能被删除； 
 如果 IP 子网已经下发了端口，则该 IP 子网不能删除。 

 

1.7.3  将 IP 子网 VLAN 下发端口 

表1-13 将 IP 子网 VLAN 下发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将协议 VLAN 下发端口 port hybrid ip-subnet-vlan vlan vlan-id 必选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list | all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

任意视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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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端口必须是 Hybrid 类型，而且端口必须属于要下发 IP 子网的 VLAN； 
 如果端口上已经下发了某 VLAN 的 IP 子网，则端口不能退出该 VLAN。 

 

1.8  IP 子网 VLAN 配置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 子网 VLAN 配置后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4 IP 子网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 IP 子网 VLAN 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vlan { vlan-list | all }

显示下发端口的 IP 子网 VLAN 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list | all } 

 

1.9  VLAN 典型配置举例 

1.9.1  VLAN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创建 VLAN 2、VLAN 3 

 将端口 Ethernet3/1/1 和 Ethernet4/1/1 加入到 VLAN 2 中 

 将端口 Ethernet3/1/2 和 Ethernet4/1/2 加入到 VLAN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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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ch

VLAN2

Eth3/1/1 Eth4/1/1 Eth3

VLAN3

/1/2 Eth4/1/2

 
图1-1 VLAN 配置示例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VLAN 2 并进入其视图。 

[H3C] vlan 2 

# 向 VLAN 2 中加入端口 Ethernet3/1/1 和 Ethernet4/1/1。 

[H3C-vlan2] port ethernet3/1/1 ethernet4/1/1 

# 创建 VLAN 3 并进入其视图。 

[H3C-vlan2] vlan 3 

# 向 VLAN 3 中加入端口 Ethernet3/1/2 和 Ethernet4/1/2。 

[H3C-vlan3] port ethernet3/1/2 ethernet4/1/2 

1.9.2  协议 VLAN、IP 子网 VLAN 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从端口 E2/1/48 进入的都是无标签报文。 

通过以下配置后，实现： 

 从端口 E2/1/48 进入的 10.11.113.0/24 网段的报文从端口 E2/1/1 出去 

 从端口 E2/1/48 进入的其他网段的 IP 报文从端口 E2/1/3 出去 

 从端口 E2/1/48 进入的其他非 IP 报文从端口 E2/1/5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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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2/1/48

E2/1/3
E2/1/1 E2/1/5

 
图1-2 协议 VLAN、IP 子网 VLAN 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IP 子网 VLAN。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10 

[H3C-vlan10] ip-subnet-vlan ip 10.11.113.0 24 

[H3C-vlan10] port ethernet 2/1/1 

# 配置协议 VLAN。 

[H3C] vlan 20 

[H3C-vlan20] protocol-vlan ip 

[H3C-vlan20] port ethernet 2/1/3 

# 配置出端口。 

[H3C] vlan 30 

[H3C] port ethernet 2/1/5  

# 配置入端口。 

[H3C] interface ethernet 2/1/48 

[H3C-Ethernet2/1/48] port link-type hybrid 

[H3C-Ethernet2/1/48] port hybrid vlan 10 20 30 untag 

[H3C-Ethernet2/1/48] port hybrid pvid vlan 30  

# 将协议下发到端口。 

[H3C-Ethernet2/1/48] port hybrid ip-subnet-vlan vlan 10 

[H3C-Ethernet2/1/48]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20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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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Super VLAN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Super VLA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Super VLAN简介

了解 Super VLA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Super VLAN配置

了解 Super VLAN 的典型配置 Super VLAN的配置举例

 

2.1  Super VLAN 简介 

Super VLAN 又称为 VLAN 聚合（VLAN Aggregation），其原理是一个 Super VLAN
包含多个 Sub VLAN，Super VLAN 可配置虚接口的 IP 地址。每个 Sub VLAN 是一

个广播域，不同 Sub VLAN 之间二层相互隔离，Sub VLAN 不能配置虚接口 IP 地址。

当 Sub VLAN 内的用户需要进行三层通信时，将使用 Super VLAN 的虚接口的 IP 地

址作为网关地址，这样多个 VLAN 共享一个 IP 地址，从而节省了 IP 地址资源。同

时，为了实现不同 Sub VLAN 间的三层互通及 Sub VLAN 与其他网络的互通，需要

利用 ARP 代理功能。通过 ARP 代理可以进行 ARP 请求和响应报文的转发与处理，

从而实现了二层隔离端口间的三层互通。缺省状态下，Sub VLAN 下的 ARP 代理功

能是关闭的。 

2.2  Super VLAN 配置 

Super VLAN 的主要配置包括： 

 配置 VLAN 类型为 Super VLAN 

 配置 Sub VLAN 

 配置 Super VLAN 和 Sub VLAN 之间的映射关系 

 使能 Sub VLAN 的 ARP 代理功能 

  说明： 

 一台交换机可以有多个 Super VLAN。当配置 VLAN 为 Super VLAN 后，相应的

VLAN 接口和 IP 地址的配置与普通 VLAN 一样。 
 配置Sub VLAN的操作与配置普通VLAN的操作一样，具体配置命令如下，详细介

绍请参见“第 1 章  VLAN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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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VLAN 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2-1 Super VLAN 的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必选 

设置 VLAN 类型为 Super VLAN supervlan 
必选，其中 VLAN 视图中的

VLAN-ID为已经配置的VLAN 
ID，取值范围为 1～4094 

退出 Super VLAN 视图 quit - 

创建 Sub VLAN 并进入 Sub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必选 

为 Sub VLAN 添加以太网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可选 

退出 Sub VLAN 视图 quit - 

进入 Super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配置 Super VLAN 和 Sub VLAN 间

的映射关系 subvlan sub-vlan-list 必选 

进入 Sub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使能 Sub VLAN 的 ARP 代理功能 arp proxy enable 
可选，当各个 Sub VLAN 之间

需要互通的时候，必须配置此

命令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super vlan 
[ supervlan-id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执行 

 

  注意： 

 Super VLAN 中不能包含端口。 
 当设置 VLAN 类型为 Super VLAN 后，该 VLAN 接口上的 ARP 代理自动开启，

无需配置。 
 默认的 VLAN 不能被创建成 Super VLAN。可以向每一个 Sub VLAN 中添加多个

端口（非上行端口）。 
 Sub VLAN 不能配虚接口。undo subvlan vlan-id 命令如果不带 vlan-id 的话，就

解除所有 Sub VLAN 和指定 Super VLAN 之间的映射关系；如果带有 vlan-id 的

话就解除指定的 Sub VLAN 和指定 Super VLAN 之间的映射关系。 
 Super VLAN 下请不要使能组播 VLAN 和 igmp-snooping。 
 Super VLAN 不支持 VRRP。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VLAN 第 2 章  Super VLAN 配置

 

2-3 

2.3  Super VLAN 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1) 创建 Super VLAN 10 

(2) 创建 Sub VLAN：VLAN 2、VLAN 3、VLAN 5 

 VLAN 2 包括端口 1 和端口 2 

 VLAN 3 包括端口 3 和端口 4 

 VLAN 5 包括端口 5 和端口 6 

由于 VLAN 之间能够满足二层隔离，现要求 Sub VLAN 两两之间三层互通。 

2. 组网图 

略。 

3. 配置步骤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10 

[H3C-vlan10] supervlan 

[H3C-vlan10] vlan 2 

[H3C-vlan2] port ethernet3/1/1 ethernet3/1/2 

[H3C-vlan2] vlan 3 

[H3C-vlan3] port Ethernet3/1/3 ethernet3/1/4 

[H3C-vlan3] vlan 5 

[H3C-vlan5] port ethernet3/1/5 ethernet3/1/6 

[H3C-vlan5] vlan 10 

[H3C-vlan10] subvlan 2 3 5 

[H3C-vlan10] interface vlan 10 

[H3C-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0.1.1 255.255.255.0 

[H3C-vlan2] arp proxy enable 

[H3C-vlan3] arp proxy enable 

[H3C-vlan5] arp proxy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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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Isolate-user-VLAN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solate-user-VLA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solate-user-VLAN 简介

了解 Isolate-user-VLA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solate-user-VLAN 配置任务

显示配置后 Isolate-user-VLAN 的运行情况 Isolate-user-VLAN 显示  

了解 Isolate-user-VLAN 的典型配置 Isolate-user-VLAN 典型配置举例

 

3.1  Isolate-user-VLAN 简介 

Isolate-user-VLAN 特性可实现网络中VLAN资源的节约。Isolate-user-VLAN 采用二

层VLAN结构，第一层为Isolate-user-VLAN ，第二层为Secondary vlan。如下图 3-1
所示。 

 一个 Isolate-user-VLAN 和多个 Secondary vlan 对应，Isolate-user-VLAN 包

含所对应的所有 Secondary vlaN 中包含的端口和上行端口，这样对上层交换

机来说，只需识别下层交换机中的 Isolate-user-VLAN ，而不必关心

Isolate-user-VLAN 中包含的 Secondary vlaN，简化了网络配置，节省了 VLAN

资源。 

 Isolate-user-VLAN 可实现用户二层报文的隔离，即为每个用户分配一个

Secondary VLAN，每个 Secondary vlan 中只包含该用户连接的端口和上行端

口；如果希望实现用户之间二层报文的互通，只要将这些用户连接的端口划入

同一个 Secondary VLAN 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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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VLAN)
VLAN 4

VLAN 6

VLAN 3

VLAN 2 VLAN 3

VLAN 5

Isolate-user-VLAN Isolat

(Secondary VLAN)

(Secondary VLAN) (Secondary VLA

e-user-VLAN

N)  
图3-1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示意图 

3.2  Isolate-user-VLAN 配置任务 

3.2.1  Isolate-user-VLAN 配置任务简介 

表3-1 Isolate-user-VLAN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必选 详见“3.2.2  

配置 Secondary VLAN 必选 详见“3.2.3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 必选 详见“3.2.4  

 

3.2.2  配置 Isolate-user-VLAN  

表3-2 配置 Isolate-user-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VLAN vlan vlan-id 必选 

设置 VLAN 类型为
Isolate-user-VLAN  isolate-user-vlan enable

必选 

VLAN 1 不能设为 Isolate-user-VLAN 

向 Isolate-user-VLAN 
中添加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可选 

Isolate-user-VLAN 可以包含多个端

口，包括与其它交换机相连的上行端

口。不过只能包含 Access 端口或者

Hybrid 端口，不允许有 Trunk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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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配置 Secondary VLAN 

表3-3 配置 Secondary 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VLAN 为 Secondary 
VLAN vlan vlan-id 

必选 

VLAN 1 不能设为 Secondary VLAN 

向 Secondary VLAN 中添加

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可选 

可以向每一个 Secondary VLAN 中添加

多个端口（不能为上行端口） 

 

  说明： 

 一个 Isolate-user-VLAN 最多可以和 64 个 Secondary vlan 对应； 
 系统最多允许配置 32 个 Isolate-user-VLAN ； 
 系统最多允许配置的 Secondary VLAN 总数为 1024。 
 Isolate-user-VLAN 对应的 Secondary vlan 中不能配置相同的 MAC 地址。 
 如果 VLAN 是 Isolate-user-VLAN 或 Secondary VLAN，则不允许用户配置

vlan-interface；配置了 Vlan-interface 的 VLAN，不能被配置为 Isolate-user-VLAN 
或 Secondary VLAN。 

 

3.2.4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 

表3-4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间的映射关系

isolate-user-vlan isolate-user-vlan-num 
secondary secondary-vlan-numlist 必选 

 

1.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时 

(1) 如果 Isolate-user-VLAN 内包含端口 

 对于 Hybrid 端口，如果端口的缺省的 VLAN ID 与 Isolate-user-VLAN 一致，

且端口以Untagged方式属于 Isolate-user-VLAN ，则符合该条件的所有Hybrid

端口将同时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Secondary VLAN，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

则不做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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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Access 端口，系统将端口类型设为 Hybrid 端口，设置端口缺省的 VLAN 

ID 与 Isolate-user-VLAN 一致，且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2) 如果 Secondary VLAN 内包含端口 

 对于 Hybrid 端口，如果端口的缺省的 VLAN ID 与 Secondary VLAN 一致，且

端口以 Untagged 方式属于 Secondary VLAN，则符合该条件的所有 Hybrid 口

将同时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Isolate-user-VLAN ，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

不做其他处理。 

 对于 Access 端口，系统将端口类型设为 Hybrid 口，设置端口缺省的 VLAN ID

与 Secondary VLAN 一致，且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2. 建立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映射关系后 

 Trunk 端口和 Access 端口不能加入 Isolate-user-VLAN 以及 Secondary 

VLAN； 

 Hybrid 端口可加入或者退出 Isolate-user-VLAN 以及 Secondary VLAN，但是，

加入 Isolate-user-VLAN 或 Secondary VLAN 后，Hybrid 端口不会再做配置同

步。 

  说明： 

 不能直接将 Isolate-user-VLAN /Secondary VLAN 设置为除一般 VLAN 以外其它

类型的 VLAN ，如组播 VLAN、Super/Sub VLAN、Guest VLAN 以及运行 L2VPN
业务的 VLAN 等； 

 将一般 VLAN 设为 Isolate-user-VLAN /Secondary VLAN 时，VLAN 内不能包含

Trunk 端口。 

 

3.3  Isolate-user-VLAN 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所有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solate-user-VLAN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3-5 Isolate-user-VLAN 的显示与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的映射关系 

display isolate-user-vlan 
[ isolate-user-vlan-num ]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VLAN 第 3 章  Isolate-user-VLAN 配置

 

3-5 

3.4  Isolate-user-VLAN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交换机下接 Switch B、Switch C 交换机。 

(1) Switch B 上 

VLAN 5 为 Isolate-user-VLAN，包含上行端口 Ethernet2/1/1 和两个 Secondary 
VLAN：VLAN 2 和 VLAN 3，VLAN 2 包含端口 Ethernet2/1/2，VLAN 3 包含端口

Ethernet2/1/3； 

(2) Switch C 上 

VLAN 6 为 Isolate-user-VLAN ，包含上行端口 Ethernet2/1/1 和两个 Secondary 
VLAN：VLAN 3 和 VLAN 4，VLAN 3 包含端口 Ethernet2/1/3，VLAN 4 包含端口

Ethernet2/1/4。 

从 Switch A 看，下接的 Switch B、Switch C 都只有一个 VLAN：VLAN 5 和 VLAN 6。 

2. 组网图 

E2/1/4

Sw

Switch A

E2/1/1

E2/1/3

E2/1/1

Switch B

E2/1/2

VLAN 5

VLAN 3VLAN 2
VLAN 3

itch  C
VLAN 6

VLAN 4

 
图3-2 Isolate-user-VLAN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面只列出 Switch B 和 Switch C 的配置过程。 

(1)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Isolate-user-VLAN。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5 

[H3C-vlan5] isolate-user-vlan enable 

[H3C-vlan5] port ethernet2/1/1 

# 配置 Secondary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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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5] vlan 3 

[H3C-vlan3] port ethernet2/1/3 

[H3C-vlan3] vlan 2 

[H3C-vlan2] port ethernet2/1/2 

#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 

[H3C-vlan2] quit 

[H3C] isolate-user-vlan 5 secondary 2 to 3 

(2) 配置 Switch C 

# 配置 Isolate-user-VLAN。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6 

[H3C-vlan6] isolate-user-vlan enable 

[H3C-vlan6] port ethernet2/1/1 

# 配置 Secondary VLAN。 

[H3C-vlan6] vlan 3 

[H3C-vlan3] port ethernet2/1/3 

[H3C-vlan3] vlan 4 

[H3C-vlan4] port ethernet2/1/4 

# 配置 Isolate-user-VLAN 和 Secondary VLAN 间的映射关系。 

[H3C-vlan4] quit 

[H3C] isolate-user-vlan 6 secondary 3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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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AC 地址表管理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AC 地址表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AC地址表管理简介

了解 MAC 地址表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MAC地址表管理

显示配置后 MAC 地址表的的运行情况、清除

MAC 地址表的统计信息等 MAC地址表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了解 MAC 地址表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配置地址表管理举例

配置距离 2：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MAC地址

数和转发选项配置举例

 

  说明： 

mac-address static vsi、display mac-address vsi 命令相关内容请参见

《MPLS/VPN 分册》中的“5-3 MPLS-VPLS”模块。 

 

1.1  MAC 地址表管理简介 

为了快速转发报文，交换机需要维护 MAC 地址表。MAC 地址表的表项包含了与交

换机相连的设备的 MAC 地址及与此设备相连的交换机的端口号。MAC 地址表中的

动态表项（非手工配置）是由交换机学习得来的。交换机学习 MAC 地址的方法如

下：如果从某端口（假设为端口 A）收到一个数据帧，交换机就会分析该数据帧的

源 MAC 地址（假设为 MAC-SOURCE），并认为目的 MAC 地址为 MAC-SOURCE
的报文可以由端口 A 转发；如果 MAC 地址表中已经包含 MAC-SOURCE，交换机

将对应表项进行更新，如果 MAC 地址表中尚未包含 MAC-SOURCE，交换机则将

这个新 MAC 地址（以及该 MAC 地址对应的转发端口）作为一个新的表项加入到

MAC 地址表中。 

对于目的 MAC 地址能够在 MAC 地址表中找到的报文，系统会直接使用硬件转发；

对于目的 MAC 地址不能在地址表中查到的报文，系统对报文采用广播方式进行转

发。如果广播后，报文到达了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网络设备，目的网络设备将应

答此广播报文，应答报文中包含了此设备的 MAC 地址，交换机通过地址学习将新

的 MAC 地址加入到 MAC 地址转发表中。去往同一目的 MAC 地址的后续报文，就

可以利用该新增的 MAC 地址表项直接进行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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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Address Port

MACA 1

MACB 1

MACC 2

MACD 2

MACA ……MACD

MACA ……MACD

Port 1 Port 2

 
图1-1 交换机利用 MAC 地址表转发报文 

交换机提供 MAC 地址老化的功能。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来自某网络设备的

报文，交换机就会把与此设备相关的 MAC 地址表项删除。MAC 地址老化对静态

MAC 地址表项无效。 

用户可以根据网络实际情况人工配置（添加或修改）MAC 地址表项，添加或修改的

表项可以是静态的表项或者动态的表项。 

1.2  配置 MAC 地址表管理 

MAC 地址表管理配置包括： 

 设置MAC地址表项 

 设置系统MAC地址老化时间 

 以太网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MAC地址数和转发选项配置 

 配置VLAN内最多可以学习到的MAC地址数 

 配置端口源MAC地址 

1.2.1  设置 MAC 地址表项 

管理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人工添加、修改或删除 MAC 地址表中的表项。可以删除

与某个端口相关的所有 MAC 地址表项（只能是单播地址），也可以选择删除某类

MAC 地址表项如动态表项、静态表项。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添加、修改或删除

MAC 地址表中的表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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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设置 MAC 地址表项 

操作 命令 

添加/修改地址表项 mac-address { static | dynamic }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vlan vlan-id 

删除地址表项 
undo mac-address [ static | dynamic ] [ mac-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1.2.2  设置系统 MAC 地址老化时间 

设置合适的老化时间可以有效的实现 MAC 地址老化的功能。用户设置的老化时间

过长或者过短，都可能导致交换机广播大量找不到目的 MAC 地址的数据报文，影

响交换机的运行性能。 

如果用户设置的老化时间过长，交换机可能会保存许多过时的 MAC 地址表项，从

而耗尽 MAC 地址表资源，导致交换机无法根据网络的变化更新 MAC 地址表。如果

用户设置的老化时间太短，交换机可能会删除有效的 MAC 地址表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设置系统 MAC 地址老化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 MAC 地址动态表项的老化时间 mac-address timer { aging age | no-aging }

恢复 MAC 地址老化时间的缺省值 undo mac-address timer aging 

 

此命令为系统视图命令，作用于全部端口上。地址老化只对动态的（学习到的或者

用户配置可老化的）MAC 地址表项起作用。 

一般情况下，推荐使用老化时间 age 的缺省值 300 秒。使用关键字 no-aging 时表

示对 MAC 地址表项不进行老化。 

  注意： 

动态 MAC 地址老化在其所配置的老化周期的第二个周期内完成。 

 

1.2.3  以太网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和转发选项配置 

S9500 交换机可以利用 MAC 地址学习功能获取与某端口相连的网段上各网络设备

的 MAC 地址。对于发往这些 MAC 地址的报文，交换机可以直接使用硬件转发。如

果 MAC 地址表过于庞大，可能导致交换机的转发性能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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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以太网端口最多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用户可以控制交换机维护的 MAC
地址表的表项数量。如果用户设置的值为 count，则该端口学习到的 MAC 地址条数

达到 count 时，该端口将不再对 MAC 地址进行学习。 

同时用户可以设置当超过设置的指定端口的最大 MAC 地址学习个数后，允许转发

相应的报文。 

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和交换机对报文的处理策略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3 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和转发选项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设置以太网端口可以学习到

的 MAC 最大地址数 
mac-address 
max-mac-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对于端口

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

数目没有限制 

端口学习到的 MAC 地址条数

达到最大 MAC 地址数目时，

交换机的处理策略 

mac-address 
max-mac-count enable 
{ alarm | forward }* 

缺省情况下，当超过设置的指

定端口的最大 MAC 地址学习

个数后，交换机转发源 MAC
没有被端口学习过的报文 

 

1.2.4  配置 VLAN 内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 

S9500 系列交换机可以利用 MAC 地址学习功能获取与某 VLAN 相连的网段上各网

络设备的 MAC 地址。如果 VLAN 内 MAC 地址表过于庞大，将导致交换机的转发性

能的下降。 

通过设置 VLAN 内最多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用户可以控制交换机维护的 MAC 地

址表的表项数量。如果用户设置的值为 max-mac-num，则 VLAN 内学习到的 MAC
地址条数达到 max-mac-num 时，该 VLAN 将不再对 MAC 地址进行学习。 

表1-4 VLAN 内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设置 VLAN 内最多可以学习

到的 MAC 地址数 

mac-address 
max-mac-count 
max-mac-num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 VLAN 内

的 MAC 地址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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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执行命令 mac-address max-mac-count max-mac-num 命令时，如果当前 VLAN
内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量已经超过了 max-mac-num，交换机不会删除已有 MAC
地址表项，但是也不会再学习新的 MAC 地址，直到已有表项老化后数量少于

max-mac-num。 

 

1.2.5  配置端口源 MAC 地址 

报文通过 S9500 交换机进行三层转发时，一般情况下，按照出端口所在的 VLAN 接

口的 MAC 地址作为该端口报文的源 MAC 地址。但是在某些场合，报文的出端口不

同，封装的报文源 MAC 地址也需要不同，这样对端设备能够根据报文源 MAC 地址

执行不同的转发策略。 

在设置端口源 MAC 地址后，经过 S9500 交换机三层转发的报文源 MAC 地址的最

低字节将使用端口设置的源 MAC 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 

表1-5 配置端口源 MAC 地址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设置端口源 MAC 地址 source-mac mac-address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源 MAC 地址和

VLAN 接口 MAC 地址相同 

 

  注意： 

 端口设置源 MAC 地址后，该端口所在的单板进行三层转发时，报文源 MAC 地

址最后一个字节将采用端口设置源 MAC 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封装。 
 端口设置源 MAC 地址后，该端口所在的单板进行三层转发时，源 MAC 地址封

装将采用端口的设置，无法恢复到 VLAN 模式下，即无法恢复到采用 VLAN 接口

MAC 地址进行封装的模式。 

 

1.3  MAC 地址表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AC 地址表管

理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mac-address 命令可以清除配置后的 MAC 地址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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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MAC 地址表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MAC 地址表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 mac-addr [ vlan vlan-id ] | 
[ static | dynamic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lan vlan-id ] [ count ] ] 

显示 MAC 地址表动态表项的老化时间 display mac-address aging-time 

清除 MAC 地址信息 
reset mac-address { all | dynamic | static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lan 
vlan-id } 

 

1.4  MAC 地址表管理典型配置举例 

1.4.1  配置地址表管理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交换机，配置地址表管理。要求设置交换机上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500 秒，在 VLAN10 中的 Ethernet 2/1/2 端口添加一个静态

地址 00e0-fc35-dc71。 

2. 组网图 

Internet

Switch

PC

Console Port
Net

PC

work Port

 
图1-2 地址表管理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交换机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增加一个 MAC 地址（指出所属 VLAN、端口、状态）。 

[H3C] mac-address static 00e0-fc35-dc71 interface Ethernet 2/1/2 vlan 10 

# 设置交换机上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500 秒。 

[H3C] mac-address timer aging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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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意视图下查看 MAC 地址配置。 

[H3C] display mac-address interface Ethernet 2/1/2 

MAC ADDR        VLAN ID    STATE         PORT INDEX        AGING TIME(s) 

00e0-fc35-dc71     10     Config static    Ethernet 2/1/2    NOAGING 

0600-0002-0265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000-0002-025f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e00-0002-026d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200-0002-0261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1200-0002-0271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a00-0002-0269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c00-0002-026b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400-0002-0263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1000-0002-026f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0800-0002-0267     10     Learned          Ethernet 2/1/2    AGING 

---  11 mac address(es) found on port Ethernet 2/1/2 --- 

1.4.2  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和转发选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设置 Ethernet3/1/3 最多可以学习的 MAC 地址数为 600 

 设置学习到的地址数超过 600 后，交换机将源 MAC 没有被端口学习过的报文

丢弃 

2.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H3C]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3 

# 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3/1/3 最多学习到的地址的数目设为 600。 

[H3C-Ethernet3/1/3] mac-address max-mac-count 600 

# 设置学习到的地址数超过600后，交换机将源MAC没有被端口学习过的报文丢弃。 

[H3C-Ethernet3/1/3] undo mac-address max-mac-count enable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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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静态组播 MAC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静态组播 MAC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静态组播MAC简介

了解静态组播 MAC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静态组播MAC

显示配置后静态组播 MAC 的运行情况 静态组播MAC配置显示

 

2.1  静态组播 MAC 简介 

静态组播 MAC 是为了满足静态二层组播特性提出的。当网络中的某些用户需求特

定信息时，组播信息发送者（即组播源）仅发送一次信息，借助配置的静态组播 MAC
把组播包发往指定的端口。 

  注意： 

静态组播组不支持组播组过滤。 

 

2.2  配置静态组播 MAC 

2.2.1  配置准备 

 要配置的端口和 VLAN 都存在； 

 要配置的端口在指定 VLAN 内。 

2.2.2  静态组播 MAC 配置过程 

表2-1 静态组播 MAC 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静态组播 MAC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 
interface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to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1-10> vlan vlan-id

必选 

把指定的端口加入到静

态组播 MAC 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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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端口所在 VLAN 的虚接口上不能配置 PIM 协议。 
 要配置的组播 MAC 不能和已知的协议使用的组播 MAC 相冲突。 
 要配置的端口必须是以太网端口。 
 要配置的端口不能是聚合端口。 
 要配置的组播 MAC 地址如果已经存在，则会把指定的端口加入的已经存在组播

MAC 组内,不影响组内原有的端口。 

 

2.2.3  静态组播 MAC 配置过程举例 

1. 组网需求 

实现 VLAN2 内目的 MAC 为 0100-5e01-018d 的数据包发往指定的三个端口

Ethernet2/1/1、Ethernet2/1/2、Ethernet2/1/3。 

2. 组网图 

Ethernet 2/1/1 

Ethernet 3/1/1 

Multicast

Ethernet 2/1/2

Ethernet 2/1/3

Ethernet 2/1/4

 
图2-1 静态组播 MAC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交换机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增加静态 MAC 地址组，并把多个端口加入静态 MAC 地址组 

[H3C] mac-address multicast 0100-5e01-018d interface Ethernet 2/1/1 to 

Ethernet 2/1/3 vlan 2 

2.3  静态组播 MAC 配置显示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用户配置的静态组播 MAC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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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静态组播 MAC 配置显示 

操作 命令 

查看静态组播 MAC 地址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multicast static 
[ [ mac-addr ]  vlan vla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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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GVR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GVR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GVRP简介

了解 GVR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GVRP配置

显示配置后 GVRP 的运行情况、清除 GVRP 的统计信息等 GVRP显示和调试

了解 GVRP 典型配置 GVRP典型配置举例

 

1.1  GVRP 简介 

1.1.1  GARP 协议简介 

GARP（Generic Attribute Registration Protocol，通用属性注册协议），该协议提

供了一种机制用于协助同一个交换网内的交换成员之间分发、传播和注册某种信息

（如 VLAN、组播地址等）。 

GARP 本身不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于交换机中，遵循 GARP 协议的应用实体称为

GARP 应用，目前主要的 GARP 应用为 GVRP 和 GMRP。当 GARP 应用实体存在

于交换机的某个端口上时，该端口对应于一个 GARP 应用实体。 

通过 GARP 机制，一个 GARP 成员上的配置信息会迅速传播到整个交换网。GARP
成员可以是终端工作站或网桥。GARP 成员通过声明或回收声明通知其它的 GARP
成员注册或注销自己的属性信息，并根据其它 GARP 成员的声明或回收声明注册或

注销对方的属性信息。 

GARP 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换借助于消息完成，GARP 起主要作用的消息类型有三类，

分别为 Join、Leave 和 LeaveAll。当一个 GARP 应用实体希望其它交换机注册自己

的某属性信息时，将对外发送 Join 消息。当一个 GARP 应用实体希望其它交换机注

销自己的某属性信息时，将对外发送 Leave 消息。每个 GARP 应用实体启动后，将

同时启动 LeaveAll 定时器，当超时后将对外发送 LeaveAll 消息。Join 消息与 Leave
消息配合确保消息的注销或重新注册。通过消息交互，所有待注册的属性信息可以

传播到同一交换网的所有交换机上。 

GARP 应用实体的协议数据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都是特定的组播 MAC 地址。支持

GARP 特性的交换机在接收到 GARP 应用实体的报文后，会根据其目的 MAC 地址

加以区分并交给不同的 GARP 应用（如 GVRP 或 GMRP）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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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P（以及 GMRP）在 IEEE 802.1p 标准（现已合入 IEEE 802.1D 标准）文本中

有详细的表述。H3C 系列交换机对符合 IEEE 标准的 GARP 提供完备的支持。 

GARP 配置包括：配置 GARP 定时器参数。 

  说明： 

 GARP 定时器的值将应用于所有在同一交换网内运行的 GARP 应用，包括 GVRP
和 GMRP。 

 在同一交换网内的所有交换设备的 GARP 定时器必须设置为相同的值，否则

GARP 应用将不能正常工作。 

 

1.1.2  GVRP 协议简介 

GVRP（GARP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是 GARP 的一种应用，它基于 GARP
的工作机制，维护交换机中的 VLAN 动态注册信息，并传播该信息到其它的交换机

中。所有支持 GVRP 特性的交换机能够接收来自其它交换机的 VLAN 注册信息，并

动态更新本地的 VLAN 注册信息，包括当前的 VLAN 成员、这些 VLAN 成员可以通

过哪个端口到达等。而且所有支持 GVRP 特性的交换机能够将本地的 VLAN 注册信

息向其它交换机传播，以便使同一交换网内所有支持 GVRP 特性的设备的 VLAN 信

息达成一致。GVRP 传播的 VLAN 注册信息既包括本地手工配置的静态注册信息，

也包括来自其它交换机的动态注册信息。 

GVRP 在 IEEE 802.1Q 标准文本中有详细的表述。H3C 系列交换机对符合 IEEE 标

准的 GVRP 提供完备的支持。 

GVRP 配置包括： 

 全局开启/关闭 GVRP 

 端口开启/关闭 GVRP 

 配置 GVRP 注册类型 

在上述各项配置任务中，必须先启动全局 GVRP，才能开启端口 GVRP；而 GVRP
注册类型在启动了端口 GVRP 以后才能生效。此外，GVRP 必须在 Trunk 端口上进

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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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配置端口汇聚组时，主端口的 GVRP 特性配置保持不变，从端口的 GVRP 配置

跟随主端口的配置，从端口只保留配置不运行 GVRP 协议。 
 向已经存在的端口汇聚组添加端口时，所添加端口上的 GVRP 配置跟随聚合组的

配置但不运行 GVRP 协议。 
 端口汇聚组的主端口离开汇聚组时，GVRP 特性状态在主端口和汇聚组上保持不

变；从端口离开汇聚组时，从端口的 GVRP 配置被删除。 
 配置端口汇聚组中任意端口的 GVRP 特性时，这些配置将映射到汇聚组的所有端

口上。 
 查询端口汇聚组中任意端口的 GVRP 特性配置时，返回的查询结果是对汇聚组主

端口的查询结果。 

 

1.2  GVRP 配置 

GVRP 配置包括： 

 全局开启/关闭GVRP 

 端口开启/关闭GVRP 

 配置GVRP注册类型 

 配置GARP定时器参数 

1.2.1  全局开启/关闭 GVRP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全局开启/关闭 GVRP。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全局开启/关闭 GVRP 

操作 命令 

全局开启 GVRP gvrp 

将全局 GVRP 恢复为缺省关闭状态 undo gvrp 

 

缺省情况下，全局 GVRP 处于关闭状态。 

1.2.2  端口开启/关闭 GVRP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端口开启/关闭 GVRP。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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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端口开启/关闭 GVRP 

操作 命令 

开启端口 GVRP gvrp 

将端口 GVRP 恢复为缺省关闭状态 undo gvrp 

 

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启端口 GVRP 之前，必须先开启全局 GVRP，并且开启/关闭端

口 GVRP 必须在 Trunk 端口操作。 

缺省情况下，端口 GVRP 处于关闭状态。 

1.2.3  配置 GVRP 注册类型 

GVRP 的注册类型包括：Normal、Fixed 和 Forbidden（请参考 IEEE 802.1Q）。 

 当一个端口被配置为 Normal 注册模式时，允许在该端口动态或手工创建、注

册和注销 VLAN。 

 当把一个 Trunk 端口设置为 Fixed 模式时，禁止该端口动态注册、注销 VLAN，

只传播手动配置的静态 VLAN 信息，不传播动态 VLAN 信息，也就是说被设置

为 Fixed 模式的 Trunk 口，即使允许所有 VLAN 通过，实际通过的 VLAN 也只

能是手动配置的那部分。 

 当一个端口被配置为 Forbidden 注册模式时，在该端口将注销除 VLAN1 之外

的所有 VLAN，并且禁止在该端口创建和注册任何其它 VLAN。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 GVRP 注册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 GVRP 注册类型 gvrp registration { normal | fixed | forbidden } 

将 GVRP 注册类型恢复为缺省值 undo gvrp registration 

 

缺省情况下，GVRP 注册类型为 Normal。 

1.2.4  配置 GARP 定时器参数 

GARP 的定时器包括 Hold 定时器、Join 定时器、Leave 定时器和 LeaveAll 定时器。 

GARP 应用实体在 Join 定时器超时后将对外发送 Join 消息，以使其它 GARP 应用

实体注册自己的信息。 

当一个 GARP 应用实体希望注销某属性信息时，将对外发送 Leave 消息，接收到该

消息的 GARP 应用实体启动 Leave 定时器，如果在该定时器超时之前没有再次收到

Join 消息，则注销该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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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GARP 应用实体启动后，将同时启动 LeaveAll 定时器，当该定时器超时后，

GARP 应用实体将对外发送 LeaveAll 消息，以使其它 GARP 应用实体重新注册本实

体上所有的属性信息。随后再启动 LeaveAll 定时器，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当 GARP 应用实体接收到某注册信息时，不立即对外发送 Join 消息，而是启动 Hold 
定时器，当该定时器超时后，再对外发送 Join 消息，以便在 Hold 定时器时间内收

到的所有注册信息可以放在同一帧中发送，从而节省带宽资源。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配置 Hold 定时器、Join 定时器和 Leave 定时器；在系统视

图下配置 LeaveAll 定时器。 

表1-4 配置 GARP 定时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GARP 的 Hold 定时器、Join 定时器和

Leave 定时器 garp timer { hold | join | leave } timer-value

配置 GARP 的 LeaveAll 定时器 garp timer leaveall timer-value 

将GARP的Hold定时器、Join定时器和Leave
定时器恢复为缺省值 undo garp timer { hold | join | leave } 

将 GARP 的 LeaveAll 定时器恢复为缺省值 undo garp timer leaveall 

 

缺省情况下，Hold 定时器为 10 厘秒，Join 定时器为 20 厘秒，Leave 定时器为 60
厘秒，LeaveAll 定时器为 1000 厘秒。 

需要注意的是，Join 定时器的值应大于等于 2 倍 Hold 定时器的值；Leave 定时器的

值应大于 2 倍 Join 定时器的值并小于 LeaveAll 定时器的值，同时 Join 定时器为 5
厘秒的倍数，否则系统会报错。 

各个定时器的取值范围会由于其他定时器取值的改变而改变。如果用户想要设置的

定时器的值不在当前的取值范围内，可以通过改变相关定时器的取值实现。 

 Hold 定时器取值范围的下限为 10 厘秒，上限可以通过改变 Join 定时器的取值

改变； 

 Join 定时器取值范围的下限可以通过改变 Hold 定时器的取值实现，上限可以

通过改变 Leave 定时器的取值改变； 

 Leave 定时器取值范围的下限可以通过改变 Join 定时器的取值实现，上限可以

通过改变 LeaveAll 定时器的取值改变； 

LeaveAll 定时器取值范围的下限可以通过改变 Leave 定时器的取值改变，上限为

32765 厘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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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VR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GVRP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GVRP 进行调试。 

表1-5 GVRP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GARP 的统计信息 display ga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显示 GARP 定时器参数 display garp timer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清除 GARP 统计信息 reset ga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开启 GARP 的事件调试开关 debugging garp event 

关闭 GARP 的事件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garp event 

显示 GVRP 统计信息 display gv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显示 GVRP 全局状态信息 display gvrp status 

开启GVRP的数据包或事件调试开关 debugging gvrp { packet | event} 

关闭GVRP的数据包或事件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gvrp { packet | event} 

 

1.4  GVRP 典型配置举例 

1. 配置任务 

通过配置交换机上的 GVRP 特性，使交换机 Switch A 和 Switch B 能够相互动态注

册和更新 VLAN。 

2. 配置准备 

在上述各项配置任务中，必须先启动全局 GVRP，才能开启端口 GVRP；而 GVRP
注册类型在启动了端口 GVRP 以后才能生效。此外，GVRP 必须在 Trunk 端口上进

行设置。 

3. 配置组网 

Eth3/1/1 Eth4/1/1

 
图1-1 GVRP 配置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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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思路 

 配置 Switch A。 

 配置 Switch B。 

5.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开启全局 GVRP。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gvrp  

# 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3/1/1 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H3C] interface ethernet3/1/1 

[H3C-Ethernet3/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3/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 Trunk 端口上开启 GVRP。 

[H3C-Ethernet3/1/1] gvrp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全局 GVRP。 

[H3C] gvrp 

# 将以太网端口 Ethernet4/1/1 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1 

[H3C-Ethernet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 Trunk 端口上开启 GVRP。 

[H3C-Ethernet4/1/1] gv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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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QinQ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QinQ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QinQ简介

了解 QinQ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端口的VLAN VPN特性功能

配置基于流分类的Nested VLAN

配置端口的QinQ报文TPID值可调功能

配置端口的QinQ报文TPID值可调功能

了解 QinQ 的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基于流分类的Nested VLAN配置过程举例

配置举例 2：端口的QinQ报文TPID值可调功能配置过程

举例

配置举例 3：VLAN-VPN TUNNEL典型配置举例

 

1.1  QinQ 简介 

1.1.1  原理介绍 

QinQ 是指将用户私网 VLAN Tag 封装在公网 VLAN Tag 中，使报文带着两层 VLAN 
Tag 穿越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公网）。在公网中报文只根据外层 VLAN Tag（即公

网 VLAN Tag）传播，用户的私网 VLAN Tag 被屏蔽。 

带单层 VLAN Tag 的报文结构如下所示：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0~1500B)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0~1500B)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用户VLAN TAG
(2B)

ETYPE
(2B)

DATA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0~1500B)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2B)

ETYPE
(2B)

DATA
(0~1500B)

FCS
(4B)

DA
(6B)

SA
(6B)

ETYPE(8100)
(2B)

用户VLAN TAG
(2B)

ETYPE
(2B)

DATA FCS
(4B)

 
图1-1 带用户 VLAN Tag 的报文 

带双层 VLAN Tag 的报文结构如下所示： 

DA SA Nested VLAN TAG ETY PE DATA
(6B) (6B) (2B) (2B) (2B)

User VLAN TAG ETYPE
(2B) (2B)

DA SA DATA
~1500B)

FCS
(4B)(6B) (6B) (2B) (2B) (2B) (0(2B) (2B)

DA SA DATA
(6B) (6B) (2B) (2B) (2B) (2B) (2B)
DA SA DATA

~1500B)
FCS
(4B)(6B) (6B) (2B) (2B) (2B) (0(2B) (2B)

DA SA DATA
(6B) (6B) (2B) (2B) (2B) (2B) (2B)
DA SA DATA

~1500B)
FCS
(4B)(6B) (6B) (2B) (2B) (2B) (0(2B) (2B)

DA SA ETYPE DATA
(6B) (6B) (2B) (2B) (2B) (2B) (2B)
DA SA DATA

~1500B)
FCS
(4B)(6B) (6B) (2B) (2B) (0

 
图1-2 封装了外层 VLAN Tag 的报文 

相对基于 MPLS 的二层 VPN，QinQ 具有如下特点：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的二层 VPN 隧道。 

 不需要信令协议的支持，可以通过纯静态配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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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QinQ 的实现是基于 802.1Q 协议中的 Trunk 端口概念，要求隧道上的设备都必

须支持 802.1Q 协议，所以 QinQ 只适用于小型的、以三层交换机为骨干的企业网或

小规模的城域网。 

QinQ 主要可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缓解日益紧缺的公网 VLAN ID 资源问题。 

 用户可以规划自己的私网 VLAN ID，不会导致和公网 VLAN ID 冲突。 

 为小型城域网或企业网提供一种较为简单的二层 VPN 解决方案。 

1.1.2  QinQ 的实现方式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QinQ： 

(1)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功能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功能后，当该端口接收到报文，无论报文是否带有 VLAN 
Tag，交换机都会为该报文打上本端口缺省 VLAN 的 VLAN Tag。这样，如果接收到

的是已经带有 VLAN Tag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双 Tag 的报文；如果接收到的是

Untagged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带有端口缺省 VLAN Tag 的报文。 

(2) 配置基于流分类的 Nested VLAN 

基于流分类的 Nested VLAN，即灵活 QinQ，是对 QinQ 的一种更灵活的实现。用

户可以对端口下匹配特定 ACL 流规则的报文进行如下操作： 

 设置报文的外层 VLAN Tag 

 修改报文的外层 VLAN Tag 

1.1.3  QinQ 报文的 TPID 值可调功能 

TPID（Tag Protocol Identifier，标签协议标识）是 VLAN Tag 中的一个字段，IEEE 
802.1Q 协议规定该字段的取值为 0x8100。 

IEEE 802.1Q 协议定义的以太网帧的 Tag 报文结构如下： 

DA SA Tag Frame Load

6 bytes           6 bytes     4 bytes         46 ~1500 bytes    

FCS

4 bytes

TPID User Priority CFI VLAN ID

2 bytes           3 bits         1bit               12 bits

DA SA Tag Frame Load FCS

4 bytes

TPID User Priority CFI VLAN ID

2 bytes           3 bits         1bit               12 bits

DA SA Tag Frame Load

6 bytes           6 bytes     4 bytes         46 ~1500 bytes    

FCS

4 bytes

TPID User Priority CFI VLAN ID

2 bytes           3 bits         1bit               12 bits

DA SA Tag Frame Load FCS

4 bytes

TPID User Priority CFI VLAN ID

2 bytes           3 bits         1bit               12 bits  
图1-3 以太网帧的 Tag 报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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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500 系列交换机缺省采用协议规定的 TPID 值（0x8100）。某些厂商的设备将 QinQ
报文外层 Tag 的 TPID 值设置为 0x9100 或 0x9200。为了和这些设备兼容，S9500
系列交换机提供了基于端口的 QinQ 报文 TPID 值可调功能。 

用户可以将连接公网侧的端口设置为 VLAN-VPN uplink 端口，这些端口的 TPID 值

可以由用户自行配置。VLAN-VPN Uplink 端口收到报文时会将报文外层 VLAN Tag
中的 TPID 值替换为用户设定值再进行发送，从而使发送到公网中的 QinQ 报文可以

被其他厂商的设备识别。 

1.2  配置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功能 

1.2.1  配置准备 

 端口的 GVRP、STP 或 802.1x 协议均未启动 

 端口所属的 VLAN 关闭了 IGMP Snooping 

 端口所属的 VLAN 接口上未开启 IGMP  

1.2.2  配置过程 

表1-1 配置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vlan-vpn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 VLAN VPN
特性是关闭的 

显示系统中所有端口的 VLAN 
VPN 配置信息 

display port vlan-vpn 
显示信息包括：当前的 TPID
值、VLAN-VPN 端口信息、

VLAN-VPN Uplink 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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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某端口的 GVRP、STP、NTP、802.1x、RRPP 协议中的任一个已经启动，

则不允许用户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如果端口所属的 VLAN 已经使能了 IGMP Snooping 或者端口所属的 VLAN 接口

下使能了 IGMP，则不允许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反之亦然。 
 使能了 VLAN VPN 的端口如果要加入 VLAN，此 VLAN 上不能开启 IGMP 

Snooping，其 VLAN 接口也不能开启 IGMP。 
 VLAN 内如果有端口使能了 VLAN VPN，则不允许删除此 VLAN。 
 配置 QinQ 功能后则已经配置的 ACL 可能会失效。 

 

1.3  配置基于流分类的 Nested VLAN  

1.3.1  配置准备 

 要引用的访问控制列表和子规则已经定义 

 nested-vlanid 指定的 VLAN 已经存在 

1.3.2  配置过程 

表1-2 基于流分类的 Nested VLAN 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或端口组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或 port-group index - 

下发三层流分类

规则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nested-vlan 
nested-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l2-vpn ]  

同时下发二层和

三层流分类规则

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nested-vlan 
nested-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l2-vpn ] 

对匹配 ACL 流

规则的报文设

置外层 VLAN 
Tag 

下发二层流分类

规则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nested-vlan 
nested-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estination-vlan l2-vpn ]  

Nested-vlanid
必须是已存在

的 VLAN，否

则报文将因找

不到出口而被

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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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下发三层流分类

规则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modified-vlan modified-vlanid  

同时下发二层和

三层流分类规则

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modified-vlan 
modified-vlanid  

对匹配 ACL 流

规则的报文修

改外层 VLAN 
Tag 

下发二层流分类

规则的命令形式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modified-vlan modified-vlanid 

该命令修改的

是报文 外层

的 VLAN Tag

 

  注意： 

目前只有 LSB1GP24D、LSB1GT24D、LSB1GV48D 单板支持 traffic-redirect 
{ nested-vlan | modified-vlan } 命令。 

 

1.4  配置端口的 QinQ 报文 TPID 值可调功能 

1.4.1  配置准备 

由于 VLAN-VPN Uplink 端口通常与 VLAN VPN 端口配合使用，因此配置前请确认，

要使能 VLAN-VPN Uplink 端口满足条件：端口上未使能 VLAN VPN。 

1.4.2  配置过程 

表1-3 配置 QinQ 报文的 TPID 值可调功能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端口采用的 TPID 值 vlan-vpn tpid value 

value 取值范围是 1~0xFFFF，缺
省值为 0x8100 

请不要设置可能引起冲突的

TPID 值，比如已知的协议类型 

TPID 值只能在 VLAN-VPN 
Uplink 出口被更改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将端口设置为 VLAN-VPN 
uplink 端口 vlan-vpn uplink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VLAN-VPN 

Uplink 特性是关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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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显示系统中所有端口的 VLAN 
VPN 配置信息 

display port vlan-vpn 
显示信息包括：当前的 TPID 值、

VLAN-VPN 端口信息、

VLAN-VPN Uplink 端口信息 

 

  注意： 

 LSB1XP4 以及 LSB1TGX1 型单板目前不支持该命令。 
 vlan-vpn uplink enable 命令和 vlan-vpn enable 命令互斥，即端口执行了

vlan-vpn enable 就不能执行 vlan-vpn uplink enable，反之亦然。 

 

1.5  配置 VLAN-VPN TUNNEL 

1.5.1  VLAN-VPN TUNNEL 简介 

VLAN-VPN TUNNEL 功能主要是实现在不同地域的用户网络，通过运营商网络内指

定的 VLAN VPN 进行 BPDU 报文的透明传输。 

如图 1-4中上面为运营商网络，下面为用户网络。其中运营商网络包括报文输入输

出设备，用户网络分别为用户网络A和用户网络B两个部分。通过在运营商网络两端

报文输入输出设备上的配置，在一端将BPDU报文的目的MAC地址格式替换成为特

殊格式的MAC地址，在另一端还原为目的MAC地址格式，从而使报文在运营商网络

中实现了透明传输。 

Packet ingress/egress 
device

P
d

Operator’s Networ

Users   Network

ack et ingres s/egress 
evice

k

Network

Network A Network B

 
图1-4 VLAN-VPN TUNNEL 网络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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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VLAN-VPN TUNNEL 配置 

VLAN-VPN TUNNEL 的主要配置包括： 

表1-4 VLAN-VPN TUNNEL 的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系统 VLAN-VPN TUNNEL
功能 vlan-vpn tunnel 必选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启动以太网端口 VLAN VPN 功能 vlan-vpn enable 
必选 

端口 VLAN VPN 特性是关闭的

 

1.6  QinQ 典型配置举例 

1.6.1  基于流分类的 Nested VLAN 配置过程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5所示的组网环境中，S9512 上主要包括两种业务：一种是普通用户上

网，另一种是组播视频点播，灵活QinQ根据DSLAM（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ccess Multiplexer，数字用户线接入复接器）上送报文的Tag标记，在外层封

装不同的Tag来区分这两种业务 

 VLAN 100～512 属于家庭上网用户，对于这个 VLAN 范围内的报文，S9512

需要再封装一层 VLAN 1000 的外层 Tag，交给 BRAS 处理 

 VLAN 600 是组播 VLAN，S9512 如果收到带 VLAN 600 的 Tag 报文，则不作

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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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9512

组播服务器

视频点播

VLAN 600
VLAN 1000

VLAN  1000/600

BRAS 路由器

家庭上网
VLAN 100-512

Gigabit E thernet4/1 /1

Gigabi tE thernet 4/1/2 

 
图1-5 灵活 QinQ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VLAN 600 使能 igmp-snooping。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600 

[H3C-vlan600] igmp-snooping enable  

[H3C-vlan600]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 4/1/2 配置为 Hybrid 端口，配置 VLAN 1000 为

Untagged，VLAN 600 为 Tagged。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2 

[H3C-GigabitEthernet4/1/2] port link-type hybrid 

[H3C-GigabitEthernet4/1/2] port hybrid vlan 600 tagged 

[H3C-GigabitEthernet4/1/2] port hybrid vlan 1000 untagged 

[H3C-GigabitEthernet4/1/2] quit 

# 配置流模板。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s-tag-vlan 

[H3C-GigabitEthernet4/1/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H3C-GigabitEthernet4/1/2] quit 

# 配置灵活 QinQ，对于 Tag 是 100～512 的报文，从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 4/1/1
出去时打上 1000 的外层 Tag。 

[H3C] acl number 4000 

[H3C-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s-tag-vlan 100 to 512  

[H3C-GigabitEthernet4/1/2]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nested-vlan 1000 

[H3C-GigabitEthernet4/1/2] vlan filter disable 

[H3C-GigabitEthernet4/1/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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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ort)

d  TPID  is 0x9100)

d TPID  is 0x9100)

AN-VPN upl ink por t)

 VPN port)

AN VPN  uplink por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 4/1/1为 Trunk 端口，允许 VLAN 1000和 VLAN 600
通过。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H3C-GigabitEthernet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600 1000 

1.6.2  端口的 QinQ 报文 TPID 值可调功能配置过程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C 为 S9500 路由交换机，Switch B 为其他厂商的交换机（假

设采用的 TPID 值为 0x9100） 

 Switch A和Switch C的端口GigabitEthernet2/1/1分别与两侧的用户网络相连 

 Switch B 只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 

 要求Switch A和Switch C所连接的用户网络之间能够互通非VLAN 10的报文 

2. 组网图 

Swi tch A

Switch C

Swi tch B

GE2/1/1 (access VLAN 10, VLAN VP

GE3/1/1 (trunk permi t VLAN 10 an

GE3/1/2 (trunk permi t VLAN 10 an

GE2/1/2 (trunk permit VLAN 10, VL

GE2/1/1 (access VLAN 10, VLAN

GE2/1/2  ( trunk permit VLAN 10, VL

 
图1-6 配置端口的 QinQ 报文 TPID 值可调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Switch C。由于 Switch A 和 Switch C 的配置完全相同，以下

仅以 Switch A 上的配置为例 

# 配置 Switch A 上 VLAN-VPN uplink 端口的 TPID 值为 0x9100。 

<SwitchA>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A]vlan-vpn tpid 9100  

[SwitchA]vlan 10 

[SwitchA-vlan10]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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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2/1/2 为 VLAN-VPN Uplink 端口，端口属于

VLAN 10。 

[SwitchA]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2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2]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2]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2]vlan-vpn uplink enable 

# 配置 Switch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为 VLAN VPN 端口，端口属于 VLAN 
10。 

[SwitchA]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1]port access vlan 10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1]vlan-vpn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2/1/1]quit 

(2) 配置 Switch B 

由于 Switch B 为其他厂商的设备，此处只介绍一下配置要求：将 Switch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和 GigabitEthernet3/1/3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都属于 VLAN 
10。 

  说明： 

报文从 Switch A=>Switch C 的转发过程如下： 
 来自用户私网侧的报文进入 Switch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后，由于此端

口为 VLAN VPN 端口，报文外层被打上了端口缺省的 VLAN Tag（VLAN ID 为

10），然后转发至 GigabitEthernet2/1/2。 
 由于 GigabitEthernet2/1/2 为 VLAN-VPN uplink 端口，交换机将报文外层 VLAN 

Tag 中的 TPID 值改为用户设定值 0x9100，然后发送到公网网络。 
 报文进入公网中 Switch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3/1/2。Switch B 将该报文在

VLAN 10 内转发，发送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报文从 Switch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发送到另一侧的用户网络，进入

Switch C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2/1/2。Switch C 将该报文在 VLAN 10 内转发，

发送至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由于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 为 Access 端

口，交换机去掉报文的外层 VLAN Tag，恢复原来的报文。 
反方向的转发过程相同。 

 

4. 配置验证 

配置完成以后，如果 Switch A 和 Switch C 所连接的用户网络彼此能够收到对端发

来的数据包，则说明配置成功。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QinQ 第 1 章  QinQ 配置

 

1-11 

Switch B

Switch C Sw itch D

/1/3

E 3/1 /1 VLAN20

VLAN10E0/1

1.6.3  VLAN-VPN TUNNEL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9500 系列交换机作为运营商网络接入设备，即组网图中的 Switch C、Switch 

D； 

 S2000 系列交换机为用户网络接入设备，即组网图中的 Switch A、Switch B； 

 Switch C 与 Switch D 设备之间通过 Trunk 端口实现连接，通过配置使能

VLAN-VPN TUNNEL 功能，从而使用户网络与运营商网络之间实现透明传输。 

2. 组网图 

Sw itch A

E 4/1/3 E 3

E 4/1/1 VLAN20

VLAN10E0/1

 
图1-7 VLAN-VPN TUNNEL 的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Switch A 的配置 

# 启动 MSTP。 

[H3C] stp enable 

# 将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允许 VLAN 10 通过。 

[H3C] vlan 10 

[H3C-Ethernet0/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2) Switch B 的配置 

# 启动 MSTP。 

[H3C] stp enable 

# 将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容许 VLAN 10 通过。 

[H3C] vlan 10 

[H3C-Ethernet0/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0/1]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3) Switch C 的配置 

# 启动 MSTP。 

[H3C] st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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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VLAN-VPN TUNNEL。 

[H3C] vlan-vpn tunnel 

# 将 Ethernet4/1/1 加入 VLAN 20。 

[H3C] vlan 20 

[H3C-Vlan20] port Ethernet4/1/1 

[H3C-Vlan20] quit 

# 关闭 Ethernet4/1/1 的 STP 协议并打开 VLAN-VPN。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1 

[H3C-Ethernet4/1/1] stp disable 

[H3C-Ethernet4/1/1] vlan-vpn enable 

[H3C-Ethernet4/1/1] quit 

# 将 Ethernet4/1/3 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并把该端口加入到所有的 VLAN。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3 

[H3C-Ethernet4/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4/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4) Switch D 的配置 

# 启动 MSTP。 

[H3C] stp enable 

# 启动 VLAN-VPN TUNNEL。 

[H3C] vlan-vpn tunnel 

# 将 Ethernet3/1/1 加入 VLAN 20。 

[H3C] vlan 20 

[H3C-Vlan20] port Ethernet3/1/1 

[H3C-Vlan20] quit 

# 关闭 Ethernet3/1/1 的 STP 协议并打开 VLAN-VPN。 

[H3C] interface Ethernet3/1/1 

[H3C-Ethernet3/1/1] stp disable 

[H3C-Ethernet3/1/1] vlan-vpn enable 

[H3C-Ethernet3/1/1] quit 

# 将 Ethernet3/1/3 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并把该端口加入到所有的 VLAN。 

[H3C] interface Ethernet3/1/3 

[H3C-Ethernet3/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3/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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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能 VLAN-VPN TUNNEL 的设备上一定要启动 STP 协议；否则客户网络的

BPDU 进入交换机后，无法透传； 
 使能 VLAN-VPN 的端口要配置为 Access 端口；中间运营商网络要配置为 Trunk
链路； 

 在使能了 DOT1X，GVRP，STP，NTDP，GMRP 协议的端口上不能配置

VLAN-VP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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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功能简介

了解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的配置任务及配置

过程 配置环路监测功能

显示配置后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的运行情况 环路监测功能显示

 

1.1  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功能简介 

使用以下的配置任务可以开启端口环路监测功能、配置使能环路监测的 VLAN（最

多配置 800 个 VLAN 使能）及设置定时监测端口外部环路情况的时间间隔，以便定

时监测各个端口是否存在环路。如果发现某端口存在环路，交换机将会进行 Trap 告

警并根据用户配置决定是否将存在环路端口 Shutdown。 

  注意： 

以太网端口环路监测功能与 STP 功能互斥。 

 

1.2  配置环路监测功能 

表1-1 配置环路监测功能表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开启全局环路监测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enable 必选 

开启某 VLAN 下的环路监测

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enable 
vlan { vlanlist | all } 

必选（需全局环路监测功能开

启） 

设置定时监测端口外部环路

情况的时间间隔 
loopback-detection 
interval-time time 

可选（需全局环路监测功能开

启）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开启端口环路监测受控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control 可选（需全局环路监测功能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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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排除端口环路监测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disable 可选（需全局环路监测功能开

启） 

显示端口环路监测信息 display loopback-detection 可在任意视图下查看 

 

1.3  环路监测功能显示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环路监测功能的配置信息及监测结果等信

息。 

表1-2 环路监测功能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端口环路监测信息 display loopback-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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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LD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DLD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DLDP简介

了解 DLD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DLDP配置

DLDP 的配置举例 DLDP综合组网案例

 

1.1  DLDP 简介 

在实际组网中有时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单向链路（如图 1-1、图 1-2所示）。

所谓单向链路是指：本端设备可以通过链路层收到对端设备发送的报文，但对端设

备不能收到本端设备的报文。单向链路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比如生成树拓扑环路等。 

DLDP（Device Link Detection Protocol，设备链路监测协议）协议可以监控链路状

态。如果发现单向链路存在，DLDP 协议会根据用户配置，自动关闭或通知用户手

工关闭相关端口，以防止网络问题的发生。 

Switch A

GigabitEthernet2/1/3 

PC

Sw

GigabitEthernet2/1/3 

itchB

GigabitEthernet2/1/4

GigabitEthernet2/1/4

 
图1-1 组网中光纤交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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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hB

GigabitEthernet2/1/4

GigabitEthernet2/1/4

Switch A

GigabitEthernet2/1/3 

PC

Sw

GigabitEthernet2/1/3 

 
图1-2 组网中光纤正确连接/一端未接 

DLDP 协议有如下特点： 

 DLDP 是链路层协议，它与物理层协议协同工作来监控设备的链路状态。 

 物理层的自动协商机制进行物理信号和故障的检测；DLDP 进行对端设备的识

别、单向链路的识别和关闭不可达端口等工作。 

 当使能物理层自动协商机制和 DLDP 后，二者协同工作，可以检测和关闭物理

和逻辑的单向连接，并阻止其他协议（如：STP 协议）的失效。 

 如果两端链路在物理层都能独立正常工作，DLDP 会在链路层检测这些链路是

否正确连接、两端是否可以正确的交互报文。这种检测不能通过物理层自动协

商机制实现。 

 在 DLDP 检测到单通自动 DOWN 端口后，如果链路恢复双向导通，则系统可

以自动将端口置为 UP 状态。 

  说明： 

请不要将 DLDP 端口配置为环回端口。 

 

1.1.1  DLDP 工作原理 

1. DLDP 协议状态 

DLDP 协议有六种状态：Initial（初始化）、Inactive（未连通）、Active（活动）、

Advertisement（通告）、Probe（探测）和 Disable（单通）状态。 

表1-1 DLDP 协议状态 

状态 说明 

Initial DLDP 协议未使能时的初始化状态 

Inactive DLDP 协议已使能，但是链路 Down 时所处的状态 

Active DLDP 协议已使能且链路 Up，或者清空邻居表项后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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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Advertisement 所有邻居双向连通或者处于 Active 状态超过 5 秒后进入的状态，这是一种

没有发现单向链路时的比较稳定的状态 

Probe 发送探测报文检测链路是否为单向链路。该状态启动 Probe 发送定时器，

为每个需要探测的邻居启动一个 Echo 等待定时器 

Disable DLDP 协议检测到单向链路，或在加强模式下邻居消失情况下的状态。 

 

2. DLDP 中的定时器 

DLDP 协议工作过程中需要用到如下定时器： 

表1-2 DLDP 协议中的定时器 

定时器 说明 

Advertisement 发送定时器
发送 Advertisement 报文的时间间隔，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配置

默认状态下，Advertisement 发送定时器的时间间隔为 5 秒 

Probe 发送定时器 Probe 发送定时器的时间间隔为 1 秒，在 Probe 状态下每秒发送

2 个 Probe 报文 

Echo 等待定时器 

DLDP 状态切换到 Probe 时启用，超时时间为 10 秒 

如果 Echo 等待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来自此邻居应答本端的

Echo 报文，则将本端状态置为单通，并将状态机转到 Disable
状态，输出日志和跟踪信息，发送 Disable 报文，并根据用户配

置的 DLDP Down 模式，手动或者自动关闭掉本端端口。同时删

除该邻居表项 

Entry 老化定时器 

每个新邻居加入时都要建立邻居表项，并启用相应的 Entry 老化

定时器 

每次收到邻居报文时都会刷新邻居表项，并更新相应的 Entry 老

化定时器 

普通模式下：如果 Entry 老化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邻居发来的

报文，则发送带有 RSY 标记的 Advertisement 报文，同时删除

该邻居表项 

加强模式下：如果 Entry 老化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邻居发来的

报文，则启用加强定时器 

Entry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间隔是 Advertisement 定时器的 3 倍 

加强定时器 

在加强模式下：当 Entry 老化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邻居发来的

报文，则对该邻居启用加强定时器。加强定时器的超时时间为

10 秒 

加强定时器起用后，每秒向相应的邻居发送 2 个 Probe 报文，连

续发送 8 个 

如果加强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来自邻居应答本端的 Echo 报文，

则将此本端状态置为单通，并将状态机转到 Disable 状态，输出

日志和跟踪信息，发送 Disable 报文，并根据用户配置的 DLDP 
Down 模式，手动或者自动关闭掉本端端口。同时删除该邻居表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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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说明 

恢复探测定时器 时间间隔为 2 秒。处在 Disable 状态下的端口每 2 秒发送一个

RecoverProbe 报文，用于检测单向链路是否恢复 

 

3. DLDP 协议工作模式 

DLDP 协议有两种工作模式：普通模式、加强模式。 

表1-3 DLDP 协议工作模式与邻居表项老化 

DLDP 协议工作模式 老化邻居表时主动

探测邻居是否存在

老化邻居表时，启用

Entry 老化定时器 
Entry 老化定时器超时

时，启用加强定时器 

普通模式 不进行主动探测 
是（Entry 老化定时器

超时后，直接老化该

邻居表项） 
否 

加强模式 进行主动探测 
是（Entry 老化定时器

超时后，启用加强定

时器） 

是（加强定时器超时后，

将本端状态置为单通，并

老化该邻居表项） 

 

4. DLDP 工作过程 

(1) 如果使能了 DLDP 的端口链路状态为 Up，DLDP 会向对端发送 DLDP 报文，

同时分析处理对端设备发送过来的 DLDP 报文。DLDP 处在不同的状态时发送

的报文类型不同。 

表1-4 DLDP 发送报文类型 

DLDP 状态 发送报文类型 

Active Advertisement 报文（带有 RSY 标记）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报文 

Probe Probe 报文 

Disable 自动恢复探测报文 

 

(2) DLDP 对接收到的报文进行如下分析和处理： 

 在认证模式下，对报文进行认证。如果报文通不过认证，DLDP 丢弃该报文。 

 对 DLDP 报文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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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收到的 DLDP 报文处理过程 

收到报文类型 处理过程 

如果本机上没有该邻居表项，则建立该邻居表项，启

动此表项的 Entry 老化定时器，并把 DLDP 状态切换

到 Probe 状态 Advertiseme
nt 报文 取出邻居信息 

如果本机上存在该邻居表项，则刷新此表项的 Entry
老化定时器 

Flush 报文 删除本机上该邻居表项 

如果本机上没有该邻居，则建立该邻居表 

Probe 报文 
向对端发送包含邻居

信息和自己信息的

Echo 报文 
如果本机上有该邻居的表项，则刷新此表项的 Entry
老化定时器 

否 丢弃该 Echo 报文 

不同 丢弃该 Echo 报文 

将该邻居标志位置为双向连通 
Echo 报文 

检查本机状

态是否为

Probe 状态 是 

检查报文

中携带的

邻居信息

是否和本

机相同 
相同

如果所有邻居状态都为双向连

通，则 DLDP 状态由 Probe 切换

为 Advertisement，同时将 Echo
定时器置为 0 

Disable 报文 迁移到 Disable 状态 

否 丢弃该报文 LinkDown 报

文 
检查是否工作在

加强模式下 
是 迁移到 Disable 状态 

否 丢弃该报文 
RecoverProb
e 报文 

检查本机状态是

否为 Disable 或
Advertisement
状态 是 发送 RecoverEcho 报文 

否 丢弃该报文 

不同 丢弃该报文 RecoverEcho
报文 

检查本机状态是

否为 Disable 状

态 是 

检查报文

中携带的

邻居信息

是否和本

机相同 
相同 重置端口的 DLDP 状态 

 

(3) 如果 DLDP 没有收到邻居的 Echo 应答报文，会做如下处理： 

表1-6 未收到邻居 Echo 应答报文时的处理 

未收到邻居 Echo 报文 处理过程 

普通模式下，Echo 等待定时器超时还未

收到 

加强模式下，加强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

将 DLDP 状态转到 Disable，输出日志和跟踪信息，

向邻居发送 Disable 报文，并根据用户配置的 DLDP 
Down 模式，手动或者自动关闭掉本端端口。发送

RSY 信息，同时删除该邻居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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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DLDP 配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链路未连通的情况下 DLDP 不起作用。 

 为确保检测出单向链路，要保证两端设备的 DLDP 处于使能状态、DLDP 

Advertisement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相等、认证方式和密码相同。 

 DLDP Advertisement 报文的时间间隔是可调整的，以便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

使 DLDP 在链路失效时快速响应。此时间间隔应该小于 STP 收敛时间的三分

之一。如果设定的时间太长，DLDP 协议在没有关闭单向链路的情况下已出现

STP 环路。如果设定的时间太短，会增加网络的流量，减少端口的带宽。 

 DLDP 不处理任何 LACP 事件，DLDP 将端口聚合组中的每条链路视为独立的

链路进行处理。 

 只能在以太网端口上配置 DLDP 功能。 

 XP4 单板、TGX1 单板不支持 DLDP 功能。 

1.2  DLDP 配置 

1.2.1  DLDP 基本配置任务 

DLDP 的配置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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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DLDP 基本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使能 DLDP 协议 dldp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DLDP 功能处于

关闭状态 

设置与对方端口间的认证模

式、认证口令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 none | simple password | 
md5 password } 

可选 

缺省情况下，认证方式为不认

证 

设置发送 DLDP 报文的时间

间隔 dldp interval integer 
可选 

缺省值为 5 秒 

设置发现单向链路后的操作

模式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 auto | manual } 

可选 

缺省情况下，发现单向链路后

的操作模式为 auto 

设置 DLDP 协议的工作模式 dldp work-mode { enhance 
| normal } 

可选 

缺省情况下，DLDP 协议工作

在普通模式 

显示使能 DLDP 协议的端口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dldp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注意： 

只有本端端口与对方端口设置同样的认证模式和认证口令的情况下，DLDP 协议才

能正常工作。 

 

1.2.2  DLDP 重置配置任务 

  说明： 

 重置 DLDP 状态的前提是：DLDP 探测到单向链路，将端口 DLDP Down 掉后，

可以通过重置命令使端口状态恢复，重新进行 DLDP 探测。 
 端口被 DLDP Down 的情况下，使用 display interface 命令查看端口状态时，

显示是端口状态是 DLDP DOWN，但端口的指示灯是亮的。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DLDP 第 1 章  DLDP 配置

 

1-8 

表1-8 DLDP 状态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重置系统 DLDP 状态 dldp reset 

进入以太网

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重置百兆口

DLDP 状态 [H3C-EthernetX/1/X] dldp reset 

重置
DLD
P 状

态 
重置端口

DLDP 状

态 
重置千兆口

DLDP 状态 [H3C-GigabitEthernetX/1/X] dldp reset 

可选 

重置系统

DLDP 状态/
端口 DLDP
状态 

 

  注意： 

重置 DLDP 功能只适用于处于 DLDP Down 状态的端口。 

 

1.3  DLDP 综合组网案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3，图 1-4所示：给出一个由两台交换机对接组成的网络，在连接中可能出现

的情况： 

 两台交换机通过两对光纤相连； 

 图 1-3中交叉的光纤代表光纤接反的情况，图 1-4中空心线表示正确连接或者

未连接情况； 

 两台交换机均支持 DLDP； 

 希望通过 DLDP 协议检测出单向链路（两台交换机间光纤的不正确连接—-一

端光纤未接通或光纤交叉连接），并通自动断开单向链路； 

 假设SwitchA与SwitchB间出现了光纤接反现象，DLDP协议断开单向链路后，

网管人员已纠正了光纤接反问题，此时希望恢复被DLDP协议Down掉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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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hB

GigabitEthernet2/1/4

GigabitEthernet2/1/4

2. 组网图 

Switch A

GigabitEthernet2/1/3 

PC

Sw

GigabitEthernet2/1/3 

 
图1-3 组网中光纤交叉连接 

Switch A

itchB

GigabitEthernet2/1/4

GigabitEthernet2/1/4GigabitEthernet2/1/3 

PC

Sw

GigabitEthernet2/1/3 

 
图1-4 组网中光纤正确连接/一端未接 

3. 配置步骤 

(1) SwitchA 上的配置 

# 配置端口工作在强制全双工模式。 

<H3CA> system-view 

[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3 

[H3CA-GigabitEthernet2/1/3] duplex full 

[H3CA-GigabitEthernet2/1/3] speed 1000 

[H3CA-GigabitEthernet2/1/3] quit 

[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4 

[H3CA-GigabitEthernet2/1/4] duplex full 

[H3CA-GigabitEthernet2/1/4] speed 1000 

[H3CA-GigabitEthernet2/1/4]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2/1/3、GigabitEthernet2/1/4 上上使能 DLDP 功能。 

[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3 

[H3CA-GigabitEthernet2/1/3] dldp enable 

[H3CA-GigabitEthernet2/1/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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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4 

[H3CA-GigabitEthernet2/1/4] dldp enable 

# 设置发送 DLDP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5 秒。 

[H3CA-GigabitEthernet2/1/4] quit  

[H3CA] dldp interval 15 

# 配置 DLDP 协议的工作模式为加强模式。 

[H3CA] dldp work-mode enhance 

# 配置 DLDP 单向链路操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H3CA]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auto 

(2) SwitchB 上的配置 

# 配置端口工作在强制全双工模式。 

<H3CB> system-view 

[H3C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3 

[H3CB-GigabitEthernet2/1/3] duplex full 

[H3CB-GigabitEthernet2/1/3] speed 1000 

[H3CB-GigabitEthernet2/1/3] quit 

[H3C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4 

[H3CB-GigabitEthernet2/1/4] duplex full 

[H3CB-GigabitEthernet2/1/4] speed 1000 

[H3CB-GigabitEthernet2/1/4]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2/1/3、GigabitEthernet2/1/4 上上使能 DLDP 功能。 

[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3 

[H3CA-GigabitEthernet2/1/3] dldp enable 

[H3CA-GigabitEthernet2/1/3] quit 

[H3C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4 

[H3CA-GigabitEthernet2/1/4] dldp enable 

# 设置发送 DLDP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5 秒。 

[H3CA-GigabitEthernet2/1/4] quit  

[H3CB] dldp interval 15 

# 配置 DLDP 协议的工作模式为加强模式。 

[H3CB] dldp work-mode enhance 

# 设置 DLDP 单向链路操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H3CB]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auto 

# SwitchB 上查看 DLDP 状态。 

[H3CB] display d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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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交换机上光纤连接正确，会显示与邻居间的连接为双向链路；若交换机上光纤连

接不正确，则显示与邻居间的连接为单向链路。 

  说明： 

 要使用 DLDP 协议检测“一端光纤未接通”情况，必须配置端口工作在强制全双

工模式。 
 若端口模式配置为强制全双工模式，启动 DLDP 协议后若一端光纤未接，此时

DLDP 协议认为链路处于单通状态。 
 若端口处于非强制全双工模式，此时若一端光纤未接，即使启用了 DLDP 协议但

该协议也不起作用，认为端口处于 Down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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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以太网 OAM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以太网 OAM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Ethernet OAM简介

了解以太网 OAM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OAM配置

显示配置后 OAM 的运行情况、清除太网 OAM 报文和一般链

路事件的统计信息等 OAM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OAM配置举例

 

1.1  Ethernet OAM 简介 

OAM（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操作管理和维护）作为一个

二层协议，是监控和解决网络问题的工具。它能够在数据链路层报告网络的状态，

使网络管理员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网络。目前，OAM 主要解决最后一公里 Ethernet
设备的 OAM 问题，包括链路性能监测、故障侦测和告警、环路测试、远程 MIB 变

量请求。 

OAM 作为一种以太网设备互操作、互维护的通用机制，其基本操作包括建立 OAM
连接、链路监控、远端故障诊断、远程环回和远程 MIB 变量请求。 

  说明： 

OAM定义的单通事件和远程环回必须有特定的单板支持，其支持的单板如下表 1-1。 

 

表1-1 支持 OAM 特性的单板列表 

单板名称 单板描述 是否支持单通事件 
（单通时成功发包率） 

是否支持

远程环回

LSB1GP12 12 端口千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 否 

LSB1GT12 12 端口千兆以太网电接口板 否 是 

LSB1GT24 24 端口千兆以太网电接口板 否 是 

LSB1GP24 24 端口千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 否 

LSB1GV48 48 端口千兆以太网电接口板-1:4-POE 否 是 

LSB1GP48 48 端口千兆以太网光接口板-1:4 是（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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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名称 单板描述 是否支持单通事件 
（单通时成功发包率） 

是否支持

远程环回

LSB1XK1 1 端口万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00%） 否 

LSB1XP2 2 端口万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00%） 否 

LSB1XP4L 4 端口万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00%） 否 

LSB1AHP4G 2 端口 OC-3-ATM ＋ 2 端口

OC-3/12-ATM + 8 端口千兆光口板 是（1%） 否 

LSB1CLP4G 4 端口通道化 OC-3-POS + 4 端口千兆

光口板 是（1%） 否 

LSB1ET32G 32 端口通道化 E1/T1 电口 + 4 端口千

兆光口板 是（1%） 否 

LSB1F32G 32 端口百兆以太网电接口及 4 端口千

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 否 

LSB1P4G8 4 端口 OC-3c POS 光接口及 8 端口千

兆光接口板 是（1%） 否 

LSB1GT8P 8端口千兆电口 + 4端口千兆光口板(B) 是（1%） 是 

LSB1FW8 Firewall 板-带 8 个千兆光口 是（1%） 否 

LSB1IPSEC8 IPSec 板-带 8 个千兆光口 是（1%） 否 

LSB1XP4 4 端口万兆以太网光接口板-1:2 否 否 

LSB1FP20 20 端口百兆以太网光接口板 是（100%） 否 

 

1.1.1  建立 OAM 连接 

OAM 连接在 OAM Discovery 阶段进行。通过建立 OAM 连接，相连的设备可以交换

各自的 OAM 配置信息，宣告本地节点支持的 OAM 具体能力。 

设备可以选择主动（Active）模式与被动（Passive）模式来进行OAM的连接，主动

模式和被动模式下的DTE( Data Terminating Entity，数据终端实体)的处理能力见下

表 1-2。 

表1-2 主动模式 DTE 与被动模式 DTE 的处理能力比较 

处理能力 主动模式 DTE 被动模式 DTE

初始化 OAM Discovery 过程 可以 不可以 

对 OAM Discovery 初始化过程的响应 可以 可以 

需要发送 Information OAMPDU 可以 可以 

允许发送事件通知 PDU 可以 可以 

发送 Loopback OAMPDU 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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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 主动模式 DTE 被动模式 DTE

发送不携带 TLV 的 Information OAMPDU 可以 可以 

允许发送变量请求 OAMPDU 可以 不可以 

允许发送变量响应的 OAMPDU 可以，但需要对端 DTE
也处于主动模式下 可以 

允许发送环路控制的 OAMPDU 可以 不可以 

对环路控制 OAMPDU 的响应 可以，但需要对端 DTE
也处于主动模式下 可以 

允许发送组织指定的 OAMPDU 可以 可以 

 

如果两端的 OAM 配置是匹配的，那么将在链路层开始 OAM 操作。 

1.1.2  链路监控 

链路监控被用于各种环境下检测和发现链路层的故障。链路监控使用事件通知

PDU，当链路故障发生时，本地链路监控到故障后通过事件的方式通知远端的 OAM
实体，标准的一般链路事件定义如下： 

表1-3 标准的一般链路事件 

标准的一般链路事件 定义 

错误信号事件 单位时间内的错误信号超过定义的阈值 

错误帧事件 单位时间内的错误帧数超过定义的阈值 

错误帧周期事件 指定帧数 N 为周期，在收到 N 个最小帧的周期内错误帧数超过定义

的阈值 

错误帧秒数事件 指定 M 秒数下有错误的秒数超过了定义的阈值 

 

802.3 ah 不保证所有的 OAMPDU (OAM Protocol Data Units，OAM 协议报文)都能

够传送成功，事件通知 OAMPDU 应该传送多次以减少丢失的可能性，同时使用一

个计数序列来标识传送的 OAMPDU。 

1.1.3  远端故障诊断 

Ethernet 的故障诊断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网络物理通信没有中断而网络性能缓慢

下降的情况，OAMPDU 定义了一个标志(Flag)允许 OAM 实体把该信息传送给对端，

该标志定义了 OAM 支持的紧急链路事件，目前支持的紧急链路事件定义如下： 

单通事件(Link Fault)：当本端收方向出现故障，发送方向正常，本端出现单通事件，

应该每秒种发送一次 OAM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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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远程环回 

本地的 OAM 实体可以向对端 OAM 实体发送远程环回 OAMPDU 来要求对方进行环

路，该功能可以为故障排除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环路模式下，除了 OAMPDU 报文和暂停报文以外，每个报文都将按照原路返回。

定期地进行环路检测可以保证现有链路的畅通；同时可以通过分阶段的环路检测来

帮助定位故障发生的具体区域。 

1.1.5  远程 MIB 变量请求 

本地的OAM实体可以向对端OAM实体发送远程MIB变量请求OAMPDU来要求对

端把当前的 MIB 变量告知本地端，该功能可以定时监控远端端口的链路状况。 

1.1.6  OAMPDU 

各种 OAMPDU 的具体格式如下。 

 
图1-1 OAMPDU 的具体格式 

本文主要介绍以下几种报文： 

1. Information OAMPDU 

Information OAMPDU 报文是用于将 OAM 实体的状态信息（包括本地信息、远端信

息和自定义信息）发给远端的 OAM 实体，保持 OAM 连接。 

2. 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 

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 报文一般用于链路监控，是用于告警远端的 OAM 实体

链路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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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ar Request OAMPDU 

Var Request OAMPDU 报文是用于变量请求的报文，主要是请求 MIB 变量时发送

的一种报文。 

4. Var Response OAMPDU 

Var Response OAMPDU 报文是用于应答变量请求的报文，主要是 MIB 变量请求时

返回 MIB 值的一种报文。 

5. Loopback Control OAMPDU 

Loopback Control OAMPDU 报文主要用于远程环回控制，设备可以有选择地决定

是否使用。为了实现环路控制，本地的 DTE 向远端的 DTE 发送环路控制命令，如

果远端的 DTE 环路控制功能开启的话，将把发送的报文直接返回到发送方。 

1.2  OAM 配置 

 设置OAM工作模式 

 使能OAM 

 配置错误信号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配置错误帧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设置OAM远程环回 

 设置OAM握手报文发送间隔 

 设置OAM连接超时时间 

1.2.1  设置 OAM 工作模式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当前以太网端口的 OAM 工作模式。 

表1-4 配置端口的 OAM 工作模式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设置 OAM 工作模式 oam ethernet mode { active 
| passive } 

可选 

缺省情况下，OAM 的工作模

式为主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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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OAM 连接只能由 ACTIVE 模式的 OAM 实体发起，而 PASSIVE 模式的 OAM 实

体只能等待对端 OAM 实体的连接请求。 
 两个 PASSIVE 模式的 OAM 实体之间是无法建立 OAM 连接的。 
 当 OAM 功能使能后（即输入 oam ethernet enable 之后），不能更改 OAM 的

工作模式。如果需要更改工作模式，可以先将 OAM 功能关闭，更改后再使能。 

 

1.2.2  使能 OAM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开启以太网端口上的 OAM 特性。 

表1-5 使能 OAM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使能当前端口的

OAM 特性 
oam ethernet enable 

必选 

OAM 功能使能后，当前以太网端口开始

使用预设的模式同对端建立 OAM 连接。

缺省情况下，OAM 功能关闭 

 

1.2.3  配置错误信号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错误信号事件检测的周期和阈值。 

表1-6 配置错误信号的周期和阈值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信

号事件检测的周期 

oam ethernet 
errored-symbol period 
perio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信号事件检

测的周期为 1 秒 

配置以太网端口错误信号事

件检测的阈值 

oam ethernet 
errored-symbol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信号事件检

测的阈值为 1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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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所配置的检测周期结束时，如果该周期内某个以太网端口上所发生的错误信号

数大于或等于所设定的阈值，则在该以太网端口上会产生一个错误信号事件。 
 OAM 连接建立后，所配置的值在所有的以太网端口上自动有效。 

 

1.2.4  配置错误帧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的周期和阈值 

表1-7 配置错误帧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的

周期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 
period perio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周期事件检

测的周期值为 1 秒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

误帧事件检测的阈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事件检测的

阈值为 1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

执行 

 

  说明： 

 在所配置的检测周期结束时，如果该周期内某个以太网端口上所发生的错误帧数

大于或等于所设定的阈值，则在该以太网端口上会产生一个错误帧事件。 
 OAM 连接建立后，所配置的值在所有的以太网端口上自动有效。 

 

1.2.5  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的周期和阈值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

帧周期事件检测的周期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period period 
perio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周期事件

检测的周期值为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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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

帧周期事件检测的阈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period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周期事件

检测的阈值为 1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说明： 

 系统会将用户所配置的周期转换为某端口在该周期内能发送的最多包数，即以最

大包数作为周期。 
 在所配置的检测周期结束时，如果该周期内某个以太网端口上所发生的错误帧数

大于或等于所设定的阈值，则在该以太网端口上会产生一个错误帧周期事件。 
 OAM 连接建立后，所配置的值在所有的以太网端口上自动有效。 

 

1.2.6  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周期和阈值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帧秒事件检测的周期和阈值。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错误帧秒事件检测的周期和阈值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帧

秒数事件检测的周期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seconds 
period perio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秒数事件

检测的周期值为 60 秒 

配置以太网端口进行错误帧

秒事件检测的阈值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seconds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秒事件检

测的阈值为 1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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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错误帧秒的定义：在某一秒内发生了错误帧，则该秒为错误帧秒。 
 所设定的错误帧秒事件的阈值不要大于设定的周期值，否则，不会发生错误帧秒

事件。 
 在所配置的检测周期结束时，如果该周期内某个以太网端口上所发生的错误帧秒

数大于或等于所设定的阈值，则在该以太网端口上会产生一个错误帧秒事件。 
 OAM 连接建立后，所配置的值在所有的以太网端口上自动有效。 

 

1.2.7  设置 OAM 远程环回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或取消 OAM 的远程环回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设置或取消 OAM 远程环回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设置端口的 OAM 远程环回 oam ethernet loopback 
可选 

默认情况下没有使能 OAM 远

程环回 

取消端口的 OAM 远程环回 undo oam ethernet 
loopback 

可选 

默认情况下没有使能 OAM 远

程环回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loopback status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说明： 

 端口 OAM 远程环回命令只触发环回，不做 buildrun。 
 必须在 OAM 连接建立后才可以进行 OAM 远程环回操作，否则会提示错误。 
 OAM 远程环回需要远端硬件的支持，如果远端硬件不支持，会提示用户。 
 由于远程环回主要测单条链路，所以聚合端口下不支持 OAM 远程环回，如果在

聚合下启动 OAM 远程环回，会提示错误；OAM 远程环回过程中的端口也不能参

加聚合。 

 

1.2.8  设置 OAM 握手报文发送间隔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以太网端口发送 OAM 握手报文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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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配置以太网 OAM 发送握手报文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以太网端口发送 OAM 握

手报文的时间间隔 
oam ethernet timer hello 
interval 

可选 

缺省情况下，握手报文发送间

隔是 1000ms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local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1.2.9  设置 OAM 连接超时时间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以太网端口 OAM 连接超时时间。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配置以太网 OAM 连接超时时间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以太网端口 OAM 连接超

时时间 
oam ethernet timer 
keepalive interval 

可选 

缺省情况下，连接超时时间为
5000ms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local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说明： 

由于连接超时时间达到后，以太网OAM本地端会老化与对端OAM实体的连接关系，

OAM 连接会中断，故正常使用时建议把连接超时时间设置得比握手时间长，否则会

出现握手报文未到达时连接已经中断的情况，导致链路不稳定。 

 

1.3  OAM 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OAM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reset命令可以清除以太网

OAM报文和一般链路事件的统计信息。如表 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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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OAM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 OAM 全局配置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显示 OAM 子层重置或者清除统计信息后链路

事件的统计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link-event { local | 
remote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 OAM 连接建立后紧急链路事件的统计信

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critical-eve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 OAM 连接的相关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 local | remote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以太网 OAM 报文和一般链路事件的统计

信息 
reset oam etherne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查看对端的变量信息 display oam ethernet remote variabl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说明： 

在上面的命令中，凡涉及到参数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见下面

的说明： 
 interface-type：端口类型，取值为 Ethernet 或 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端口号，采用槽位编号/端口编号的格式。 

 

1.4  OAM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交换机上配置 OAM 协议，对二层数据链路层进行管理； 

 验证链路的性能，测试用户接入的交换机收到错误帧的情况。 

2. 组网图 

A Et
B

Ethernet1/1/1

hernet1/1/1

 
图1-2 OAM 配置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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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A 

# 配置端口 Ethernet1/1/1 为 Passive 模式，使能 OAM。 

<H3C>system-view 

[H3C]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oam ethernet mode passive 

[H3C-Ethernet1/1/1] oam ethernet enable 

[H3C-Ethernet1/1/1] quit 

# 配置错误帧事件周期。 

[H3C]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 period 20 

# 配置错误帧事件阈值。 

[H3C] oam ethernet errored-frame threshold 10 

# 显示 OAM 全局配置信息。 

[H3C] display oam ethernet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of the link event window/threshold : (s = seconds, f = frames, 

ms= milliseconds) 

-------------------------------------------------------------------------- 

Errored-symbol Event period           :         1(s) 

Errored-symbol Event threshold        :         1(f) 

Errored-frame Event period            :         20(s) 

Errored-frame Event threshold         :         10(f) 

Errored-frame-period Event period     :      1000(ms) 

Errored-frame-period Event threshold  :         1(f) 

Errored-frame-seconds Event period    :        60(s) 

Errored-frame-seconds Event threshold :         1(s) 

(2) 配置交换机 B 

# 配置端口 Ethernet1/1/1，使能 OAM，缺省情况工作模式为 Active。 

<H3C>system-view 

[H3C]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oam ethernet enable 

[H3C-Ethernet1/1/1]quit 

# 显示链路事件统计信息。 

[H3C]display oam ethernet link-event remote 

Port        : Ethernet1/1/1                                               

Link Status : Up                                                                 

                                                                                 

OAMRemoteErrFrameEvent : (s = seconds, f = frames, t = ti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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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Time Stamp        :       5619(s) Errored Frame Window :         20(s)     

Errored Frame Threshold :         10(f) Errored Frame        :    1243635(f)     

Error Running Total     :   85887789(f) Event Running Total  :         5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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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Smart Link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Smart Link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Smart Link简介

了解 Smart Link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Smart Link配置

了解辅助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辅助配置

显示配置后 Smart Link 的运行情况、清除统计

信息等 Smart Link的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Smart Link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辅助配置举例  

 

1.1  Smart Link 简介 

Smart Link 是一个针对双上行组网，实现主备链路冗余备份及快速迁移的解决方案。

双上行组网下通过生成树协议阻塞冗余链路，起备份作用。当主用链路故障时，将

流量切换到备用链路。和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相比，Smart 
Link 有如下特点: 

 专用于双上行组网的主备备份。 

 响应速度达到亚秒级。 

 配置及操作简单。 

1.1.1  Smart Link 概念介绍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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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Smart Link 应用场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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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mart Link 组 

Smart Link 组也叫灵活链路组，一个组内最多可包含两个端口，其中一个为主端口，

另一个为从端口。正常情况下，只有一个端口处于转发（Active）状态，另一个端

口被阻塞，处于待命（Standby）状态。当转发状态的端口链路故障（可能是物理上

的故障或者是 OAM 的连接故障或者单通等）时，Smart Link 组会自动将该端口阻

塞，并将原阻塞的待命端口切换到转发状态。 

如在图 1-1中，设备 30 上的端口 31 和端口 32 组成了一个Smart Link组，设备 50
上的端口 51 和端口 52 组成了另一个Smart Link组。 

  说明： 

Smart Link 与 DLDP 配合使用时，建议 DLDP 采用自动模式。因为手工模式下当

DLDP 检测到单通故障后链路不会进行切换。 

 

2. 主端口 

主端口又叫Master端口，是Smart Link组的一种端口角色，当两个端口都处于待命

状态时，主端口将优先进入转发状态。但是主端口并不一直处于转发状态，发生链

路切换后，如果从端口已经处于转发状态，那么即使主端口链路恢复正常，也只能

处于待命状态，直到下一次链路切换。例如图 1-1中的处于转发状态的端口 31 是主

端口，端口 51 虽然被阻塞，但它也是主端口。 

3. 从端口 

从端口又叫Slave端口，是Smart Link组的一种端口角色，当两个端口都处于待命状

态时，从端口保持待命状态。但是从端口并不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当主端口发生链

路切换后，从端口将切换到转发状态。如图 1-1所示，端口 32 和端口 52 都为从端

口。 

4. Flush 报文 

当Smart Link组发生链路切换时，原有的转发表项将不适用于新的拓扑网络，需要

整网进行MAC表项和ARP表项的更新。这时，Smart Link组通过发送Flush报文通知

其他设备进行地址表的刷新操作。例如在图 1-1中，设备 30 上如果发生了主备链路

的切换，端口 32 切换到转发状态，此时设备 30 会将端口 31 上通过的VLAN封装到

Flush报文中，将该报文从端口 32 发出，设备 40 从端口 42 收到Flush报文，将该报

文往端口 41 和端口 43 继续转发，同时刷新本设备的地址表。其他设备收到Flush
报文的操作也类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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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Flush 报文是在控制 VLAN 内发送，因而需要正确创建控制 VLAN，正确创建控制

VLAN 有两种方法： 
 先在 Smart Link 视图下配置控制 VLAN，再到全局视图下创建该 VLAN，然后把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加入到该控制 VLAN 中。 
 先创建一个 VLAN，然后把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加入到该 VLAN 中，再在

Smart Link 视图下配置该 VLAN 为控制 VLAN。 

 

1.1.2  Smart Link 运行机制 

以图 1-1的组网为例，描述Smart Link的运行机制。 

设备 30 中端口 31 上的链路是主用链路，端口 32 上的链路是备用链路，正常情况

下端口 31 处于转发状态，端口 32 处于待命状态。当端口 31 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端口 31 将切换到待命状态，端口 32 将切换到转发状态。这里的链路故障包括端口

DOWN，OAM 的连接故障或者单通等。其中主备链路可以是单链路或者聚合链路，

其中只有聚合组内所有链路都出现故障时才认为该聚合链路故障。 

当 Smart Link发生链路切换时，网络中各设备上的 MAC及 ARP表项可能已经错误，

需要提供一种 MAC 及 ARP 更新的机制。目前更新机制有以下两种: 

 一种方式是自动通过流量刷新 MAC 及 ARP； 

 另一种方式是由 Smart Link 设备从新的链路上发送 Flush 报文。 

第一种方式需要有双向流量触发，适用于与其他厂商的设备对接。第二种方式需要

上行的设备都能够识别 Smart Link 的 Flush 报文并进行更新 MAC 及 ARP 表项的处

理。 

当原主用链路故障恢复时，将维持在阻塞状态，不进行抢占，从而保持流量稳定。 

1.1.3  Smart Link 的典型组网 

请参见图 1-1。 

1.2  Smart Link 配置 

1.2.1  配置准备 

建议先将 Smart Link 端口关闭，因为在配置完成之前，可能因为两个端口都处于转

发状态而形成环路，导致广播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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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配置任务 

配置过程如下： 

表1-1 Smart Link 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Smart Link 域，并进

入 Smart Link 组视图 
smart-link group id 

必选， 

Smart Link 组视图提示符和输入的

id 相关。 

配置 Smart Link 端口为主

端口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master 

可选， 

如果已经配置了聚合组为主端口，则

本条配置不能再下发。 

配置 Smart Link 主端口为

聚合组 
link-aggregation group 
id master 

可选， 

如果已经配置了单端口为主端口，则

本条配置不能再下发。 

配置 Smart Link 端口为从

端口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slave 

可选， 

如果已经配置了聚合组为从端口，则

本条配置不能再下发。 

配置 Smart Link 从端口为

聚合组 
link-aggregation group 
id slave 

可选， 

如果已经配置了单端口为从端口，则

本条配置不能再下发。 

配置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

制 VLAN 
flush enable 
[ control-vlan id ] 

可选， 

缺省情况下，已开启VLAN 1的Flush
报文发送。Smart Link 端口上需要允

许通过控制 VLAN。 

 

  注意： 

 在配置 Smart Link 组成员时，必须保证端口（或聚合组）不是 Monitor Link 组的

成员。 
 Smart Link 和 STP、BPDU TUNNEL、RRPP 在端口上是互斥的，在配置 Smart 

Link 组成员之前，请确认端口不是 STP 或者 RRPP 端口。 
 一个单端口只能从属于一个 Smart Link 组。 
 配置单端口为 Smart Link 组成员可以在端口视图下配置，也可以在 Smart Link
视图下配置；配置聚合组为 Smart Link 组成员只能在 Smart Link 视图下配置。 

 Smart Link 的控制 VLAN 不能和 RRPP 的控制 VLAN 以及子 VLAN 相同。 
 SmartLink的控制VLAN必须是静态VLAN，请不要将GVRP动态学习到的VLAN
作为 SmartLink 的控制 VLAN。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Smart Link 与 Monitor Link 第 1 章  Smart Link 配置

 

1-5 

A

B

C

ve

1.2.3  Smart Link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一个 Smart Link 组 1； 

 配置在 VLAN 4092 内发送 Flush 报文； 

 配置 Ethernet1/1/1 为 Smart Link 的主端口，Ethernet1/1/2 为从端口。 

2. 组网图 

D

E

Master
SlaEthernet1/1/1

Ethernet1/1/2
Slave

Master

  
图1-2 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smart-link group 1 

New smart-link group created. 

[H3C-smlk-group1] port ethernet1/1/1 master 

[H3C-smlk-group1] port ethernet1/1/2 slave 

[H3C-smlk-group1]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smlk-group1] quit 

[H3C] vlan 4092 

[H3C-vlan 409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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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辅助配置 

1.3.1  配置简介 

对于图 1-2中的设备A、B及E，为了能够处理Smart Link的Flush报文，需要配置接

收Smart Link Flush报文的控制VLAN。 

1.3.2  配置任务 

配置过程如下： 

表1-2 辅助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全局配置接收 FLUSH 报文的

控制 VLAN 
smart-link flush enable 
[ control-vlan id ] 

可选，缺省情况下，关闭处理

FLUSH 报文功能。该命令也

可逐一在端口视图下执行，执

行本命令后不需要再在端口

下配置。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端口下配置接收 FLUSH 报文

的控制 VLAN 
smart-link flush enable 
[ control-vlan id ] 

可选，缺省情况下，关闭处理

FLUSH 报文功能。 

 

1.3.3  辅助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于交换机 A 全局配置所有端口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对于交换机 B，逐一配置端口 Ethernet1/1/1、Ethernet1/1/2 和 Ethernet1/1/3

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对于交换机 E，逐一配置端口 Ethernet1/1/1 和 Ethernet1/1/2 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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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A

D

E

Master
SlaveEthernet1/1/1

Ethernet

Ethernet1/1/1

Ethernet1/
Ether

1/1/2

Slave Master

1/2

Ethernet1/1/2net1/1/1

Ethernet1/1/3

  
图1-3 辅助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把交换机 A 上各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 VLAN 4092 的报文通过。具体配

置请参见“以太网端口配置”中的“1.2.12  设置以太网端口的链路类型”部分。 

# 全局配置交换机 A 上所有端口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 逐一配置交换机 B 上端口 Ethernet1/1/1、Ethernet1/1/2 和 Ethernet1/1/3 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Ethernet1/1/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3 

[H3C-Ethernet1/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3]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 逐一配置交换机 E 上端口 Ethernet1/1/1 和 Ethernet1/1/2 在 VLAN 4092 上接收

Flush 报文。 

<H3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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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1.4  Smart Link 的显示和维护 

表1-3 Smart Link 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设备上配置的所有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all 

显示设备上指定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id  

显示设备上 Smart Link Flush 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清除交换机上所有处理以及发送的 FLUSH 报

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smart-link packets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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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Monitor Link 配置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onitor Link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onitor Link简介

了解 Monitor Link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onitor Link配置

显示配置后 Monitor Link 的运行情况、清除统计信息等 Monitor Link的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Monitor Link配置举例

 

2.1  Monitor Link 简介 

Monitor Link 是对 Smart Link 进行补充而引入的端口联动方案，用于监控上行链路。 

2.1.1  概念介绍 

Monitor Link 组由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共同组成。一个组包含一个上行链路和若干个

下行链路。组的成员可以是单端口、静态聚合组、手工聚合组或 Smart Link 组，其

中 Smart Link 组只能作为上行链路。 

2.1.2  Monitor Link 运行机制 

当 Monitor Link 组的上行链路故障时，强制使其下行端口关闭；当上行链路恢复正

常时则重新使下行端口开启。 

2.1.3  Monitor Link 的典型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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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Monitor Link 典型组网图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Smart Link 与 Monitor Link 第 2 章  Monitor Link 配置

 

2-2 

在设备 20 上，将端口 21 配置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上行链路，端口 22 和 23 配置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下行链路。当端口 21 的链路故障时，将端口 22 和 23 一起关闭，

从而达到链路故障时的快速切换。 

2.2  Monitor Link 配置 

2.2.1  配置准备 

无 

2.2.2  Monitor Link 组配置任务 

1．上行链路配置过程如下： 

表2-1 上行链路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Monitor Link 组，并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id 必选 

配置单端口为 Monitor Link 组

的成员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uplink 

可选， 

上行链路可以是单端口、聚合

组或 Smart Link 组 

配置聚合组为 Monitor Link 组

的成员 
link-aggregation group id 
uplink 

可选， 

上行链路可以是单端口、聚合

组或 Smart Link 组 

配置 Smart Link 组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上行链路 smart-link group id uplink 

可选， 

上行链路可以是单端口、聚合

组或 Smart Link 组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2．下行链路配置过程如下： 

表2-2 下行链路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Monitor Link 组，并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id 必选 

配置单端口为 Monitor Link 组

的成员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ownlink 

可选， 

下行链路可以是单端口或聚

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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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聚合组为 Monitor Link 组

的成员 
link-aggregation group id 
downlink  

可选， 

下行链路可以是单端口或聚

合组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注意： 

 在配置 Monitor Link 组成员时，必须保证端口（或聚合组）不是 Smart Link 组的

成员。 
 使用 undo monitor-link group 命令用来删除 Monitor Link 组时，必须保证

Monitor Link 组内没有成员。 

 

2.2.3  Monitor Link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一个 Monitor Link 组 1； 

 配置端口 21 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上行链路； 

 配置端口 22 和端口 23 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下行链路。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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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Monitor Link 配置举例组网图 

组网图如图 2-2所示，其中，端口 21 为Ethernet0/1/1，端口 22 为Ethernet0/1/2，
端口 23 为Ethernet0/1/3。 

3. 配置步骤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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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monitor-link group 1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0/1/1 up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0/1/2 down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0/1/3 downlink 

[H3C-mtlk-group1] quit 

[H3C]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1 

2.3  Monitor Link 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Monitor Link 的

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相应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Monitor Link 进行调试。 

表2-3 Monitor Link 的显示 

操作 命令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 Monitor Link 组的信息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 id | all } 

开启 Monitor Link 组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onitor-link [ group id ] { all | 
error | event } 

关闭 Monitor Link 组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monitor-link [ group id ] 
{ all | error | 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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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Smart Link 和 Monitor Link 典型配置举例 

3.1  组网需求 

 设备 30、设备 50 双上行到设备 20 和设备 40； 

 双上行链路进行灵活备份； 

 在 VLAN 4092 内发送和接收 Flush 报文； 

 设备 20 与设备 10 之间的链路通过 Monitor Link 进行监控； 

 设备 40 与设备 10 之间的链路通过 Monitor Link 进行监控。 

3.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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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Smart Link 及 Monitor Link 典型组网图 

3.3  配置步骤 

3.3.1  Smart Link 部分 

# 设备 30 上的配置，端口 31 为 Ethernet1/1/1，端口 32 为 Ethernet1/1/2。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smart-link group 1 

New smart-link group created. 

[H3C-smlk-group] port ethernet1/1/1 master 

[H3C-smlk-group] port ethernet1/1/2 slave 

[H3C-smlk-group]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smlk-group]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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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vlan 4092 

[H3C-vlan 409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 设备 50 上的配置，端口 51 为 Ethernet1/1/1，端口 52 为 Ethernet1/1/2。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smart-link group 1 

New smart-link group created. 

[H3C-smlk-group] port ethernet1/1/1 slave 

[H3C-smlk-group] port ethernet1/1/2 master 

[H3C-smlk-group]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H3C-smlk-group] quit 

[H3C] vlan 4092 

[H3C-vlan 409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1 

[H3C-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 设 备 20 上 的 配 置 ， 端 口 21 为 GigabitEthernet2/1/1 ， 端 口 22 为

GigabitEthernet2/1/2，端口 23 为 GigabitEthernet2/1/3。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4092 

[H3C-vlan4092]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2/1/1]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2 

[H3C-GigabitEthernet2/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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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2/1/2]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3 

[H3C-GigabitEthernet2/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2/1/3] quit 

[H3C]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 设 备 40 上 的 配 置 ， 端 口 41 为 GigabitEthernet4/1/1 ， 端 口 42 为

GigabitEthernet4/1/2，端口 43 为 GigabitEthernet4/1/3。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4092 

[H3C-vlan4092]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H3C-GigabitEthernet4/1/1]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4/1/1]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4/1/1]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2 

[H3C-GigabitEthernet4/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4/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4/1/2] quit 

[H3C]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3 

[H3C-GigabitEthernet4/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4/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4/1/3] quit  

[H3C]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 设 备 10 上 的 配 置 ， 端 口 11 为 GigabitEthernet1/1/1 ， 端 口 12 为

GigabitEthernet1/1/2。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4092 

[H3C-vlan4092]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1 

[H3C-Gigabit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1/1/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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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2 

[H3C-GigabitEthernet1/1/2]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1/1/2]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92 

 Please wait... Done. 

[H3C-GigabitEthernet1/1/2] quit  

[H3C]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4092 

配置完毕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 Smart Link 的配置和报文统计情况。 

3.3.2  Monitor Link 部分  

# 在上游设备 20 上配置 Monitor Link 组，端口 21 为 GigabitEthernet2/1/1，端口 22
为 GigabitEthernet2/1/2，端口 23 为 GigabitEthernet2/1/3。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monitor-link group 1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up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down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downlink 

[H3C-mtlk-group1] quit 

# 在上游设备 40 上配置 Monitor Link 组，端口 41 为 GigabitEthernet4/1/1，端口 42
为 GigabitEthernet4/1/2，端口 43 为 GigabitEthernet4/1/3。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monitor-link group 1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4/1/1 up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4/1/2 downlink 

[H3C-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4/1/3 downlink 

[H3C-mtlk-group1] quit 

配置完毕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 Monitor Link 的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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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ST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ST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STP简介

了解 MST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STP配置

显示配置后 MSTP 的运行情况、清除 MSTP 的统计信息等 MSTP显示和调试

MSTP 的配置举例 MSTP典型配置案例

 

1.1  MSTP 简介 

MSTP（Multiple Spanning Tree Protocol，多生成树协议），该协议兼容 STP
（Spanning Tree Protocol）和 RSTP（Rapid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P 不能快速迁移。即使是在点对点链路或边缘端口，也必须等待 2 倍的 Forward 
delay 的时间延迟，端口才能迁移到转发状态。 

RSTP 可以快速收敛，但是和 STP 一样存在以下缺陷：局域网内所有网桥共享一棵

生成树，不能按 VLAN 阻塞冗余链路，所有 VLAN 的报文都沿着一棵生成树进行转

发。 

MSTP 可以弥补 STP 和 RSTP 的缺陷，它既可以快速收敛，也能使不同 VLAN 的流

量沿各自的路径分发，从而为冗余链路提供了更好的负载分担机制。 

MSTP 设置 VLAN 映射表（即 VLAN 和生成树的对应关系表）把 VLAN 和生成树联

系起来。同时它把一个交换网络划分成多个域，每个域内形成多棵生成树，生成树

之间彼此独立。MSTP 将环路网络修剪成为一个无环的树型网络，避免报文在环路

网络中的增生和无限循环，同时还提供了数据转发的多个冗余路径，在数据转发过

程中实现 VLAN 数据的负载均衡。 

1.1.1  MSTP 的几个概念 

在图 1-1中有四个MST域，每个域都由四台交换机构成。交换机都运行MSTP。下面

将结合图形解释MSTP的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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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DU BPDU
CST：公共生成树

VI
VL
其它

区域

an1映射到实例1
AN2映射到实例2

VLAN映射到CIST

B0

VI
VL
其它

an1映射到实例1
AN2、3映射到实例2

VLAN映射到CIST

区域C0

A

B

C

D

CST：公共内部生成树

MSTI：多生成树实例

VIan1映射到实例1
VLAN2映射到实例2
其它VLAN映射到CIST

区域A0

VIan1映射到实例1，域根

为B；VLAN2映射到实例

2，域根为C
其它VLAN映射到CIST

区域D0

 
图1-1 MSTP 的基本概念示意图 

1. MST 域 

MST域（Multiple Spanning Tree Regions，多生成树域），是由交换网络中的多台

交换机以及它们之间的网段所构成，这些交换机都启动了MSTP、具有相同域名，

具有相同VLAN到生成树映射配置，具有相同MSTP修订级别配置，并且物理上直接

相连。一个交换网络可以存在多个MST域。用户可以通过MSTP配置命令把多台交

换机划分在同一个MST域内。例如图 1-1中的区域A0，域内所有交换机都有相同的

MST域配置：域名相同，VLAN与生成树的映射关系相同（VLAN1 映射到生成树实

例 1，VLAN2 映射到生成树实例 2，其余VLAN映射到CIST），相同的MSTP修订级

别（此配置在图中没有体现）。 

2. VLAN 映射表 

MST域的一个属性，是描述VLAN和生成树实例关系的对应表。例如图 1-1中，域A0
的VLAN映射表就是：VLAN 1 映射到生成树实例 1，VLAN2 映射到生成树实例 2，
其余VLAN映射到CIST。 

在同一个域，VLAN 与实例的映射关系一定要一致，否则就会造成两者不在一个域

内。 

3. IST 

IST（Internal Spanning Tree，内部生成树），是MSTP域内的一棵生成树，它和

CST（Common Spanning Tree）共同构成整个交换机网络的生成树CIST（Common 
and Internal Spanning Tree）。IST是CIST在一个MST域中的片段。例如图 1-1中
CIST在每个MST域内都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各个域内的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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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ST 

CST（Common Spanning Tree）：公共生成树，是连接交换网络内所有MST域的

单生成树。如果把每个MST域看作是一个“交换机”，CST就是这些“交换机”通

过STP协议、RSTP协议计算生成的一棵生成树。例如图 1-1中红色线条描绘的就是

CST。 

5. CIST 

CIST（Common and Internal Spanning Tree）：公共和内部生成树，由IST和CST
共同构成，是连接一个交换网络内所有交换机的单生成树。例如图 1-1中，每个域

内的IST加上域间的CST就构成整个网络的CIST。 

6. MSTI 

MSTI（Multiple Spanning Tree Instance）：多生成树实例，一个MST域内可以通

过MSTP生成多棵生成树，各棵生成树之间彼此独立。每棵生成树都称为一个MSTI，
即多生成树实例。例如图 1-1中，每个域内可以存在多棵生成树，每棵生成树和相

应的VLAN对应。这些生成树就被称为MSTI。 

7. 域根 

MST域内IST和MSTI的树根就是域根。MST域内各棵生成树的拓扑不同，域根也可

能不同。例如图 1-1中，区域D0 中，生成树实例 1 的域根为交换机B，生成树实例 2
的域根为交换机C。 

8. Common Root Bridge 

CIST的根桥就是Common Root Bridge，即总根。例如图 1-1中，总根为区域A0 内

的某台交换机。 

9. 域边缘端口 

域边缘端口是指位于MST域的边缘，连接不同MST域、或者连接MST域和运行STP
的区域、或者连接MST域和运行RSTP的区域的端口。在进行MSTP计算的时候，域

边缘端口在MST实例上的角色和CIST实例的角色保持一致，即如果边缘端口在CIST
实例上的角色是master端口，则它在域内所有MST实例上的角色也是master端口。

例如图 1-1中，如果区域A0 的一台交换机和区域D0 的一台交换机的第一个端口相

连，整个交换网络的总根位于A0 内，则区域D0 的这台交换机上的第一个端口就是

区域D0 的域边缘端口。 

10. 端口的角色 

在 MSTP 的计算过程中，端口的角色有指定端口、根端口、Master 端口、Alternate
端口、Backup 端口等。 

 根端口是负责向树根方向转发数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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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端口是负责向下游网段或交换机转发数据的端口； 

 Master 端口位于整个域到总根的 短路径上，它是连接域到总根的端口； 

 Alternate 端口不仅仅是 Master 端口的备份端口，也是域内根端口的备份端口。

如果 Master 端口被阻塞后，Alternate 端口将成为新的 Master 端口； 

 当同一台交换机的两个端口互相连接时就存在一个环路，此时交换机会将其中

一个端口阻塞，Backup 端口是被阻塞的那个端口。 

端口在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 

请参见下面的图示理解以上的各个概念。图 1-2中，交换机A、B、C、D构成一个

MST域。A交换机的端口 1、2 向总根方向连接，交换机C的端口 5 和端口 6 构成了

环路，交换机D的端口 3、4 则向下连接其他的MST域。 

C

A

B

D

边 缘 端 口

连接到总根

MST 区域

指定端口

Master 端口

A

端口 3 端口 4

lternate 端 口

端口 2端口1

6
5

端口6

端口

 
图1-2 端口角色示意图 

11. TC 报文 

TC（Topology Change，拓扑改变）是指 MSTP 的生成树由于网络中的某些网桥或

者某些网桥的某些端口的一些改变导致整棵生成树的结构发生变化。在 VRP 的实现

中，以一个端口的状态从 Discarding 转变为 Forwarding 作为 TC 的判断条件。 

几种 STP 报文如下： 

(1) MSTP BPDU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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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P BPDU 报文是 MSTP 模块在各网桥间进行通信的报文，报文格式如下： 

 
图1-3 MSTP BPDU 报文格式 

 
图1-4 MSTP BPDU 报文中最后部分 MSTI 信息的格式 

每个实例的信息中除了根桥优先级、根路径花费、本桥优先级、端口优先级等用来

进行角色选择的字段之外，还有一个字节的 Flags。这 8 个 bit 的含义如下： 

7             6                            5                    4                 3   2  

LearningForwardingAgreementTcAck

  1                    0

TcProposal

7             6                            5                    4                 3   2  

LearningForwardingAgreementTcAck

  1                    0

TcProposal

 
图1-5 BPDU 报文一个字节的 Flags 的含义 

其中第 2、3bit 联合用来表示 MSTP 的端口角色。 

(2) TC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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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报文其实也是 MSTP BPDU 报文，只是它的 Flags 的 低位，即第 0 位被置成

了 1，使得它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当端口收到 TC 报文或者检测到 TC 的时候，就会

进行 TC 的传播，以 快的速度将拓扑改变信息传播到网络的每一个角落。 

1.1.2  MSTP 的基本原理 

MSTP 将整个二层网络划分为多个 MST 域，各个域之间通过计算生成 CST；域内

则通过计算生成多棵生成树，每棵生成树都被称为是一个多生成树实例。其中实例

0 被称为 IST，其他的多生成树实例为 MSTI。MSTP 同 RSTP 一样，使用配置消息

进行生成树的计算，只是配置消息中携带的是交换机上 MSTP 的配置信息。 

1. CIST 生成树的计算 

通过“配置消息”的比较在整个网络中选择一个优先级 高的交换机作为 CIST 的

树根。在每个 MST 域内 MSTP 通过计算生成 IST；同时 MSTP 将每个 MST 域作为

单台交换机对待，通过计算在域间生成 CST。CST 和 IST 构成了整台交换机网络中

连接所有交换机的 CIST。 

2. MSTI 的计算 

在 MST 域内，MSTP 根据 VLAN 和生成树实例的映射关系，针对不同的 VLAN 生

成不同的生成树实例，即 MSTI。每棵生成树独立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与 RSTP 计

算生成树的过程类似，下面对单个生成树的计算过程进行举例介绍。 

生成树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在交换机之间传递一种特殊的协议报文（在 IEEE 802.1D
中这种协议报文被称为“配置消息”）来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配置消息中包含了

足够的信息来保证交换机完成生成树计算。 

指定端口和指定桥的含义，请参见下面的说明： 

Switch A

SwSwitch B

BP2

BP1

AP1

itch C

CP2

CP1

AP2

LAN

 
图1-6 指定桥和指定端口示意图 

对一台交换机而言，指定桥就是与本机直接相连并且负责向本机转发数据包的交换

机，指定端口就是指定桥向本机转发数据的端口；对于一个局域网而言，指定桥就

是负责向这个网段转发数据包的交换机，指定端口就是指定桥向这个网段转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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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口。如图 1-6所示，AP1、AP2、BP1、BP2、CP1、CP2 分别表示Switch A、
Switch B、Switch C的端口，Switch A通过端口AP1 向Switch B转发数据，则Switch 
B的指定桥就是Switch A，指定端口就是Switch A的端口AP1；与局域网LAN相连的

有两台交换机：Switch B和Switch C，如果Switch B负责向LAN转发数据包，则LAN
的指定桥就是Switch B，指定端口就是Switch B的BP2。 

 生成树协议算法实现的具体过程： 

下面结合例子说明生成树协议算法实现的计算过程。 

具体的组网如图 1-7所示： 

Switch A
优先级为0

Switc
优

Switch B
优先级为1

BP2

BP1

AP1

h C
先级为2

CP2
CP1

AP2

4

5
10

 
图1-7 举例中的以太网交换机组网图 

为描述方便，在举例中仅给出配置消息的前四项：树根 ID（以以太网交换机的优先

级表示），根路径开销，指定桥 ID（以以太网交换机的优先级表示），指定端口 ID
（以端口号表示）。如上图所示，Switch A 的优先级为 0，Switch B 的优先级为 1，
Switch C 的优先级为 2，各个链路的路径开销如图中所示，分别为 5、10、4。 

(1) 初始状态 

各台交换机的各个端口在初始时会生成以自己为根的配置消息，根路径开销为 0，
指定桥 ID 为自身交换机 ID，指定端口为本端口。 

Switch A： 

端口 AP1 配置消息：{0，0，0，AP1} 

端口 AP2 配置消息：{0，0，0，AP2} 

Switch B： 

端口 BP1 配置消息：{1，0，1，BP1} 

端口 BP2 配置消息：{1，0，1，BP2} 

Switch C： 

端口 CP2 配置消息：{2，0，2，CP2} 

端口 CP1 配置消息：{2，0，2，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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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出 优配置消息 

各台交换机都向外发送自己的配置消息。当某个端口收到比自身的配置消息优先级

低的配置消息时，交换机会将接收到的配置消息丢弃，对该端口的配置消息不作任

何处理。当端口收到比本端口配置消息优先级高的配置消息的时候，交换机就用接

收到的配置消息中的内容替换该端口的配置消息中的内容。然后以太网交换机将该

端口的配置消息和交换机上的其它端口的配置消息进行比较，选出 优的配置消息。 

配置消息的比较原则是： 

 树根 ID 较小的配置消息优先级高； 

 若树根 ID 相同，则比较根路径开销，比较方法为：用配置消息中的根路径开

销加上本端口对应的路径开销之和（设为 S），则 S 较小的配置消息优先级较

高； 

 若根路径开销也相同，则依次比较指定桥 ID、指定端口 ID、接收该配置消息

的端口 ID 等。 

为便于表述，本例中假设只需比较树根 ID 就可以选出 优配置消息。 

(3) 确定根端口、指定端口，并更新指定端口的配置消息 

交换机将接收 优配置消息的那个端口定为根端口。交换机根据根端口的配置消息

加上根端口的路径开销，为每个端口计算一个指定端口配置消息：树根 ID 替换为根

端口的配置消息的树根 ID；根路径开销替换为根端口的配置消息的根路径开销加上

根端口对应的路径开销；指定桥 ID 替换为自身交换机的 ID；指定端口 ID 替换为自

身端口 ID。 

然后交换机使用计算出来的配置消息和对应端口上的配置消息比较。如果端口上的

配置消息优，则交换机将此端口阻塞，端口配置消息不变，此端口将不再转发数据，

并且只接收但不发送配置消息；如果计算出来的配置消息优，则交换机就将该端口

定为指定端口，端口上的配置消息被计算出来的配置消息替换，并周期性向外发送。 

例子中各台交换机的比较过程如下： 

Switch A： 

端口 AP1 收到 Switch B 的配置消息，Switch A 发现本端口的配置消息优先级高于

接收到的配置消息的优先级，就把接收到的配置消息丢弃。端口 AP2 的配置消息处

理过程与端口 AP1 类似。Switch A 发现自己各个端口的配置消息中树根和指定桥都

是自己，则认为自己是树根，各个端口的配置消息都不作任何修改，以后周期性的

向外发送配置消息。此时两个端口的配置消息如下： 

端口 AP1 配置消息：{0，0，0，AP1}。 

端口 AP2 配置消息：{0，0，0，AP2}。 

Switc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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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BP1 收到来自 Switch A 的配置消息，经过比较后 Switch B 发现接收到的配置

消息的优先级比端口 BP1 的配置消息的优先级高，于是更新端口 BP1 的配置消息。 

端口 BP2 收到来自 Switch C 的配置消息，Switch B 发现该端口的配置消息优先级

高于接收到的配置消息的优先级，就把接收到的配置消息丢弃。 

则此时各个端口的配置消息如下：端口 BP1 配置消息是{0，0，0，AP1}，端口 BP2
配置消息是{1，0，1，BP2}。 

Switch B 对各个端口的配置消息进行比较，由于此时端口 BP1 配置消息为：{0，5，
0，AP1}的优先级比端口 BP2 {1，0，1，BP2}的要高，因此选出端口 BP1 的配置

消息为 优配置消息，然后将端口 BP1 定为根端口，整台交换机各个端口的配置消

息都进行如下更新： 

根端口 BP1 配置消息不作改变：{0，5，0，AP1}。端口 BP2 配置消息中，树根 ID
更新为 优配置消息中的树根 ID，根路径开销更新为 5，指定桥 ID 更新为本交换机

ID，指定端口 ID 更新为本端口 ID，配置消息变为：{0，5，1，BP2}。 

然后 Switch B 各个指定端口周期性向外发送自己的配置消息。 

Switch C： 

端口 CP2 先会收到来自 Switch B 端口 BP2 更新前的配置消息{1，0，1，BP2}，Switch 
C 触发更新过程，更新后的配置消息如下：{1，0，1，BP2}。 

端口 CP1 收到来自 Switch A 的配置消息{0，0，0，AP2}后 Switch C 也触发更新过

程，更新后的配置消息如下：{0，0，0，AP2}。 

此时端口 CP1 的配置消息为{0，10，0，AP2}，优先级要高于 CP2。经过比较，端

口 CP1 的配置消息被选为 优的配置消息，端口 CP1 就被定位根端口，它的配置

消息就不作改变；而端口 CP2 就会被阻塞，端口配置消息也不作改变，同时该端口

不接收从 Switch B 转发的数据（不包括 STP 的协议报文），直到新的情况发生触

发生成树的重新计算，比如从 Switch B 到 Switch C 的链路 down 掉，或者端口收到

更优的配置消息。 

接着端口 CP2 会收到 Switch B 更新后的配置消息{0，5，1，BP2}，由于收到的配

置消息比原配置消息优，则 Switch C 触发更新过程，更新后的配置消息为：{0，5，
1，BP2}。 

同时端口 CP1 收到来自 Switch A 配置消息，比较后 Switch C 不会触发更新过程，

配置消息仍然为：{0，10，0，AP2}。 

此时，由于端口 CP1 的配置消息为{0，10，0，AP2}，而 CP2 的配置消息为{0，9，
1，BP2}。经过比较，端口 CP2 的配置消息被选为 优的配置消息，端口 CP2 就被

定为根端口，它的配置消息就不作改变，而端口 CP1 就被阻塞，端口配置消息不变，

同时不接收从 Switch A 转发的数据（不包括 STP 报文），直到新的情况触发生成

树的计算，比如从 Switch B 到 Switch C 的链路 down 掉，或者端口收到更优的配置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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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生成树就被确定下来，形状如图 1-8，树根为Switch A： 

Switch A
优先级为0

Switch
优先

Switch B
优先级为 1

BP2

BP1

AP1

 C
级为 2

CP24

5

 
图1-8 最终稳定的生成树 

本例为了描述方便，简化了很多计算、操作内容（比如树根 ID 和指定桥 ID 在实际

运算的过程中应该是由交换机的优先级和 MAC 地址共同组成的，指定端口 ID 则是

由端口优先级和端口号共同构成，在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端口号小的优先级高；

在配置消息的更新过程中，除了前四项会改变以外，其它配置消息也会按照一定的

原则进行改变），但计算过程基本如此。 

此外，在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聚合端口的路径开销要比非聚合端口的路径开销小。

所以在树根 ID、路径开销值、指定交换机 ID 都相同的情况下，交换机一般会选择

聚合端口作为根端口。 

 生成树协议的配置消息传递机制： 

当网络初始化时，所有的交换机都将自己作为树根。交换机的指定端口以 HelloTime
为周期，定时发送本端口的配置消息；接收到配置消息的端口如果是根端口，则交

换机将配置消息中携带的 MessageAge 按照一定的原则递增，并启动定时器为这条

配置消息计时。如果某条路径发生故障，则这条路径上的根端口不会再收到新的配

置消息，旧的配置消息将会因为超时而被丢弃，从而引发生成树的重新计算，得到

一条新的通路替代发生故障的链路，恢复网络连通性。 

不过，重新计算得到的新配置消息不会立刻就传遍整个网络，因此那些没有发现网

络拓扑已经改变的旧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仍旧会按照原来的路径继续转发数据，如

果新选出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立刻就开始数据转发的话，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路径

回环。为此 STP 采用了一种状态迁移的机制，根端口和指定端口重新开始数据转发

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状态，中间状态经过 Forward Delay 延时后才能进入转发状态，

这个延时保证了新的配置消息已经传遍整个网络。 

这样一个 VLAN 的报文将沿着如下路径进行转发：在 MST 域内将沿着其对应的

MSTI 转发，在域间则沿着 CST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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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MSTP 在交换机上的实现 

MSTP 同时兼容 STP、RSTP。STP、RSTP 两种协议报文都可以被运行 MSTP 的

交换机识别并应用于生成树计算。H3C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除了提供 MSTP 的基本功

能外，还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提供了许多便于管理的特殊功能：根桥保持、根桥备

份、ROOT 保护功能、BPDU 保护功能、环路保护功能。MSTP 支持接口板的热插

拔，同时支持主控板与备板的倒换。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主控板和备板倒换后，

生成树要重新开始计算。 

1.2  MSTP 配置 

MSTP 配置包括： 

 配置交换机的MST域 

 指定交换机为根桥或备份根桥 

 配置MSTP的工作模式 

 配置交换机的Bridge优先级 

 配置MST域的 大跳数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配置交换机的时间参数 

 配置特定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或者非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Path Cost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配置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配置端口的mCheck变量 

 配置交换机的保护功能 

 开启/关闭设备MSTP特性 

 开启/关闭端口MSTP特性 

 关闭BPDU报文在端口默认VLAN内广播特性 

 开启STP单端口环路检测特性 

 配置设备支持标准MSTP或私有MSTP报文格式特性 

 摘要侦听特性配置 

 快速迁移特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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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开启设备MSTP特性后其他配置才能生效。在启动MSTP之前，可以配置设备或

以太网端口的相关参数；启动MSTP后，这些参数将生效；MSTP关闭后，这些配置

参数仍被保留；当MSTP重新启动后，这些参数仍将生效。 新配置的域参数可以

使用check region-configuration命令显示；在MSTP未启动前配置的其他参数可以

使用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命令来显示；启动后的MSTP参数可以使用相关

的display命令显示，可以参考本章的1.3  MSTP显示和调试。 

  说明： 

当 GVRP 和 MSTP 同时在交换机上启动时，GVRP 报文将沿着生成树实例 CIST 进

行传播。因此在 GVRP 和 MSTP 同时在交换机上启动的情况下，如果用户希望通过

GVRP 在网络中发布某个 VLAN，则用户在配置 MSTP 的 VLAN 映射表时要保证把

这个 VLAN 映射到 CIST 上。 
CIST 即生成树实例 0。 

 

1.2.1  配置交换机的 MST 域 

交换机属于哪个 MST 域由域名、VLAN 映射表、MSTP 修订级别配置决定。用户可

以通过下面的配置过程将当前交换机划分在一个特定的 MST 域内。 

1. 进入 MST 域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进入 MST 域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 MST 域视图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将 MST 域的三个配置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2. 配置 MST 域的参数 

请在 MST 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交换机的 MST 域 

操作 命令 

配置 MST 域的域名 region-name name 

配置 MST 域的域名为缺省值 undo region-name 

配置 VLAN 映射表 instance instance-id vlan vlan-list 

配置 VLAN 映射表为缺省值 undo instance instance-id [ vlan vlan-list ] 

配置 MST 域的 MSTP 修订级别 revision-leve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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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配置 MST 域的修订级别为缺省值 undo revision-level 

 

在一个 MST 域内 多可以包含 49 棵生成树实例，其中实例 0 为 CST，实例 1～48
为 MSTI（多生成树实例）。用户在交换机上对 MST 域作了以上配置，就把当前交

换机划分到了一个特定的 MST 域内。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两台交换机上配置的 MST
域的域名相同、MST 域内配置的所有生成树实例对应的 VLAN 映射表完全相同、

MST 域的修订级别相同，这两台交换机才属于同一个 MST 域。 

用户在配置 MST 域的相关参数，特别是配置 VLAN 映射表时，会引起 MSTP 重新

计算生成树，从而引起网络拓扑振荡。为了减少这种由于配置引起的振荡，MSTP
在处理用户关于域的相关配置时，并不会马上触发生成树重新计算，而是在满足下

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下，这些域的配置才会真正的生效： 

 用户使用命令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手工激活配置的 MST域相关参数 

 用户使用命令 stp enable 使能 MSTP 

缺省情况下，MST 域的域名等于交换机的 MAC 地址，MST 域内所有的 VLAN 都映

射到生成树实例 0，MSTP 域的修订级别为 0。用户可以在系统视图下使用命令 undo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将 MST 域的三个配置恢复为缺省值。 

3. 配置 VLAN 列表与生成树实例的映射关系 

MSTP 采用 VLAN 映射表来描述 VLAN 与生成树实例的映射关系。用户可以通过本

命令来配置该 VLAN 映射表：每个 VLAN 可以按照用户的配置被划分到不同的生成

树实例上。 

用户不能将同一个VLAN映射到多个不同的实例上，当用户将一个已经映射的VLAN
重新映射到一个不同的 MSTI 上时，则自动取消原来的映射关系。 

命令 vlan-mapping modulo modulo 可以快速的为每个生成树实例指定 VLAN。该

命令将 VLAN 映射到 ID 为(VLAN ID-1)％modulo+1 的生成树实例上。 

请在 MST 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将所有的 VLAN 列表映射到指定的生成树实例上 

操作 命令 

快速地将所有的 VLAN 列表根据求模运算均匀的映射

到指定的生成树实例上 
vlan-mapping modulo modulo 

恢复 VLAN 列表与生成树实例映射关系的缺省情况 undo vlan-mapping modulo 

 

缺省情况下，所有 VLAN 均映射到 CIST，即实例 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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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活 MST 域的配置，并退出 MST 域视图 

请在 MST 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激活 MST 域的配置，并退出 MST 域视图 

操作 命令 

显示用户下发的 新域配置信息，不论其是否已经激活 check region-configuration 

手动激活 MST 域的配置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退出 MST 域视图 quit 

 

1.2.2  指定交换机为根桥或备份根桥 

MSTP 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生成树的根桥。用户也可以通过交换机提供的命令来指

定当前交换机为根桥。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指定交换机为特定生成树的根桥或备份根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指定交换机为生成树的树根或备份树根 

操作 命令 

指定交换机为特定生成树的根桥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root 
primary[bridge-diameter bridgenum] 
[ hello-time centi-senconds ] 

指定交换机为特定生成树的备份根桥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root secondary 
[bridge-diameter bridgenum] [ hello-time 
centi-senconds ]  

取消当前交换机的根桥或备份根桥资格 undo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root 

 

设置当前交换机为根桥或者备份根桥之后，用户不能再修改交换机的优先级。 

用户可以将当前交换机指定为生成树实例（由参数 instance instance-id 确定）的根

桥或备份根桥。如果 instance-id 取值为 0，当前交换机将被指定为 CIST 的根桥或

备份根桥。 

当前交换机在各棵生成树实例中的根类型互相独立，它可以作为一棵生成树实例的

根桥或备份根桥，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他生成树实例的根桥或备份根桥；在同一棵生

成树实例中，同一台交换机不能既作为根桥，又作为备份根桥。 

当根桥出现故障或被关机时，备份根桥可以取代根桥成为指定生成树实例的根桥；

但是此时如果用户设置了新的根桥，则备份根桥将不会成为根桥。如果用户为一棵

生成树实例配置了多个备份根桥，当根桥失效时，MSTP 将选择 MAC 地址 小的

那个备份根桥作为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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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根桥和备份交换机时，用户可以同时指定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和hello time参
数。关于网络直径和hello time的描述，可以参见配置任务“1.2.6  配置交换网络的

网络直径”和“1.2.7  配置交换机的时间参数”。 

  说明： 

 当前交换机可以被指定为多棵生成树实例的树根，但是用户不能同时为一棵生成

树实例指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根桥，即不要在两台或两台以上的交换机上使用命

令给同一棵生成树实例指定树根。 
 用户可以给同一棵生成树指定多个备份树根，即可以在两台或两台以上的交换机

上使用命令给同一棵生成树实例指定备份树根。 
 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给一棵生成树指定一个树根和多个备份树根。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既不作为生成树的根桥，也不作为生成树的备份根桥。 

1.2.3  配置 MSTP 的工作模式 

MSTP 和 RSTP 能够互相识别对方的协议报文，可以互相兼容。而 STP 无法识别

MSTP 的报文，MSTP 为了实现和 STP 的兼容，设定了两种工作模式：STP 兼容模

式，MSTP 模式。在 STP 兼容模式下，交换机各个端口将发送 STP 报文；在 MSTP
模式下，交换机的各个端口将发送 MSTP 报文或者 STP 报文（如果端口上连接了

STP 交换机），并且具备多生成树的功能。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 MSTP 的工作模式。MSTP 可以和 STP 协议互通，如果交

换网络中存在运行 STP 协议的交换机，可以通过该命令配置当前的 MSTP 运行在

STP 兼容模式下，否则可以配置 MSTP 运行在 MSTP 模式下。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 MSTP 的运行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MSTP 的运行模式为 STP 兼容模式 stp mode stp 

配置 MSTP 的运行模式为 MSTP 模式 stp mode mstp 

将 MSTP 的运行模式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mode 

 

一般情况下，如果交换网络中存在运行 STP 的交换机，与 STP 交换机相连的端口

自动从 MSTP 模式迁移到 STP 兼容模式下运行。但是如果运行 STP 的交换机被拆

除后，此端口不能自动从 STP 兼容模式迁移到 MSTP 模式下运行，需要执行 stp 
mcheck 将它改回原来的 MSTP 模式。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运行在 MSTP 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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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配置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 

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的大小决定了这台交换机是否能够被选作生成树的根。通过

配置较小的 Bridge 优先级，可以达到指定某台交换机成为生成树树根的目的。支持

MSTP 的交换机在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可以拥有不同的优先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指定交换机的在不同生成树实例中的 Bridge 优先级。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priority priority 

将指定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priority 

 

配置交换机的优先级时，如果参数 instance instance-id 取值为 0，配置的优先级是

交换机在 CIST 中的优先级。 

  注意： 

在生成树树根的选择过程中，如果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取值相同，则 MAC 地址

最小的那台交换机将被选择为根。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的 Bridge 优先级取值为 32768。 

1.2.5  配置 MST 域的最大跳数 

MST 域的 大跳数限制了 MST 域的规模。配置在域根上的 大跳数将作为 MST 域

的 大跳数。从域内的生成树的根桥开始，域内的配置消息（即 BPDU）每经过一

台交换机的转发，跳数就被减 1；交换机将丢弃收到的跳数为 0 的配置消息，使处

于 大跳数外的交换机无法参与生成树的计算，从而限制了 MST 域的规模。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 MST 域的 大跳数。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 MST 域的最大跳数 

操作 命令 

配置 MST 域的 大跳数 stp max-hops hop 

将 MST 域的 大跳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max-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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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 域的 大跳数越大，说明 MST 域的规模越大。只有配置在作为域根的交换机

上的 MST 域的 大跳数才能限制 MST 域的规模。MST 域内的其他交换机将采用域

根上的配置，即使本交换机也做了相应的配置。 

缺省情况下，MST 域的 大跳数为 20。 

1.2.6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交换网络中任意两台主机都通过特定路径彼此相连，这些路径由一系列交换机构成。

网络直径指的是这些路径中交换机个数 多的那条路径，用路径经过的交换机个数

来表示。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操作 命令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stp bridge-diameter bridgenum 

将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bridge-diameter 

 

网络直径是表征网络规模的一个参数，网络直径越大，说明一个网络的规模越大。 

当用户配置交换机的网络直径参数时，MSTP 通过计算自动将交换机的 Hello Time、
Forward Delay 以及 Max Age 三个时间参数设置为一个较优的值。 

设置网络直径只对 CIST 有效，对 MSTI（多生成树实例）无效。 

  说明： 

本命令用来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从而确定 MSTP 的三个时间参数

（HelloTime,ForwardDelay,MaxAge) 。 

 

缺省情况下，网络直径为 7，此时对应的三个时间也分别为它们的缺省值。 

1.2.7  配置交换机的时间参数 

交换机有三个时间参数：Forward Delay、Hello Time 和 Max Age。 

Forward Delay 时间为交换机状态迁移机制。链路故障会引发网络重新进行生成树

的计算，生成树的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重新计算得到的新配置消息无法立

刻传遍整个网络，如果新选出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立刻就开始数据转发的话，可能

会造成暂时性的路径回环。为此协议采用了一种状态迁移的机制，根端口和指定端

口重新开始数据转发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状态，中间状态经过 Forward Delay 时间

的延时后才能进入转发状态，这个延时保证了新的配置消息已经传遍整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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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Time 用于交换机检测链路是否存在故障。交换机每隔 Hello Time 时间会向周

围的交换机发送 Hello 报文，以确认链路是否存在故障。 

Max Age 时间是用来判断配置消息是否“过时”的参数，交换机会将过时的配置消

息丢弃。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交换机的时间参数。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交换机的时间参数 

操作 命令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 Forward Delay 时间参数 stp timer forward-delay centi-seconds 

将指定交换机的 Forward Delay 时间参数恢复为

缺省值 undo stp timer forward-delay 

配置交换机的 Hello Time 时间参数 stp timer hello centi-seconds 

将交换机的 Hello Time 时间参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timer hello 

配置交换机的 Max Age 时间参数 stp timer max-age centi-seconds 

将交换机的 Max Age 时间参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timer max-age 

 

整个交换网络中所有的交换机采用 CIST 的根桥上的三个时间参数。 

  注意： 

 交换机的 Forward Delay时间参数的长短与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有关。一般来说，

网络直径越大，Forward Delay 时间就应该配置地越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Forward Delay 时间配置的过小，可能会引入临时的冗余路径；如果 Forward 
Delay 时间配置的过大，网络可能会较长时间不能恢复连通。建议用户采用缺省

值。 
 合适的 Hello Time 时间值可以保证交换机能够及时发现网络中的链路故障，又不

会占用过多的网络资源。建议用户使用缺省值。如果用户设置的 Hello Time 时间

值过长，在链路发生丢包时，交换机会误以为链路出现了故障，从而引发网络设

备重新计算生成树；如果用户设置的 Hello Time 时间值过短，交换机将频繁发送

重复的配置消息，增加了交换机的负担，浪费了网络资源。 
 如果用户配置的 Max Age 时间过小，网络设备会频繁地计算生成树，而且有可

能将网络拥塞误认成链路故障；如果用户配置的 Max Age 时间过大，网络设备

很可能不能及时发现链路故障，不能及时重新计算生成树，从而降低网络的自适

应能力。建议用户采用缺省值。 

 

根桥的 Hello Time、Forward Delay 以及 Max Age 三个时间参数取值之间应该满足

如下公式，否则网络会频繁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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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Forward Delay －1 second) >= Max Age 

Max Age >= 2 × (Hello Time+ 1 second) 

建议用户使用 stp bridge-diameter 命令指定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及 Hello Time，
MSTP 会自动计算出这三个时间参数的比较优的取值。 

缺省情况下，Forward Delay 时间为 1500 厘秒（即 15 秒），Hello Time 时间为 200
厘秒（即 2 秒），Max Age 时间为 2000 厘秒（即 20 秒）。 

1.2.8  配置特定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 

交换机每隔一定时间会向周围的网桥发送 Hello 报文，以确认链路是否存在故障。

通常如果交换机在 3 倍的 hello time 时间内没有收到上游交换机发送的 Hello 报文，

就会认为上游交换机已经故障，从而重新进行生成树的计算。在非常稳定的网络中，

可能由于上游交换机的繁忙而导致这种生成树的重新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

以通过配置来延长超时时间，从而避免这种无谓的生成树计算。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使超时时间从原来的 3 倍的 Hello 
Time 延长到更长时间。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配置特定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 

操作 命令 

配置特定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 stp timer-factor number 

将特定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timer-factor 

 

一般情况下，在稳定的网络中，推荐用户将超时时间因子设置为 5、6 或者 7。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的超时时间因子为 3。 

1.2.9  配置端口的最大发送速率 

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是用来表示端口在每 Hello Time 时间内 多可发送多少个

MSTP 报文的参数。 

以太网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与端口的物理状态和网络结构有关，用户可以根据实际

的网络情况对其进行配置。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配置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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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配置端口的最大发送速率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transmit-limit  packetnum

将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transmit-limit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端口的最大发送速率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 stp transmit-limit packetnum 

将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transmit-limit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 

如果该参数被配置的过大，则每个 Hello Time 内发送的 MSTP 报文数就很多，从而

占用过多的网络资源。建议用户采用缺省值。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上所有以太网端口的 大发送速率为 10。 

1.2.10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或者非边缘端口 

边缘端口是指：不直接与任何交换机连接，也不通过端口所连接的网络间接与任何

交换机相连的端口。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来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或者非边缘端口。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端口是否可以作为边缘端口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edged-port enable 

配置端口为非边缘端口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edged-port disable 

将端口恢复为缺省的非边缘端口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edged-port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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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配置端口是否可以作为边缘端口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stp edged-port enable 

配置端口为非边缘端口 stp edged-port disable 

将端口恢复为缺省的非边缘端口 undo stp edged-port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或者非边缘端口。 

用户如果将某个端口指定为边缘端口，那么当该端口由堵塞状态向转发状态迁移时，

这个端口可以实现快速迁移，而无需等待延迟时间。用户只能将与终端连接的端口

设置为边缘端口。该参数对所有生成树实例有效，也就是说，当端口被配置为边缘

端口或非边缘端口时，该端口在所有生成树实例上都被设置为边缘端口或非边缘端

口。 

如果交换机使能了 BPDU 保护，当被设置为边缘端口收到来自用户的 BPDU 报文，

则该边缘端口会被关闭，仅有网络管理员能将它重新打开。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所有以太网端口均被配置为非边缘端口。 

  说明： 

对于直接与终端相连的端口，请将该端口设置为边缘端口，同时启动 BPDU 保护功

能。这样既能够使该端口快速迁移到转发状态，也可以保证网络的安全。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下挂设备使能了 STP 功能，请不要在该下挂设备上配置边缘端口，否

则会导致系统删除该端口上的 MAC 地址表项、ARP 地址表项操作失败。 

 

1.2.11  配置端口的 Path Cost 

Path Cost 即路径开销，是与端口相连的链路速率相关的参数。在支持 MSTP 的交

换机上，端口在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可以拥有不同的路径开销。设置合适的路径开

销可以使不同 VLAN 的流量沿不同的物理链路转发，从而实现按 VLAN 负荷分担的

功能。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来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STP 第 1 章  MSTP 配置

 

1-22 

表1-16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instance instance-id ] 
cost cost 

将端口的路径开销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instance 
instance-id ] cost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7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cost cost 

将端口的路径开销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cost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端口路径开销改变时，MSTP 会重新计算端口的角色并进行状态迁移。instance-id
为 0 时表示设置为 CIST 的路径开销。 

缺省情况下，由 MSTP 计算各个端口的路径开销。 

1.2.12  STP 端口 STP Path Cost 计算标准 

Path Cost 即路径开销，是与端口相连的链路速率相关的参数。在支持 MSTP 的交

换机上，端口在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可以拥有不同的路径开销。设置合适的路径开

销可以使不同 VLAN 的流量沿不同的物理链路转发，从而实现按 VLAN 负荷分担的

功能。 

在计算聚合链路 Path Cost 值时，802.1D-1998 标准不考虑该聚合链路的链路数量。

802.1T 标准则考虑聚合链路的链路数量，计算公式为 Path Cost= 200,000,000/link 
speed in 100Kbps，公式中链路速率为聚合链路中处于非阻塞状态的端口速率之和。

详细的端口速率与端口路径开销的对应关系请参见下表。 

表1-18 端口速率与端口路径开销对应表 

端口速率 双工状态 802.1D-1998  IEEE 802.1t  私有标准 

0 - 65535 200,0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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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速率 双工状态 802.1D-1998  IEEE 802.1t  私有标准 

10Mb/s 

Half-Duplex 
Full-Duplex 
Aggregated 
Link 2 Ports 
Aggregated 
Link 3 Ports 
Aggregated 
Link 4 Ports 

100 
100 
95 
95 
95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666,666 
500,000 

2,000 
2,000 
1,800 
1,600 
1,400 

100Mb/s 

Half-Duplex 
Full-Duplex 
Aggregated 
Link 2 Ports 
Aggregated 
Link 3 Ports 
Aggregated 
Link 4 Ports 

19 
19 
15 
15 
15 

200,000 
200,000 
100,000 
66,666 
50,000 

200 
200 
180 
160 
140 

1000Mb/s 

Full-Duplex 
Aggregated 
Link 2 Ports 
Aggregated 
Link 3 Ports 
Aggregated 
Link 4 Ports 

4 
3 
3 
3 

20,000 
10,000 
6,666 
5,000 

20 
18 
16 
14 

10G/s 

Full-Duplex 
Aggregated 
Link 2 Ports 
Aggregated 
Link 3 Ports 
Aggregated 
Link 4 Ports 

2 
1 
1 
1 

2,000 
1,000 
666 
500 

2 
1 
1 
1 

 

用户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指定交换机计算路径开销所采用的标准。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指定交换机计算路径开销所采用的标准 

操作 命令 

设定交换机在计算与交换机相连的链路的缺

省 Path Cost 时采用的标准 
stp pathcost-standard { dot1d-1998 | dot1t 
| legacy } 

设定交换机在计算与交换机相连的链路的缺

省 Path Cost 时采用缺省的标准 undo stp pathcost-standard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按照 legacy 标准来计算端口的缺省 Path Cos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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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在生成树计算过程中端口优先级是确定该端口是否会被选为根端口的重要依据，同

等条件下优先级高的端口将被选为根端口。在支持 MSTP 的交换机上，端口可以在

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拥有不同的优先级，使同一端口在不同的生成树实例中担任不

同的角色，从而使不同 VLAN 的数据沿不同的物理路径传播，实现按 VLAN 进行负

荷分担的功能。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来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instance 
instance-id port priority  priority 

将端口的优先级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instance 
instance-id port priority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port priority priority 

将端口的优先级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port priority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端口优先级改变时，MSTP 会重新计算端口的角色并进行状态迁移。一般情况下，

配置的值越小，端口的优先级就越高。如果交换机所有的以太网端口采用相同的优

先级参数值，则以太网端口的优先级高低就取决于该以太网端口的索引号。改变以

太网端口的优先级会引起生成树重新计算。用户可以根据组网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端

口的优先级。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所有以太网端口的优先级为 128。 

1.2.14  配置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点对点链路是两台交换机之间直接连接的链路。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来配置端口相连的链路是否是点对点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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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2 配置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point-to-point 
force-true 

配置端口没有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point-to-point 
force-false 

配置 MSTP 自动检测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

相连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point-to-point 
auto 

将端口设置为缺省的自动检测是否与点对点

链路相连的状态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point-to-point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3 配置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stp point-to-point force-true 

配置端口没有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stp point-to-point force-false 

配置 MSTP 自动检测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stp point-to-point auto 

将端口设置为缺省的自动检测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的

状态 undo stp point-to-point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与端口相连的链路是否是点对点链路。 

设置为点对点链路相连的两个端口，如果端口角色满足一定条件，则可以通过传送

同步报文快速迁移到转发状态，减少了不必要的转发延迟时间。如果该参数被配置

为自动模式，MSTP 可以自动检测当前的以太网端口是否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说明： 

对于汇聚端口，只有汇聚端口的主端口才可以被配置成与点对点链路相连；一个端

口工作在自协商模式，协商出来的工作模式是全双工，可以将此端口配置为点对点

链路。 

 

本配置对 CIST 和所有的 MSTI 有效，当端口被设置为与点对点链路相连或与非点对

点链路相连，则该端口在所有生成树实例上均被设置为与点对点链路相连或与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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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链路相连。如果端口实际物理链路不是点对点链路，用户错误配置为强制点对

点链路，则有可能会引入临时回路。 

缺省情况下，该参数被配置为 auto。 

1.2.15  配置端口的 mCheck 变量 

在支持 MSTP 的交换机上端口有两种工作模式：STP 兼容模式、MSTP 模式。 

假设在一个交换网络中，运行 MSTP 的交换机的端口连接着运行 STP 的交换机，该

端口会自动迁移到 STP 兼容模式下工作；但是此时如果运行 STP 协议的交换机被

拆离，该端口不能自动迁移到 MSTP 模式下运行，仍然会工作在 STP 兼容模式下。

此时可以通过执行 mCheck 操作迫使其迁移到 MSTP 模式下运行。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操作 命令 

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mcheck 

 

  说明： 

交换机的 MSTP 默认运行模式都是 MSTP 模式，这种模式是可以兼容 RSTP 以及

STP 模式的(即同时可以识别 MSTP 的 BPDU 和 STP 以及 RSTP 的 config BPDU)；
而 STP 模式交换机只能识别 MSTP 桥和 RSTP 桥发来的 Config BPDU(STP 的

BPDU)。当交换机运行在 STP 兼容模式下，重新切换到 MSTP 模式后，不执行 stp 
mcheck 就不会发送 MSTP 的 BPDU，导致与其相连的设备仍然向它发送 Config 
BPDU(STP 的 BPDU)，会引起相同配置但不在一个域等系列问题。因此，在更改过

stp mode 后，要注意 stp interface mcheck 的应用。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5 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操作 命令 

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stp mcheck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配置端口的 mCheck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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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该命令必须在交换机运行 MSTP 的情况下进行配置，如果交换机的

协议运行模式被配置为 STP 兼容模式，该命令无效。 

1.2.16  配置交换机系统或者端口在 stp 拓扑改变时清除动态 ARP 表项功能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或者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配置交换机系统或者端口清除动态 ARP 表项功能 

操作 命令 

配置交换机系统或者端口在 STP 拓扑改变时

清除动态 ARP 表项功能 stp reset-arp enable 

取消交换机系统或者端口在 STP 拓扑改变时

清除动态 ARP 表项功能 stp reset-arp disable 

配置交换机的 Root 保护功能（系统视图）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root-protection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系统视图下配置了清除动态 ARP 表项功能，则在 STP 拓扑

改变时，系统中的所有端口的 ARP 表项将被删除；如果只在端口视图下配置了清除

动态 ARP 表项功能，则只有指定端口的 ARP 表项被删除。 

1.2.17  配置交换机的保护功能 

支持 MSTP 的交换机提供 BPDU 保护功能、Root 保护功能、环路保护功能和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 

1. BPDU 保护功能 

对于接入层设备，接入端口一般直接与用户终端（如 PC 机）或文件服务器相连，

此时接入端口被设置为边缘端口以实现这些端口的快速迁移；当这些端口接收到配

置消息（BPDU 报文）时系统会自动将这些端口设置为非边缘端口，重新计算生成

树，引起网络拓扑的震荡。这些端口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收到生成树协议的配置消

息。如果有人伪造配置消息恶意攻击交换机，就会引起网络震荡。BPDU 保护功能

可以防止这种网络攻击。 

2. Root 保护功能 

生成树的根桥及备份交换机应该处于同一个域内，特别是对于 CIST 的根桥和备份

交换机，由于网络设计时一般会把 CIST 的根桥和备份交换机放在一个高带宽的核

心域内。但是由于维护人员的错误配置或网络中的恶意攻击，网络中的合法根桥有

可能会收到优先级更高的配置消息，这样当前根桥会失去根桥的地位，引起网络拓

扑结构的错误变动。这种不合法的变动，会导致原来应该通过高速链路的流量被牵

引到低速链路上，导致网络拥塞。Root 保护功能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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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路保护功能 

依靠不断接收上游交换机发送的 BPDU，交换机可以维持根端口和其他阻塞端口的

状态。但是由于链路拥塞或者单向链路故障，这些端口会收不到上游交换机的

BPDU。此时下游交换机会重新选择端口角色，收不到 BPDU 的下游桥端口会转变

为指定端口，而阻塞端口会迁移到转发状态，从而交换网络中会产生环路。环路保

护功能会抑制这种环路的产生。 

  说明： 

对于配置了环路保护的端口，当接收不到上游交换机发送的 BPDU，环路保护生效

时，如果该端口参与了 STP 计算，则不论其角色如何， 该端口上的所有实例将一

直被设置为 Discarding 状态。 

 

4. 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 

交换机在接收到 TC-BPDU 报文后，会执行 MAC 地址表项和 ARP 表项的删除操作。

在有人伪造 TC-BPDU 报文恶意攻击交换机时，交换机短时间内会收到很多的

TC-BPDU 报文，频繁的删除操作给交换机带来很大负担，给网络的稳定带来很大隐

患。 

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使能后，交换机在收到 TC-BPDU 报文后的一

定时间内（一般为 15 秒），只进行一次删除操作，同时监控该时间段内是否收到

TC-BPDU 报文。如果在该时间段内收到了 TC-BPDU 报文，则交换机在该时间超时

后再进行一次删除操作。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删除 MAC 地址表项和 ARP 表项。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交换机的保护功能。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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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 配置交换机的保护功能 

操作 命令 

配置交换机的 BPDU 保护功能（系统视图） stp bpdu-protection 

恢复配置交换机的 BPDU 保护功能为缺省的关

闭状态（系统视图） undo stp bpdu-protection 

配置交换机的 Root 保护功能（系统视图）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root-protection

恢复配置交换机的 Root保护功能为缺省的关闭

状态（系统视图）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root-protection 

配置交换机的 Root保护功能（以太网端口视图） stp root-protection 

恢复配置交换机的 Root保护功能为缺省的关闭

状态（以太网端口视图） undo stp root-protection 

配置交换机的环路保护功能（以太网端口视图） stp loop-protection 

恢复配置交换机的环路保护功能为缺省的关闭

状态（以太网端口视图） undo stp loop-protection 

配置交换机的环路保护功能（系统视图）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loop-protection

恢复配置交换机的环路保护功能为缺省的关闭

状态（系统视图） 
undo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loop-protection 

启动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系统

视图） stp tc-protection enable 

关闭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系统

视图） stp tc-protection disable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端口下挂设备不会向交换机发送 STP 报文，请不要配置

loop-protection 命令，否则可能导致该端口长时间被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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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不能收到对端的 BPDU 报文的端口，请参考以下分类情况： 
 如果端口无法肯定对端是否已经启动了 STP 协议，则不建议该端口配置 stp 

loop-protection 命令； 
 端口是根端口或 Alternate 端口，则可以配置 stp loop-protection 命令； 
 端口是域边界上的指定端口，并且配置了 stp loop-protection 命令，如果该端

口所在的实例多于对端端口，则本端口在其他实例上的状态和本端口在 0 实例上

的端口状态一致； 
 在指定上游端口上配置 stp loop-protection，如果它的下游端口不包含该端口

的 VLAN 时，则该上游端口的某些实例可能会长时间被阻塞；或者即使上游端口

的实例不被阻塞，不在下游端口的 VLAN 同样不能通过该下游端口。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只启动防止 TC-BPDU 报文攻击的保护功能，不启动 BPDU 保

护功能、Root 保护功能和环路保护功能。 

交换机上启动了 BPDU 保护功能以后，如果边缘端口收到了配置消息，系统就将这

些端口关闭，同时通知网管这些端口被 MSTP 关闭。被关闭的端口只能由网络管理

人员恢复。 

对于设置了 Root 保护功能的端口，其在所有实例上的端口角色只能保持为指定端

口。一旦这种端口上收到了优先级高的配置消息，即其将被选择为非指定端口时，

这些端口的状态将被设置为侦听状态，不再转发报文（相当于将此端口相连的链路

断开）。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没有收到更优的配置消息时，端口会恢复原来的正常

状态。 

在对一个端口进行配置的时候，在 Loop 保护功能，Root 保护功能或者边缘端口设

置三个配置中，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配置生效。 

  说明： 

对于设置了 Loop 保护功能的端口，其在所有实例上的端口状态只能迁移成

discarding 状态。一旦这种端口上长时间收不到配置消息，即其将发生状态角色迁

移时，只发生角色的转换，但是仍然会维持 discarding 状态，不转发报文。这是为

了防止对端由于错误操作导致 BPDU 报文发不出，而该端口由于长时间收不到配置

消息直接进入 forwarding 转发状态所产生的环路。 

 

1.2.18  开启/关闭设备 MSTP 特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开启设备的 MSTP 特性。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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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8 开启/关闭设备 MSTP 特性 

操作 命令 

开启设备 MSTP 特性 stp enable  

关闭设备 MSTP 特性 stp disable  

将设备 MSTP 特性恢复为缺省的关闭状态 undo stp 

 

只有开启了设备的 MSTP 特性，MSTP 的其他配置才能生效。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MSTP 特性关闭，端口的 MSTP 特性开启。 

只有全局和端口都启动 MSTP 特性的情况下，端口的 MSTP 特性才生效。 

1.2.19  开启/关闭端口 MSTP 特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开启/关闭端口的 MSTP 特性。为了灵活地控制 MSTP 工作，

可以关闭交换机上特定以太网端口的 MSTP 特性，使这些端口不参与生成树计算，

节省交换机的 CPU 资源。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途径来开启/关闭端口 MSTP 特性。 

1.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9 开启/关闭端口 MSTP 特性 

操作 命令 

在端口上开启 MSTP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enable 

在端口上关闭 MSTP stp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disable 

 

2.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0 开启/关闭端口 MSTP 特性 

操作 命令 

在端口上开启 MSTP stp enable 

在端口上关闭 MSTP 协议 stp disable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开启或关闭端口上的 MSTP 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关闭以太网端口上的 MSTP 后，可能会产生冗余路径。 

缺省情况下，设备 MSTP 特性开启后所有端口上的 MSTP 特性都是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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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关闭 BPDU 报文在端口默认 VLAN 内广播特性 

如果交换机没有使能 STP，或者虽然在全局使能了 STP 但某个端口关闭了 STP 功

能，则进入该端口的 BPDU 报文会在端口的默认 VLAN 内广播，并影响其它端口下

设备的 STP 运算。使用 stp non-flooding 命令可以丢弃进入接口板中未使能 STP
协议端口的 BPDU 报文，从而禁止 BPDU 报文在 VLAN 内的广播功能。 

表1-31 关闭 BPDU 报文在端口默认 VLAN 内广播特性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在未使能 STP 的端口上关闭

BPDU 广播功能 
stp non-flooding [ slot 
slotnum ] 

缺省情况下，设备在未使能 STP
的端口上广播 BPDU 报文 

 

  注意： 

建议在使能 STP 功能后，同时使能 BPDU 不广播功能，以免进入未参与 STP 运算

端口的 BPDU 报文转发到其它端口，造成 STP 运算混乱。但在打开 VPLS 功能的

单板上要避免使用该特性，否则 STP 报文不能在 VPLS 网络中透传。 

 

1.2.21  开启 STP 单端口环路检测特性 

如果交换机下游出现环路，并且此时该交换机和下游只有一条链路相连，一般的环

路检测功能无法检测到下游出现的环路。 

STP 单端口环路检测功能却可以检测到下游的环路，并且可以将检测到环路的端口

置为 SHUTDOWN 状态。 

表1-32 开启 STP 环路检测特性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配置环路检测功能 stp loop-detection 缺省情况下，设备关闭

环路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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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交换机下游出现环路时，STP 单端口环路检测功能可以检测到环路，并把该

端口置为 SHUTDOWN； 
 当环路解除时，则需要用户手动将该端口设置为 UP 状态； 
 对于指定端口，若既配置了单端口环路检测功能，又配置端口处于内环模式，该

端口就会被置为 Discarding 状态。 

 

1.2.22  配置设备支持标准 MSTP 或私有 MSTP 报文格式特性 

交换机目前支持两种格式的报文：私有格式和标准格式。 

当交换机与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设备相连接运行时，采用私有格式的

STP 报文；当与其它支持标准 STP 的设备相连接运行时，采用标准格式的 STP 报

文。 

另外，设备也具有进行自适应功能，即交换机根据接收的报文格式自动调整自己发

出的报文格式。 

表1-33 开启端口下标准或私有的报文格式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配置当前端口发送和接收指

定格式的报文 
stp compliance { legacy | 
dot1s | auto } 

缺省情况下，端口工作在 auto
模式下 

 

1.2.23  摘要侦听特性配置 

1. 摘要侦听特性简介 

根据 IEEE 802.1s 规定，只有域配置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相连的交换机才可以实现

MSTP 域内 MSTI 的完全互通。当交换机配置了 MSTP 以后，交换机之间通过识别

BPDU 数据报文内的配置 ID（由域名 ID 与配置摘要等一系列信息构成），来判断

相连的交换机是否与自己处于相同的域内。 

在网络中，由于其他厂商的交换机配置了与生成树相关的私有协议，即使域配置相

同，交换机之间不能实现 MSTP 域内的互通。 

摘要侦听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与其他厂商的交换机相连的端口开启了摘要

侦听后，当接收其他厂商交换机发送过来的 BPDU 报文时，交换机认为是来自同一

个域内的报文，同时将配置摘要记录下来；当发送 BPDU 报文给其他厂商交换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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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将配置摘要补充进去。这样，交换机就实现了和其他厂商交换机在 MSTP 域

内互通。 

需要注意的是： 

(1) 摘要侦听功能一定要在域内所有与其他厂商相连的交换机的域配置完全相同

的条件下使能，否则可能因为各交换机 VLAN 与实例映射关系不一致导致广播

风暴。 

(2) 在域内某些交换机使能摘要侦听功能的情况下，不能直接更改域配置。请在更

改域配置之前去使能该域内所有交换机的摘要侦听功能，否则在更改域配置的

过程中可能因为各交换机 VLAN 与实例映射关系不一致导致广播风暴。 

(3) 使能摘要侦听功能后，交换机内一直保存着 新接收的配置摘要，即使使能摘

要侦听功能的端口失效，此前接收的配置摘要仍然生效。 

2. 摘要侦听配置过程 

表1-34 摘要侦听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使能端口摘要侦听特性 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关闭摘要侦听

特性 

退出以太网端口视图 quit - 

使能全局摘要侦听特性 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必选，缺省情况下设备关闭摘要

侦听特性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在任意视图执行

 

  说明： 

 必须在使能端口摘要侦听特性后，才可以使能全局摘要侦听特性。 
 必须是在与其他厂商的交换机相连时才使能，否则不必要使能摘要侦听特性。 
 使能摘要侦听特性时要求与其他厂商的交换机配置完全相同。 
 域内与其他厂商交换机互连的端口必须全部使能摘要侦听特性。 
 在域内的边界端口不允许使能摘要侦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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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STP 域内互通实现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A 为友商交换机，其余为我司交换机，所有设备都启用 MSTP，并且域配置都相同。 

(2) 组网图 

Switc

GigabitEthernet2/1/1 

SwitchC Switch

h A

SwitchB

D SwitchE

GigabitEthernet2/1/2 

GigabitEthernet1/1/2 GigabitEthernet1/1/1 

 
图1-9 MSTP 域内互通实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Switch B 与 Switch A 直接相连，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1/1 以及端口

GigabitEthernet1/1/2 上使能 configuration digest snooping 特性，配置如下： 

< SwitchB>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1/1] 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SwitchB-GigabitEthernet1/1/1] quit 

[SwitchB]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1/2]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SwitchB-GigabitEthernet1/1/2] quit 

# 完成端口的配置之后，还需要在 Switch B 交换机上全局使能摘要侦听特性，配置

如下： 

[SwitchB]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进行以上配置后，所有交换机都可以进行 MSTP 域内 MSTI 互通了。 

1.2.24  快速迁移特性配置 

1. 快速迁移特性简介 

RSTP 和 MSTP 的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使用两种协议报文： 

 proposal 报文：指定端口请求快速迁移的报文。 

 agreement 报文：同意对端进行快速迁移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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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P 和 MSTP 均要求接收到下游交换机的 agreement 报文后，上游交换机的指定

端口才能进行快速迁移。不同之处如下： 

 对于 MSTP，上游交换机会先向下游设备发送 agreement 报文，下游交换机

在收到此报文后才会向上游发送 agreement 报文； 

 对于 RSTP，上游交换机不会向下游交换机发送 agreement 报文。 

图 1-10和图 1-11说明了RSTP和MSTP的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指定端口

根端口

交换机

口阻塞其他非边缘端口，

为Forwarding 状态，并
agreement 报文

上游交换机 下游

发送 proposal报文，请求快速切换

发送 agreement 报文

根端

自己转

向上游发送

指定端口转为

Forwarding 状态

 
图1-10 RSTP 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指定端口

根端口

机上游交换机 下游交换

发送 proposal报文，请求快速切换

发送agreement 报文指定端口转为

Forwarding 状态

发送agreement 报文
根端口转

并向上游发送

根端口阻塞其他

为 Forwarding 状态，

agreement 报文

非边缘端口

 
图1-11 MSTP 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RSTP和MSTP在快速迁移的配合上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当上游交换机运行RSTP，
下游交换机运行 MSTP，并且下游 MSTP不支持 RSTP兼容模式时，由于下游 MSTP
的根端口接收不到上游交换机的 agreement 报文，它不会向上游交换机发

agreement 报文，所以上游交换机的指定端口无法实现状态的快速迁移，只能在 2
倍的 Forward Delay 延时后变成 Forwarding 状态。 

在网络中，由于有些厂商的交换机配置了与生成树相关的私有协议，其指定端口的

状态迁移实现机制与 RSTP 类似，这就导致这些厂商的交换机作为上游交换机与运

行 MSTP 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互连时，上游的指定端口不能实现状态的快速迁

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提供了快速迁移特性。在运行 MSTP 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和某些厂商的交换机相连时，用户可以在作为下游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端口上使能快速迁移特性，则如果该端口是根端口，它在收到上

游指定端口的 proposal 报文后，会主动向上游发送 agreement 报文，而不是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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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上游的 agreement 报文后才发送 agreement 报文，这样就使上游交换机的指定

端口能够进行状态的快速迁移。 

2. 快速迁移配置 

(1) 配置准备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Switch）作为下游交换机，某些厂商的交换机作为上游交

换机，网络正确连接。 

上游交换机使能了与生成树相关的私有协议，其指定端口的状态迁移实现机制与

RSTP 类似。port1 是指定端口。 

下游交换机 9500 上使能 MSTP。port2 是根端口。 

友商交换机 Switch

P ort  2Port  1

 
图1-12 组网图 

(2) 配置过程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快速迁移特性 

表1-35 系统视图下快速迁移特性配置过程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快速迁移特性 
stp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no-agreement-check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快速迁移

特性处于关闭状态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配置快速迁移特性 

表1-36 以太网端口视图下快速迁移特性配置过程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使能快速迁移特性 stp no-agreement-check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快速迁移特性

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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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快速迁移特性仅可以在根端口或 Alternate 端口进行配置。 

 

1.3  MST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都可以显示配置后 MSTP 的运

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命令可以将有关 MSTP 的统计信息清除。在用户视图下执

行 debugging 命令可以对 MSTP 模块进行调试。 

表1-37 MST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本设备当前 MSTP 状态 display stp 

显示本设备及当前端口的配置信息 display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slot slot-num ] [ brief ] 

显示业务板的当前配置信息 display stp slot number [ brief ] 

显示域的配置信息 display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显示设备 TC 统计信息 display stp [ instance instanceid ] tc { all | detected 
| received | sent } 

清除 MSTP 的统计信息 reset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打开 MSTP 对指定端口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 lacp-key | 
packet | event } 

关闭 MSTP 对指定端口的调试开关

（收发报文、事件、错误等） 
undo debugging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 packet | event } 

打开 MSTP 对事件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event 

关闭 MSTP 对事件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event 

打开 MSTP 对收发报文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packet 

关闭 MSTP 对收发报文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packet 

打开 MSTP 的全局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all  

关闭 MSTP 的全局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all  

打开 MSTP 对指定实例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instance instance-id 

关闭 MSTP 对指定实例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instance instance-id 

打开 STP 协议全局错误调试开关或全

局事件开关 debugging stp { global-error | global-event } 

关闭 STP 协议全局错误调试开关或全

局事件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 global-error | global-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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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打开 Lacp 协议的 MD5 摘要信息的调

试开关 debugging stp lacp-key 

关闭 Lacp 协议的 MD5 摘要信息的调

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lacp-key 

打开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关闭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打开端口信息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im 

关闭端口信息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im 

打开端口角色选择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rs 

关闭端口角色选择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rs 

打开端口角色转换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rt 

关闭端口角色转换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rt  

打开端口状态转换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st 

关闭端口状态转换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st  

打开拓补改变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tcm  

关闭拓补改变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tcm  

打开端口协议迁移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pm 

关闭端口协议迁移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pm  

打开端口发送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tx 

关闭端口发送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ptx  

打开拓补改变保护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tcpm 

关闭拓补改变保护状态机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tp state-machine tcpm  

 

1.4  MSTP 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MSTP 使组网图中不同 VLAN 的报文按照不同的生成树转发。具体配置为：网

络中所有交换机属于同一个 MST 域，VLAN 10 的报文沿着实例 1 转发，VLAN 30
沿着实例 3 转发，VLAN 40 沿着实例 4 转发，VLAN 20 沿着实例 0 转发。 

组网图中，Switch A 和 Switch B 为汇聚层设备，Switch C 和 Switch D 为接入层设

备。VLAN 10、VLAN 30 在汇聚层设备终结，VLAN 40 在接入层设备终结，因此可

以配置实例 1 和实例 3 的树根分别为 Switch A 和 Switch B，实例 4 的树根为 Switc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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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chD

SwitchB

SwitchC

SwitchA Permit: all 
VLAN

Permit: VLAN 
10,20

Permit:
 VLAN 10,20

Permit: 
VLAN 20,30

Permit: VLAN 
20,40

Permit: VLAN 
20,30

 
图1-13 MSTP 配置组网图 

  说明： 

图中链路上的说明“Permit XXXX”表示该链路允许哪些 VLAN 的报文通过。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MST 域 

<H3C> system-view 

[H3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H3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H3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H3C-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H3C-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H3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H3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定义 Switch A 为实例 1 的树根 

[H3C] stp instance 1 root primary 

(2) 配置 Switch B 

# MST 域 

[H3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H3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H3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H3C-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H3C-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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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H3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定义 Switch B 为实例 3 的树根 

[H3C] stp instance 3 root primary 

(3) 配置 Switch C 

# MST 域 

[H3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H3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H3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H3C-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H3C-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H3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H3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定义 Switch C 为实例 4 的树根 

[H3C] stp instance 4 root primary 

(4) 配置 Switch D 

# MST 域 

[H3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H3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H3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H3C-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H3C-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H3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H3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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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PDU TUNNE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BPDU TUNNEL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BPDU TUNNEL简介

了解 BPDU TUNNEL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BPDU TUNNEL配置

BPDU TUNNEL 的配置举例 BPDU TUNNEL典型配置举例

 

1.1  BPDU TUNNEL 简介 

TUNNEL 功能可以使在不同地域的用户网络，通过运营商网络内指定的 VLAN 进行

报文的透明传输，从而使用户网络能够进行统一的生成树计算，并且用户网络和运

营商网络拥有各自的生成树，互不干扰。S9500 交换机现在实现两种 TUNNLE 功能，

BPDU TUNNEL 和 VLAN-VPN TUNNEL。 

VLAN-VPN TUNNEL 功能主要是用户网络中的所有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透明传输。

详细内容请参见“1-8 QinQ”中的 VLAN-VPN TUNNEL 部分。 

BPDU TUNNEL 功能主要实现用户网络中的 BPDU 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透明传输，

目前只实现 STP 报文的 BPDU TUNNEL 功能，后续将扩充其他控制报文的 BPDU 
TUNNEL 功能。 

如图 1-1中上部为运营商网络，下部为用户网络。其中运营商网络包括报文输入输

出设备，用户网络分别为用户网络A和用户网络B两个部分。通过在运营商网络两端

报文输入输出设备上的设置，在一端将报文的目的MAC地址格式替换成为特殊格式

的MAC地址，在另一端还原为目的MAC地址格式，从而使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实现

透明传输。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BPDU TUNNEL 第 1 章  BPDU TUNNEL 配置

 

1-2 

Packeting ingress/egress device Packeting in

Operator’s Network

User’s  Network

gress/egress device

Network A Network B

Network

 
图1-1 BPDU TUNNEL 网络层次示意图 

1.2  BPDU TUNNEL 配置 

1.2.1  配置准备 

MSTP 功能在交换机上正确配置。 

1.2.2  配置 BPDU TUNNEL 

表1-1 配置 BPDU TUNNEL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开启全局 BPDU TUNNEL
功能 

bpdu-tunnel dot1q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全局 BPDU TUNNEL
功能关闭 

只有全局 BPDU TUNNEL 功能打

开后，端口下配置的 BPDU 
TUNNEL 功能才能生效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关闭以太网端口的 STP 功

能 stp disable 

必选 

如果要启用 STP 协议的 BPDU 
TUNNEL 功能则需要先关闭端口

下的 ST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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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开启以太网端口 STP 协议

的 BPDU TUNNEL 功能 
bpdu-tunnel dot1q stp 

必选 

在打开 BPDU TUNNEL 功能的端

口上配置该命令，实现 STP 协议

的 BPDU TUNNEL 透传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都关闭 STP
报文的 BPDU-TUNNEL 功能 

 

1.3  BPDU TUNNEL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图 1-2中的Provider 1、Provider 2、Provider 3 交换机作为运营商网络接入设

备； 

 图 1-2中的Customer 1、Customer 2 作为用户网络接入设备； 

 Provider 1、Provider 2、Provider 3 之间通过 Trunk 端口实现连接； 

 通过在 Provider 的交换机端口 GigabitEthernet2/1/1、GigabitEthernet3/1/3 配

置了 STP 协议的 BPDU TUNNEL 功能，实现来自 Customer1、Customer2

的 STP 报文在运营商网络透传功能。 

2. 组网图 

Provider 1

GigabitEthernet

G igabitEthernet 2/1/2

GigabitEthernet 2/1 /1

GigabitEthernet 1/1/1

G igabitEthernet 2/1/3

GigabitEthernet 1 /1/1

G

GigabitEthernet 3/

G igabitEthernet 3/

GigabitEthernet

Provider 2

Customer 2

 1/1/2

igabitEthernet 3/1/1

1/2

1/3

 2/1/1

Provider 3

Customer 1  
图1-2 配置 BPDU TUNNEL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Provider 1 的配置 

# 将 GigabitEthernet1/1/1 端口以及 GigabitEthernet1/1/2 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

且允许 VLAN 2 通过，缺省的 VLAN ID 是 VL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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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system-view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1 

[H3C-GigabitEthernet1/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1/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1/1/1] port trunk pvid vlan 5 

[H3C-GigabitEthernet1/1/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2 

[H3C-GigabitEthernet1/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1/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1/1/2] port trunk pvid vlan 5 

(2) Provider 2 的配置 

# 全局使能 BPDU TUNNEL 功能，将 GigabitEthernet 2/1/1 端口设置为 Access 端

口，且允许VLAN 2通过，GigabitEthernet2/1/2和GigabitEthernet2/1/3配置为Trunk
端口，缺省的 VLAN ID 是 VLAN 5。 

<H3C> system-view 

[H3C] bpdu-tunnel dot1q enable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access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access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2/1/1] stp disable 

[H3C-GigabitEthernet2/1/1] bpdu-tunnel dot1q stp 

[H3C-GigabitEthernet2/1/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2 

[H3C-GigabitEthernet2/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2/1/2] port trunk pvid vlan 5 

[H3C-GigabitEthernet1/1/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3 

[H3C-GigabitEthernet2/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2/1/3] port trunk pvid vlan 5 

(3) Provider 3 的配置 

# 全局使能 BPDU TUNNEL 功能，将 GigabitEthernet3/1/3 端口设置为 Access 端

口，将 GigabitEthernet3/1/2 端口、GigabitEthernet3/1/3 端口设置为 Trunk 端口，

且允许 VLAN 2 通过，缺省的 VLAN ID 是 VLAN 5。 

<H3C> system-view 

[H3C] bpdu-tunnel dot1q enable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3/1/3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rt link-type access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rt access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3/1/3] stp disable 

[H3C-GigabitEthernet3/1/3] bpdu-tunnel dot1q stp 

[H3C-GigabitEthernet3/1/3]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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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GigabitEthernet3/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3/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3/1/2] port trunk pvid vlan 5 

[H3C-GigabitEthernet3/1/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3/1/3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rt trunk pvid vl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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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HVRP 配置操作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HVR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HVRP简介

了解 HVR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HVRP配置

显示配置后 HVRP 的运行情况、清除 HVRP
的统计信息等 HVRP配置的显示和维护

HVRP 的配置举例 HVRP典型配置举例

 

1.1  HVRP 简介 

1.1.1  HVRP 的提出 

目前运营商在组建城域网时，网络拓扑结构通常采用环状或者树状结构。不管采用

哪种拓扑结构，都需要汇聚层设备能够支持大量的 MAC 地址表项，以满足下挂用

户总数的需求。随着网络中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交换机支持的 MAC 地址规格可

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导致部分用户的 MAC 地址无法被交换机学习。这时报文会

在 VLAN 内广播，从而占用网络带宽，影响网络性能。 

HVRP（Hierarchy VLAN Register Protocol，分层 VLAN 注册协议）协议可以解决

交换机 MAC 地址规格小于下挂用户数目的问题。HVRP 可以区分用户 VLAN（Local 
VLAN）和非用户 VLAN，在特定组网环境下，通过在端口上实现 VLAN 的动态注册

和老化，达到节约 MAC 地址的目的，从而提高整台设备的用户容量。 

1.1.2  HVRP 的基本概念 

1. HVRP 

HVRP 在特定组网环境下能够节约交换机的 MAC 地址空间，提高网络的可扩展性。 

2. HVRP 端口 

配置了 HVRP 属性的端口，即能够收发处理 HVRP 协议报文的端口。 

3. HVRP 根端口 

端口上配置了 HVRP 属性，且该端口的 STP 角色是根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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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VRP 指定端口 

端口上配置了 HVRP 属性，且该端口的 STP 角色是指定端口。 

5. 本地 VLAN 

没有使能 HVRP 的端口所在的 VLAN 为本地 VLAN。 

6. VLAN 注册 

HVRP 端口将符合条件的 VLAN 加到该端口上。 

7. VLAN 老化 

HVRP 端口将指定的 VLAN 从该端口删除。 

8. 永久 VLAN 

创建之后不会被 HVRP 端口老化的 VLAN。 

9. 发送 Local VLAN 

HVRP 协议报文中包含 Local VLAN 的消息，使能了 STP 功能后，由 HVRP 根端口

发送 HVRP 协议报文。 

10. 注册 VLAN 定时器 

根端口每隔一个定时器周期发送一个 HVRP VLAN 注册报文。 

11. 注册 VLAN 老化定时器 

在注册 VLAN 老化定时间隔内，HVRP 指定端口没收到某个 VLAN 的注册报文，相

应的 VLAN 被老化。 

1.1.3  HVRP 的工作机制 

HVRP 协议通过动态 VLAN 注册、老化，将那些不参与转发报文的端口上的 VLAN
老化掉，只保留必需的 VLAN。当 VLAN 内端口数小于或等于 2 时，就可以不学习

MAC，而直接在 VLAN 内广播数据报文，同时不影响网络带宽。 

以图 1-1为例，介绍一下HVRP协议的工作机制。 

 全网使能 STP； 

 交换机之间互连的端口为 Trunk 端口，端口上都使能了 HVRP，且允许通过的

VLAN 一致，都允许 VLAN201～VLAN 600 通过； 

 非 STP 环上的端口不能使能 HV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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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4

用户3用户2

用户1

Switch1

Switch2

Switch3 Switch4

Switch5

VLAN201-VLAN400 V

VLAN401-VLAN500 VL

BAS等三层设

VLAN201-VLAN

LAN201-VLAN400

AN501-VLAN600

备

600

 
图1-1 HVRP 协议简介示意图 

(1) VLAN 的注册 

 每台设备都周期性地将本设备的 Local VLAN 从 HVRP 根端口发出去。 

 每台设备将其他设备发送过来的 Local VLAN 从自己的根端口转发出去，同时

将从指定端口收到的这些 Local VLAN 注册到本端口上去。 

 根桥只将收到的 Local VLAN 注册到收到 HVRP 报文的端口上去。 

 VLAN 注册只能在 HVRP 指定端口上进行。 

 端口上注册的 VLAN 必须是端口上静态配置的允许通过的 VLAN，如某 HVRP

指定端口不属于 VLAN999，即使收到包含 VLAN999 的 Local VLAN，也不能

注册成功。 

 VLAN 注册与老化是相对应的。 

(2) VLAN 的老化 

HVRP 指定端口如果在 VLAN 老化周期内没有收到 VLAN 注册信息，则对端口上的

VLAN 进行老化。 

(3) Local VLAN 的发送及维护 

当 Local VLAN 发生变化时（如某 VLAN 原先是 Local VLAN，由于配置改变，现在

不是 Local VLAN 了），交换机立即通过 HVRP 根端口将 Local VLAN 发送出去。 

HVRP 根端口上存在一定时器，周期发送 Local VLAN 注册报文。 

(4) HVRP 端口状态发生 UP、DOWN 的状态转换处理 

当 HVRP 端口状态发生 UP、DOWN 的状态变化时，老化的 VLAN 可能导致整网二

层报文不能正确转发。因此一旦检测到 HVRP 端口状态发生 UP 或者 DOWN 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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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4

换时，系统就立即发送 restore 报文，通知网络里的所有交换机，将所有已经被老化

的 VLAN 重新注册到原端口上。 

(5) STP 端口角色变化的处理 

HVRP 端口 STP 角色变化时，要立即将端口上老化掉的 VLAN 重新注册到该端口。 

(6) VLAN 内端口计数 

 端口加入 VLAN、端口离开 VLAN、VLAN 注册、VLAN 老化等，都需要更新

VLAN 内端口计数。 

 计数时聚合端口只算一个端口。 

(7) 设置 VLAN 内 MAC 学习方式 

 当 VLAN 内非老化端口数大于 2 时，学习 MAC； 

 当 VLAN 内非老化端口数小于或等于 2 时，不学习 MAC，同时删除原先学习

到的动态 MAC。 

1.1.4  HVRP 支持的网络拓扑结构 

1. 单环网络 

用户3用户2

用户1

Switch1

Switch2

Switch3 Switch4

Switch5

BAS等三层设备

 
图1-2 HVRP 支持的单环网络示意图 

单环网络特点： 

 整个网络都使能 STP。 

 Switch1、Switch2、Switch3、Switch4、Switch5 都是二层交换机，Switch1

是根桥，其它设备都通过 Switch1 接入三层设备。 

 Switch3 与 Switch4 之间的链路被 STP 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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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中的用户指该设备下挂的所有用户，包括终端用户、DSLAM用户等。 

 实际组网中 Switch1 可以是一个二/三层设备。 

2. 多环网络 

用户1-2 用户1-3 用户N-2 用户

用户1-1
用户1-4 用户N-1

BAS等三层设备

Switch1

Switch1-2 Switch1-5 SwitchN-2

SwitchN-3Switch1-3 Switch1-4

第一个环 第N个环

N-3

用户N-4

SwitchN-5

SwitchN-4

 
图1-3 HVRP 支持的多环网络示意图 

多环网络特点： 

 整个网络都使能 MSTP，每个环对应一个 MSTP 实例，所有设备属于同一个

域。 

 Switch1-2、Switch1-3、Switch1-4、Switch1-5、Switch N-2、Switch N-3、

Switch N-4、Switch N-5 都是二层交换机，Switch1 是所有实例的根桥，其它

设备都通过 Switch1 接入三层设备（这里 Switch1 本身也可以是二/三层设备）。 

1.2  HVRP 配置 

HVRP 配置包括： 

 配置HVRP功能 

 配置HVRP时间参数和属性  

 配置HVRP的VLAN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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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配置 HVRP 功能 

该配置分为在全局视图下开启 HVRP 功能和在 HVRP 视图下开启 HVRP 功能。在

系统视图下全局关闭 HVRP 功能，或者在 HVRP 视图下关闭端口上的 HVRP 功能

将会同时关闭端口上其它依赖 HVRP 的配置。 

1. 配置准备 

 启动 HVRP 的端口必须是 Trunk 口 

 全局生成树协议开启 

 全局 GVRP 关闭 

2. 配置 HVRP 功能 

表1-1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 HVRP 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 HVRP 功能 hvrp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HV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表1-2 在 HVRP 视图下配置 HVRP 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HVRP 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 必选 

使能 HVRP 功能 hvrp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HVRP 的 HV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注意： 

 启动 HVRP 的端口必须是 Trunk 口； 
 在 HVRP 下配置 HVRP 属性时，建议将 VLAN 1 从该端口删除； 
 只有在全局启动 HVRP 功能后，才能在 HVRP 上打开 HVRP 功能； 
 全局关闭 HVRP 功能将同时关闭所有端口上的 HVRP 功能； 
 使能 HVRP 功能后，不要在 VLAN 上配置 mac-address max-count 命令； 
 HVRP 不支持端口配置拷贝； 
 HVRP 与 GVRP 互斥； 
 XP4 类单板（XP4L 类单板除外）不支持 HVRP。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HVRP 第 1 章  HVRP 配置操作

 

1-7 

1.2.2  配置 HVRP 时间参数和属性 

HVRP 时间参数和属性配置的任务包含： 

 HVRP 注册 VLAN 定时器时长 

 HVRP 注册 VLAN 老化时间 

1. 配置准备 

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全局已开启 HVRP 功能 

 指定端口已经开启 HVRP 功能 

2. 配置 HVRP 时间参数和属性 

表1-3 配置 HVRP 时间参数和属性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HVRP 注册 VLAN 定时

器时长 
hvrp timer registervlan 
timer-num 

可选 

缺省情况下，HVRP 注册

VLAN 定时器时长为 5 秒 

配置 HVRP 注册 VLAN 老化

时间间隔 
hvrp timer registervlan-age 
timer-num 

可选 

缺省情况下，注册 VLAN 时间

老化间隔为 15 秒 

 

  注意： 

 配置时，HVRP 注册 VLAN 定时器时长必须小于 HVRP 注册 VLAN 老化时间间

隔。建议后者长度是前者的三倍以上。 
 对于环状拓扑，环上的每个设备定时器时长要一致。 

 

1.2.3  配置 HVRP 的 VLAN 属性 

HVRP 端口参数和属性配置的任务包含： 

 配置永久VLAN 

 配置系统老化所有VLAN  

HVRP 指定端口上的 VLAN 可能会被老化掉，永久 VLAN 则不能被老化。配置的前

提是指定的 VLAN 必须都已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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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永久 VLAN 

HVRP 端口上的 VLAN 可能会被老化掉，永久 VLAN 则不能被老化。 

只有在指定的 VLAN 必须都已经创建之后的情况下，才可以配置该 VLAN 的永久属

性。 

表1-4 配置永久 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永久 VLAN hvrp permanent-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可选 

缺省情况下，所有 VLAN 都不是

永久 VLAN。 

 

  注意： 

配置了 IP 地址的 VLAN 建议配置为永久 VLAN。 

 

2. 配置系统老化所有 VLAN 

对于单环网络、多环网络，既可以配置系统老化所有 VLAN 功能，又可以配置系统

只老化 Local VLAN 功能，建议使用默认配置。使用 hvrp vlan-age all 命令用来配

置系统老化所有 VLAN 功能。 

当交换机的位于相交环的相交点时，必须启用老化所有 VLAN 功能。 

表1-5 配置永久 VLAN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系统老化所有 VLAN 功能 hvrp vlan-age all 可选 

 

1.3  HVRP 配置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HVRP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以调试 HV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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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HV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 HVRP 的状态 display hvrp brief 

显示 HVRP 的详细信息 display hvrp verbose 

显示本地 VLAN 信息 display hvrp local-vlan 

显示端口实际允许通过的 VLAN 信息 display hvrp port-vlan 

打开 HVRP 错误调试开关 debugging hvrp error 

打开 HVRP VLAN 表调试开关 debugging hvrp info 

 

1.4  HVRP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网络拓扑结构为单环网络。 

 全局使能 STP，假定 Switch1 被推选为根桥； 

 Switch1、Switch2、Switch3、Switch4、Switch5 都是二层交换机，通过 Switch1

接入三层设备。 

 Switch3 与 Switch4 之间的链路被 STP 阻断。 

 用户 1 与用户 4 是家庭用户，只需要通过 Switch1 访问外网；用户 2 与用户 3

是企业用户，除需要通过 Switch1 访问外网外，还需要互访。 

 用户指设备下挂的所有用户，包括终端用户、DSLAM 用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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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4

2. 组网图 

用户3用户2

用户1

Switch1

Switch2

Switch3 Switch4

Switch5

VLAN201-VLAN400 V

VLAN401-VLAN500 VL

BAS等三层设

VLAN201-VLAN

Ethernet3/1/1
Ethernet 3/1/1

LAN201-VLAN400

AN501-VLAN600

备

600

 
图1-4 HVRP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Switch1～Switch5 设备上创建 VLAN 201～600，各下接用户设备的端口配置

允许通过相应的VLAN。如Switch2上连接用户 1设备端口Ethernet 3/1/1配置如下。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1  

[H3C-Ethernet3/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3/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1 to 500 

# 全局使能 STP 功能。 

[H3C-Ethernet3/1/1] quit 

[H3C] stp enable  

# 全局使能 HVRP 协议功能。 

[H3C] hvrp enable 

# 配置环网上端口 Ethernet 3/1/2 为 Trunk 端口，并配置允许通过相应的 VLAN。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2 

[H3C-Ethernet3/1/2] port link-type trunk 

[H3C-Ethernet3/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to 600 

# 在端口 Ethernet3/1/2 上使能 HVRP。 

[H3C-Ethernet3/1/2] hvr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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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 环上其它端口的配置与端口 Ethernet3/1/2 的配置类似，其它直接与用户相连的

端口配置同端口 Ethernet 3/1/1 的配置类似，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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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RRP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RRP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RRPP简介

配置主节点 主节点配置

配置传输节点 传输节点配置

配置边缘节点 边缘节点配置

配置辅助边缘节点 辅助边缘节点配置

显示配置后 RRPP 的运行情况、清除

RRPP 的统计信息等 RRPP的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主节点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边缘节点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辅助边缘节点配置举例  

典型配置举例：典型配置举例  

 

1.1  RRPP 简介 

RRPP(Rapid Ring Protection Protocol，快速环保护协议)是一个专门应用于以太网

环的链路层协议。它在以太网环完整时能够防止数据环路引起的广播风暴，而当以

太网环上一条链路断开时能迅速恢复环网上各个节点之间的通信通路。 

和 STP 协议相比，RRPP 协议有如下特点： 

 专用于以太网环形拓扑 

 响应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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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概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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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RRPP 域示意图 

1. 域 

具有相同域 ID、相同控制 VLAN 的交换机构成一个域。一个域可以包含多个以太网

环，其中有一个为主环，其他环为子环。环的角色由用户通过配置决定。 

如图 1-1所示Domain 1 就是一个RRPP域，它包含了两个以太网环Ring 1 和Ring 2，
以太网环上的所有节点属于这个RRPP域。 

2. 以太网环 

环形连接的以太网网络拓扑。RRPP 域建立在以太网环的基础上。RRPP 域中的环

分为主环和子环。在配置时，主环的级别配置为 0，子环的级别配置为 1。 

如图 1-1所示RRPP域Domain 1 中包含了两个以太网环Ring 1 和Ring 2。Ring 1 的

级别配置为 0，则Ring 1 为主环；Ring 2 的级别配置为 1，则Ring 2 为子环。 

每个环有两种状态。 

 健康状态：整个环网物理链路是连通的 

 断裂状态：环网中一处或者多处物理链路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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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 VLAN 和数据 VLAN 

 控制 VLAN 是一个特殊 VLAN，用来传递 RRPP 的协议报文。每个交换机上接

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属于控制 VLAN，而且也只有接入以太网环上的端口可以加

入此 VLAN，此 VLAN 的接口上不允许配置 IP 地址。 

 数据 VLAN 是用来传输数据报文的 VLAN，这种 VLAN 中包含交换机接入以太

网环网的端口和其他端口。 

4. 节点 

以太网环网上每个交换机都称为一个节点。节点有如下角色： 

 主节点：每个环上有一个主节点，它是发起环路探测和进行环路预防的主要操

作节点。 

 传输节点：每个环上除了主节点外的其他所有节点为传输节点。 

 边缘节点：同时位于主环和子环上的节点。该节点在主环上的角色是传输节点，

在子环上的角色为边缘节点。在 RRPP 域中，子环上有两个边缘节点，用户

需要指定其中一个为辅助边缘节点。 

节点角色由用户的配置决定。如图 1-1所示，Switch A是Ring 1 的主节点，Switch B、
Switch C和Switch D为Ring 1 的传输节点。Switch C、Switch D同时位于Ring 2 上，

因此Switch C和Switch D是边缘节点，用户可以指定其中一个为边缘节点，另一个

为辅助边缘节点。 

5. 主端口和副端口 

主节点和传输节点分别有两个端口接入以太网环，其中一个为主端口，另一个为副

端口。端口的角色由用户的配置决定。 

 主节点的主端口和副端口 

主节点的主端口用来发送环路探测报文，副端口用来接收环路探测报文。 

当以太网环处在健康状态时，主节点的副端口在逻辑上阻塞数据 VLAN，只允许控

制 VLAN 的报文通过。 

当以太网环处在断裂状态时，主节点的副端口将解除数据 VLAN 的阻塞状态，转发

数据 VLAN 的报文。 

  注意 

跨域相交环下不允许将主节点的副端口配置在公共链路上。 

 

 传输节点的主端口和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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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的角色由用户的配置决定。如图 1-1所示，Switch A的Ethernet 1/1/1 为主端口，

Ethernet 1/1/2 为副端口。Switch B、Switch C和Switch D为Ring 1 的传输节点，

Switch B的两个端口分别为主端口和副端口，Switch C和Switch D还包含一个聚合

组作为其RRPP端口，聚合链路是两个环的公共链路。在同域相交环下，这个聚合

组既可以配置成RRPP主端口，也可以配置成RRPP副端口。在跨域相交环下，这个

聚合组只能配置成RRPP主端口。 

  注意 

传输节点的主端口和副端口在功能上没有区别，但是跨域相交环下不允许将副端口

配置在公共链路上。 

 

6. 公共端口和边缘端口 

边缘节点接入子环的两个端口中，一个为公共端口，另外一个为边缘端口。公共端

口是边缘节点同时接入主环和子环的端口，而边缘端口是只接入子环的端口。 

端口的角色由用户的配置决定。如图 1-1所示，Switch C、Switch D同时位于Ring1
和Ring 2 上，Switch C的聚合组和Switch D的聚合组同时接入主环和子环，因此是

公共端口。Switch C的 Ethernet 1/1/1 和Switch D的 Ethernet 1/1/1 只接入子环，因

此是边缘端口。 

7. MAC 地址转发表 

交换机上的二层转发表，由交换机的源 MAC 地址学习的功能来更新。 

  注意： 

删除 MAC 地址转发表时，对应的 ARP 表项也会被删除。 

 

8. 定时器 

主节点在发送和接收 RRPP 协议报文时用到两个定时器：Hello 定时器和 Fail 定时

器。 

 Hello 定时器：定义主节点主端口发送健康检测报文的时间间隔的定时器。 

 Fail 定时器：定义主节点副端口接收健康检测报文的超时时间的定时器。Fail

定时器的值必须大于或等于 Hello 定时器取值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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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RRPP 的协议报文类型 

RRPP 协议报文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1-1 RRPP 协议报文 

报文类型 说明 

健康检测报文 由主节点发起，对网络进行环路检测 

链路 UP 报文 由传输节点发起，通知主节点环网中有链路 UP 

链路 Down 报文 由传输节点发起，通知主节点有端口 Down，环路消失 

COMMON-FLUSH-FD
B 报文 由主节点发起，通知传输节点更新各自 MAC 地址转发表 

COMPLETE-FLUSH-
FDB 报文 

由主节点发起，通知传输节点更新各自 MAC 地址转发表，同时通知

传输节点解除临时阻塞数据 VLAN 的端口的阻塞状态 

Edge-Hello 报文 由边缘节点发起，在主环控制 VLAN 发送，由辅助边缘节点接收，用

于检测主环是否正常 

Major-Fault 报文 缺省情况下，当辅助边缘节点在 4s 内没有收到 Edge-Hello 报文，则

会通过边缘端口向子环控制 VLAN 发送该报文，通知主环出现故障 

 

1.1.3  RRPP 运行机制 

1. 链路 Down 告警机制 

当传输节点发现自己任何一个属于 RRPP 域的端口 Down 时，都会立刻发送链路

Down 报文给主节点。主节点收到链路 Down 报文后立刻解除数据 VLAN 在其副端

口的阻塞状态，并发送 COMMON-FLUSH-FDB 报文通知所有传输节点，使其更新

各自的 MAC 地址转发表。 

2. 轮询机制： 

主节点的主端口定时在 Control VLAN 中发送健康检测报文。 

 如果环路是健康的，主节点的副端口将收到健康检测报文，主节点将保持副端

口的阻塞状态。 

 如果环路是断裂的，主节点的副端口在超时定时器超时后也无法收到健康检测

报文。主节点将解除数据 VLAN 在副端口的阻塞状态，同时发送

COMMON-FLUSH-FDB 报文通知所有传输节点，使其更新各自的 MAC 地址

转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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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路恢复 

传输节点上属于 RRPP 域的端口重新 UP 后，主节点可能会隔一段时间才能发现环

路恢复。这段时间对于数据 VLAN 来说，网络有可能形成一个临时的环路，从而产

生广播风暴。 

为了防止临时环路的产生，传输节点发现自己接入环网的端口重新 UP 后，立即将

其临时阻塞（只允许 Control VLAN 的报文通过），只有收到主节点发送的

COMPLETE-FLUSH-FDB 报文之后，才解除该端口的阻塞状态。对于跨域相交环公

共端口，在链路恢复 UP 后，必须收到所有其所属环的 COMPLETE-FLUSH-FDB
报文后才能解除端口的阻塞状态。 

1.1.4  RRPP 的典型组网 

RRPP 的正常运行依赖于用户正确的配置。下面介绍几种典型的组网。 

1. 单环 

Ring 1

M

T

T

T

Domain 1

Ring 1

M

T

T

T

Domain 1

Ring 1

M

T

T

T

Ring 1

M

T

T

T

Domain 1

 
图1-2 单环 

网络拓扑中只有一个环。此时只需定义一个 RRPP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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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切环 

Ring 1

Domain 2
Ring 2

Domain 1

TM

T
T

T

Domain 2

T

M

Ring 1

Domain 2
Ring 2

Domain 1

TM

T
T

T

Domain 2

T

M

Ring 1

Domain 2

Domain 1

TM

T
T

T

Domain 2

T

M

 
图1-3 相切环 

网络拓扑中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环。但是各个环之间只有一个公共节点。此时需要

针对每个环单独定义一个 RRPP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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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交环 

M T

Ring1

Ring 2

Domain1
T/A

M T

T/E

  
图1-4 同域相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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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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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ing 1

Ring 2

T/T

M

Domain 1

Domain 2

M T

T/T

T

Ring 1

Ring 2

T/T

M

Domain 1

Domain 2

M T

T/T

T

Ring 1

T/T

M

Domain 1

Domain 2

M T

T/T

T

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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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跨域相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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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中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环，如果某两个环有且只有两个共用节点，则称这

两个环为相交环。此时，对相交环可以有两个配置方案。方案一，只需要定义一个

RRPP域，选择其中一个环为主环，其他环为子环；方案二，采用跨域相交环的配

置方式，不同环保证不共用数据VLAN，具体配置请参见“1.7  典型配置举例”。 

1.2  主节点配置 

1.2.1  配置准备 

各个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各个端口都允许数

据 VLAN 的报文通过。 

1.2.2  主节点配置任务 

主节点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2 主节点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RRPP 域，并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必选，RRPP 域视图提示符和

输入的 domain-id 相关 

指定 RRPP 域的控制 VLAN control-vlan vlan-id 必选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 ring 的主

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pri-port 
secondary-port sec-port 
level level-value 

必选，其中 pri-port和 sec-port
可以表示单端口，也可以表示

聚合组。level 取 0 表示主环，

取 1 表示子环 

配置 RRPP 域定时器 
timer hello-timer 
hello-value fail-timer 
fail-value 

可选，Hello 定时器缺省值为

1s，Fail 定时器缺省值为 8s 

使能 RRPP 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使能 RRPP 协议 rrpp enable 必选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所有

RRPP 域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配置的

详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报文统

计信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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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为 RRPP 域配置的控制 VLAN 必须是没有在交换机上创建的 VLAN。 
 使用 undo rrpp domain 命令用来删除 RRPP 域时，必须保证 RRPP 域内没有

配置 RRPP 环。 
 当 RRPP 环处于 Complete 状态时，在主节点上执行 undo rrpp enabel 命令，

会导致环路，容易形成广播风暴。此时建议用户先在环路上的某个端口下执行

shutdown 命令，然后再执行 undo rrpp enable 命令以避免环路的形成。 

 

  说明： 

 RRPP 环网中不建议配置环回端口，尤其是在 RRPP 端口上不允许配置环回。 
 在核心的组网中，RRPP设备可能同时是二三层的核心设备，在这种组网下RRPP
设备主控板和接口板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一般情况下，

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不会影响倒换时间）。 
 在 RRPP 环网中，不允许配置端口优先级，如果必须要保证某些报文的优先级，

建议使用 traffic-priority。 
 RRPP 和 Smart Link、STP、BPDU TUNNEL 功能互斥，请不要在同一端口上同

时配置这些功能。 

 

1.2.3  主节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交换机处于 RRPP 域 1 

 配置控制 VLAN 为 4092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主环 1 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

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设置 Hello 定时器值为 2s，Fail 定时器值为 7s 

2.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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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timer hello-timer 2 fail-timer 7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H3C] display rrpp brief 

[H3C]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1 

[H3C]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1 

1.3  传输节点配置 

1.3.1  配置准备 

各个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各个端口都允许数

据 VLAN 的报文通过。 

1.3.2  传输节点配置任务 

传输节点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3 传输节点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RRPP 域，并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必选，RRPP 域视图提

示符和输入的

domain-id 相关 

指定 RRPP 域的控制
VLAN control-vlan vlan-id 必选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 ring 的

传输节点，并指定主端口

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 master | 
transit } prim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second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level 
level-value 

必选，其中 level 取 0 表

示主环，取 1 表示子环 

使能 RRPP 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使能 RRPP 协议 rrpp enab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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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所有

RRPP 域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交换机上RRPP配置

的详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RRPP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

在任意视图执行 

 

  注意： 

 为 RRPP 域配置的控制 VLAN 必须是没有在交换机上创建的 VLAN。 
 使用 undo rrpp domain 命令用来删除 RRPP 域时，必须保证 RRPP 域内没有

配置 RRPP 环。 

 

  说明： 

 RRPP 环网中不建议配置环回端口，尤其是在 RRPP 端口上不允许配置环回。 
 在核心的组网中，RRPP设备可能同时是二三层的核心设备，在这种组网下RRPP
设备主控板和接口板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一般情况下，

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不会影响倒换时间）。 
 在 RRPP 环网中，不允许配置端口优先级，如果必须要保证某些报文的优先级，

建议使用 traffic-priority。 

 

1.3.3  传输节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交换机处于 RRPP 域 1 

 配置控制 VLAN 为 4092 

 配置聚合组 2，将端口 Ethernet 1/1/2 和端口 Ethernet 1/1/3 加入聚合组 2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聚

合组 2 为副端口 

2.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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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2 

[H3C-Ethernet1/1/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3] quit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link-aggregation 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H3C] display rrpp brief 

[H3C]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1 

[H3C]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1 

1.4  边缘节点配置 

1.4.1  配置准备 

各个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各个端口都允许数

据 VLAN 的报文通过。 

1.4.2  边缘节点配置任务 

边缘节点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4 边缘节点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RRPP 域，并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必选，RRPP 域视图提示符和

输入的 domain-id 相关 

指定 RRPP 域的控制 VLAN control-vlan vlan-id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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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主环的传输

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 master | transit } 
prim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second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level level-value 

必选，其中 level-value 值取 0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子环的边缘

节点，并指定公共端口和边缘端

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edge common-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edge-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必选 

使能主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使能子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使能 RRPP 协议 rrpp enable 必选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所有

RRPP 域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配置的详

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 RRPP 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执行 

 

  注意： 

 为 RRPP 域配置的控制 VLAN 必须是没有在交换机上创建的 VLAN。 
 使用 undo rrpp domain 命令用来删除 RRPP 域时，必须保证 RRPP 域内没有

配置 RRPP 环。 
 配置交换机为边缘节点之前，必须先配置交换机在主环上的角色为传输节点或者

主节点。 
 在同一个 RRPP 域中，不同的环不能使用相同的 Ring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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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RRPP 环网中不建议配置环回端口，尤其是在 RRPP 端口上不允许配置环回。 
 在核心的组网中，RRPP设备可能同时是二三层的核心设备，在这种组网下RRPP
设备主控板和接口板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一般情况下，

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不会影响倒换时间）。 
 在 RRPP 环网中，不允许配置端口优先级，如果必须要保证某些报文的优先级，

建议使用 traffic-priority。 

 

1.4.3  边缘节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聚合组 2，将端口 Ethernet 1/1/2 和端口 Ethernet 1/1/3 加入聚合组 2 

 配置交换机处于 RRPP 域 1 

 配置控制 VLAN 为 4092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聚

合组 2 为副端口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子环 2 的边缘节点，聚合组 2 为公共端口，

Ethernet1/1/4 为边缘端口 

2.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2 

[H3C -Ethernet1/1/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Please wait... 

 Done.          

[H3C -Ethernet1/1/2]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 -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Please wait... 

 Done.          

[H3C -Ethernet1/1/3] quit 

[H3C] rrpp do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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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link-aggregation 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edge common-port link-aggregation 2 

edge-port Ethernet 1/1/4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H3C] display rrpp brief 

[H3C]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1 

[H3C]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1 

1.5  辅助边缘节点配置 

1.5.1  配置准备 

各个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且各个端口都允许数

据 VLAN 的报文通过。 

1.5.2  辅助边缘节点配置任务 

辅助边缘节点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5 辅助边缘节点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RRPP 域，并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必选，RRPP 域视图提示符和

输入的 domain-id 相关 

指定 RRPP 域的控制
VLAN control-vlan vlan-id 必选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主环

的传输节点，并指定主端

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 master | 
transit } prim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secondary-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level 
level-value 

必选，其中 level-value 值取 0
（取 0 表示主环，取 1 表示子

环) 

指定当前交换机为子环

的辅助边缘节点，并指定

公共端口和边缘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assistant-edge common-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edge-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ink-aggregation agg-id }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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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使能主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使能子环 ring ring-id enable 必选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使能 RRPP 协议 rrpp enable 必选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所

有 RRPP 域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配

置的详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 RRPP 报文统计信

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执行 

 

  注意： 

 为 RRPP 域配置的控制 VLAN 必须是没有在交换机上创建的 VLAN。 
 使用 undo rrpp domain 命令用来删除 RRPP 域时，必须保证当前交换机的

RRPP 域内没有配置 RRPP 环。 
 配置交换机为边缘节点之前，必须先配置交换机在主环上的角色为传输节点或者

主节点。 
 在同一个 RRPP 域中，不同的环不能使用相同的 Ring ID。 

 

  说明： 

 RRPP 环网中不建议配置环回端口，尤其是在 RRPP 端口上不允许配置环回。 
 在核心的组网中，RRPP设备可能同时是二三层的核心设备，在这种组网下RRPP
设备主控板和接口板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一般情况下，

延长 Fail-timer 的配置值不会影响倒换时间）。 
 在 RRPP 环网中，不允许配置端口优先级，如果必须要保证某些报文的优先级，

建议使用 traffic-priority 命令。 

 

1.5.3  辅助边缘节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交换机处于 RRPP 域 1 

 配置控制 VLAN 为 4092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

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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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交换机为 RRPP 域 1 的子环 2 的辅助边缘节点，Ethernet1/1/2 为公共端

口，Ethernet1/1/4 为边缘端口 

2.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assistant-edge common-port Ethernet 1/1/2 

edge-port Ethernet 1/1/4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H3C] display rrpp brief 

[H3C]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1 

[H3C]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1 

1.6  RRPP 的显示和维护 

表1-6 RRPP 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交换机上配置的所有 RRPP 域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配置的详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交换机上 RRPP 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清除 RRPP 统计信息 reset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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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典型配置举例 

  注意： 

当在 RRPP 环网上承载 VPLS 流量时，建议用户不要把 VPLS 私网端口和 RRPP 环

上端口重叠，如果无法避免重叠，请务必保证不要把 RRPP 主节点的副端口作为

VPLS 的私网端口。 

 

1.7.1  单环拓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Switch D 构成 RRPP 域 1 

 RRPP 域 1 的控制 VLAN 为 4092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构成主环 1 

 Switch A 为主环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各自的 Ethernet1/1/1 为

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主环的定时器取缺省值 

2. 组网图 

Ring 1

Switch A

T

Domain 1

Switch D

E1/1/1

E1/1/2

E1/1/1

E1/1/2
E1/1/1

E1/1/2

M

T

T

Switch C

E1/1/1
T

M

T

T

T T

T
Switch B

E1/1/2

T

  
图1-6 单环拓扑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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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Switch A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B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C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D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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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说明： 

配置完毕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 RRPP 的配置和报文统计情况。 

 

1.7.2  同域相交环拓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Switch D、Switch E 和 Switch F 构成 RRPP

域 1 

 RRPP 域 1 的控制 VLAN 为 4092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构成主环 1 

 Switch C、Switch D、Switch E 和 Switch F 构成子环 2 

 Switch A 为主环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Switch F 为子环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Switch C 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和子环的边缘节点，Ethernet 1/1/3 和 Ethernet 

1/1/4 所组成的聚合组 1 为公共端口，Ethernet1/1/1 为边缘端口 

 Switch D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和子环的辅助边缘节点，Ethernet 1/1/3和Ethernet 

1/1/4 所组成的聚合组 1 为公共端口，Ethernet1/1/1 为边缘端口 

 Switch B 为主环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

口 

 Switch E 为子环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

口 

 主环和子环的定时器都取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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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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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相交环拓扑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数据 VLAN 的报文通

过。 

 

 Switch A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B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RRPP 第 1 章  RRPP 配置

 

1-23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C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3]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4 

[H3C-Ethernet1/1/4]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4] quit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edge common-port link-aggregation 1 

edge-port Ethernet 1/1/1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D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3]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4 

[H3C-Ethernet1/1/4]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4] quit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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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assistant-edge common-port 

link-aggregation 1 edge-port Ethernet 1/1/1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E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1 

[H3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F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 -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H3C -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1 

[H3C -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H3C -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配置完毕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 RRPP 的配置和报文统计情况。 

1.7.3  跨域相交环拓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构成 RRPP 域 1，Switch C、Switch 

D、Switch E 和 Switch F 构成 RRPP 域 2 

 RRPP 域 1 的控制 VLAN 为 4090 

 RRPP 域 2 的控制 VLAN 为 4092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构成域 1 主环 1 

 Switch C、Switch D、Switch E 和 Switch F 构成域 2 主环 1 

 Switch A 为域 1 主环 1 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

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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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F 为域 2 主环 1 的主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

副端口 

 Switch C 为域 1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和域 2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3

和 Ethernet1/1/4 组成的聚合组 1 为主端口，Ethernet1/1/1 为副端口 

 Switch D 为域 1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和域 2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3

和 Ethernet1/1/4 组成的聚合组 1 为主端口，Ethernet1/1/1 为副端口 

 Switch B 为域 1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Switch E 为域 2 主环 1 的传输节点，Ethernet1/1/1 为主端口，Ethernet1/1/2

为副端口 

 主环和子环的定时器都取缺省值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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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相交环拓扑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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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注意： 

交换机上接入以太网环的端口已经配置为Trunk端口，并允许数据VLAN的报文通过。

为了保证不同域之间不存在相同的数据VLAN，尤其要保证各个端口在VLAN 1 上不

成环（VLAN 1 为默认VLAN），请在各个RRPP端口上执行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命令。

 

 Switch A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0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B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1 

[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0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C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3]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4 

[H3C-Ethernet1/1/4]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Ethernet1/1/4] quit 

[H3C] rrpp do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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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0 

[H3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domain 2 

[H3C-RRPP-domain2]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2]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1 level 0 

[H3C-RRPP-domain2]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2]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D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mode manual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3 

[H3C -Ethernet1/1/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 -Ethernet1/1/3]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4 

[H3C -Ethernet1/1/4]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Please wait... 

 Done.          

[H3C -Ethernet1/1/4] quit 

[H3C] rrpp domain 1 

[H3C -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0 

[H3C -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1] quit 

[H3C] rrpp domain 2 

[H3C-RRPP-domain2]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2]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link-aggregation 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1 level 0 

[H3C-RRPP-domain2] ring 1 enable 

[H3C-RRPP-domain2]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E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2 

[H3C-RRPP-domain2] control-vlan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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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RRPP-domain2]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 -RRPP-domain2] ring 1 enable 

[H3C -RRPP-domain2] quit 

[H3C] rrpp enable 

 Switch F 上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H3C] rrpp domain 2 

[H3C-RRPP-domain2] control-vlan 4092 

[H3C-RRPP-domain2]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Ethernet1/1/1 

secondary-port Ethernet1/1/2 level 0 

[H3C -RRPP-domain2] ring 1 enable 

[H3C -RRPP-domain2] quit 

[H3C] rrpp enable 

配置完毕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 RRPP 的配置和报文统计情况。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RPR 端口 目  录
 

i 

目  录 

第 1 章 RPR端口配置 ..............................................................................................................1-1 

1.1 RPR概述 ............................................................................................................................ 1-1 

1.1.1 RPR端口介绍 .......................................................................................................... 1-1 

1.2 RPR端口配置 ..................................................................................................................... 1-2 

1.2.1 配置准备 .................................................................................................................. 1-2 
1.2.2 RPR端口的配置任务 ............................................................................................... 1-2 
1.2.3 PRP配置过程举例 ................................................................................................... 1-5 

1.3 RPR二层隧道简介.............................................................................................................. 1-6 

1.3.1 RPR二层隧道配置 ................................................................................................... 1-6 
1.3.2 RPR二层隧道的配置过程 ........................................................................................ 1-6 
1.3.3 RPR二层隧道配置举例 ............................................................................................ 1-7 

1.4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 1-8 

1.5 显示和维护 ......................................................................................................................... 1-9 

第 2 章 RPR二层隧道BAS联动配置 ........................................................................................2-1 

2.1 RPR二层隧道BAS联动简介 ............................................................................................... 2-1 

2.2 RPR隧道BAS联动配置 ...................................................................................................... 2-1 

2.2.1 RPR隧道BAS联动配置过程..................................................................................... 2-1 
2.2.2 配置举例 .................................................................................................................. 2-2 

第 3 章 VRRP over RPR配置 ..................................................................................................3-1 

3.1 VRRP over RPR简介 ......................................................................................................... 3-1 

3.1.1 VRRP over RPR的基本概念.................................................................................... 3-1 
3.1.2 VRRP over RPR的工作机制.................................................................................... 3-2 

3.2 VRRP over RPR配置任务 .................................................................................................. 3-2 

3.2.1 配置过程举例........................................................................................................... 3-3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RPR 端口 第 1 章  RPR 端口配置

 

1-1 

第1章  RPR 端口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RPR 端口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RPR概述

了解 RPR 端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RPR端口配置

了解 RPR 二层隧道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RPR二层隧道简介

了解 RPR 端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RPR二层隧道配置

RPR 端口、RPR 二层隧道的配置举例 
RPR二层隧道配置举例

PRP配置过程举例

RPR 端口、RPR 二层隧道的常见故障的诊断

以及排除方法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显示配置后 RPR 端口的运行情况 显示和维护

 

1.1  RPR 概述 

RPR（Resilient Packet Ring，弹性分组环）是为了在城域网中传输大容量数据业务

而设计的一种新的 MAC 层的协议，它的多种技术优势确保它全面满足下一代 MAN
的要求，如环路带宽利用率高、具有故障自愈功能、节点即插即用。RPR 采用双向

双纤的环形拓扑结构。 

1.1.1  RPR 端口介绍 

RPR 有三个端口视图，一个逻辑接口和两个实际的物理端口。以太网相关端口配置

大部分命令可以继承到 RPR 逻辑接口下。物理端口视图下可以进行物理层相关的一

些配置，比如 SDH 的开销等。 

现在 RPR 有 2.5GRPR、10G RPR 和 GE RPR。 

 2.5G RPR 的物理端口只有一种类型：RprPos（2.5G）； 

 10G RPR 的物理端口有两种类型：RprPos（10G）和 Rpr10GE； 

 GE RPR 的物理端口只有一种类型：RprGE（1GE）。 

下面描述 RPR 物理端口视图，包括 10G POS 和 10GE 和 2.5G POS 和 GE RPR，

举例均以 2.5G POS 描述。物理端口是以逻辑接口的子接口形式存在，比如逻辑接

口 RprPos3/1/1，物理端口就是 RprPos3/1/1.1，RprPos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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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PR 端口配置 

1.2.1  配置准备 

  说明： 

 RPR 逻辑接口的很多配置命令都是与 RPR 端口相同。广播抑制命令、RPR 端口

描述命令、设置 RPR 端口链路类型、Access 类型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Hybrid
类型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Trunk 类型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设置 Hybrid 类

型 RPR 端口缺省 VLAN ID、设置 Trunk 类型 RPR 端口缺省 VLAN ID、优先级

配置命令、loopback 这些 RPR 端口的命令等都可以继承到 RPR 逻辑接口下，

请参见“RPR 端口配置”中的部分内容。 
 RPR 逻辑接口支持 STP、QoS/ACL 功能。 
 GE RPR 支持用户源 MAC 学习功能。 

 

RPR 几乎无需配置就可以承载业务，真正做到即插即用。一般来说，无需配置，但

为某些特殊目的，比如调试，也可以参考有关命令进行适当调整配置。 

1.2.2  RPR 端口的配置任务 

表1-1 RPR 端口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RPR 逻辑接口视图 interface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必选，进入物理端口视图方式

为在逻辑接口名后加上“.1”
和 “.2”  

配置站点名称 rpr station-name string 可选 

配置接口的手动保护倒换 rpr admin-request { fs | ms | 
idle } { ringlet0 | ringlet1 } 

可选，需要注意的是：面板上

的 1 端口的接收子环是

Ringlet0，发送子环是

Ringlet1，面板上的 2 端口的

接收子环是 Ringlet1，发送子

环是 Ringlet0。这里的

Ringlet0，Ringlet1 都是指接

收子环 

测试结点的连接性 

rpr echo { mac mac-address | 
station-name namestring } [-c 
value | -s value | -r value | -t 
value | -p value ]* 

可选 

配置 RPR 缺省环 ID rpr default-rs { ringlet0 | 
ringlet1 } 

可选，缺省选环都是指发送子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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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优先级映射关系 

rpr cos-precedence-map { tag 
| mpls | ip } value0 value1 
value2 value3 value4 value5 
value6 value7 

可选，缺省情况下报文带

Tag，就按照 Tag 来映射；报

文不带 Tag，是 MPLS 报文，

就按照 MPLS 优先级映射；不

是 MPLS 报文，而是 IP 报文，

就按照 IP 优先级映射；如果

都不是，缺省映射成 C 类 

  注意： 

GE RPR 不支持 mpls 和 ip 优

先级映射”。 

配置节点的保护模式 rpr protect-mode { steer | 
wrap } 

可选，缺省情况下为 steer 方
式 

配置业务预留带宽 
rpr rate-limiter { high | low | 
medium | reserved } { ringlet0 | 
ringlet1 } vlaue 

可选 

设置保护恢复模式 rpr reversion-mode { revertive 
| non-revertive} 

可选，RPR 缺省的保护恢复

模式为可恢复 

配置静态选环 rpr static-rs { mac-address } 
{ ringlet0 | ringlet1 } 

可选，缺省情况下，不配置静

态选环；环上配置两个节点的

桥 MAC 地址不能相同；

Ringlet0、Ringlet1 这里都是

指发送子环 

配置节点权重 rpr weight { ringlet0 | ringlet1 } 
value 可选，缺省 Weight 为 0 

设置各种定时器 

rpr timer { atd value | fdd value 
| holdoff value | stability value | 
tp-fast value | tp-slow value | 
tc-fast value | tc-slow value | 
wtr value }  

可选，建议用户不要修改。 

设置物理端口类型 port-type { 10gpos | 10ge }  

可选，设置改变以后，单板会

自动重启，然后切换到新的

RPR 单板的模式。注意，以

下命令在RPR POS物理端口

视图下操作 

  注意： 

只有 10G RPR 支持该命令，

2.5G RPR 只有 POS 模式，

GE PRR 只有 RprGE 模式。

进入 RPR 物理端口视图 interface RprPos 
interface-number . { 1 | 2 } - 

配置时钟源 clock-source [ master | slave ] 可选，缺省情况下为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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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 SONET/SDH 的开销

字节 
flag { c2 c2-value | j0 j0-value | 
j1 j1-value} 

可选，其中 c2 在扰码模式下，

缺省值为 0x16，在不扰码模

式下，缺省值为 0xCF。j0 和

j1 的缺省值为“H3C”。收发

端的 c2、j0、j1 值应分别一致，

否则会产生告警 

底层为 FRAMER 的情况

下，配置成帧方式 frame-format { sdh | sonet } 可选，默认配置为 SDH 

配置 SD，SF 的门限值 sdh threshold sdber value  
sfber value  

可选，sdber 缺省值为 6，
sfber 缺省值为 4 

退出 RPR POS 物理端口

视图，进入用户视图 return - 

打开 RPR 调试开关 

debugging rpr { all | topology | 
protection | controlframe | 
mac | ringselection | tp-frame | 
l2tunnel | vrrp } 

可选，缺省情况下，RPR 调

试开关是关闭的 

显示接口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ackets ]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下执行 

清除端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显示 RPR 所有缺陷信息 
display rpr defect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值为1表示该缺陷存在，

值为 0 表示该缺陷不存在 

显示RPR可配置公平性参

数的值 

display rpr fairness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查看保护机制状态信息 
display rpr protection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不指定接口，则显

示所有 RPR 接口的保护状态

信息 

显示综合选环表的信息 

display rpr rs-table { overall | 
static | dynamic | vrrp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所有参数都不带，

默认显示所有 RPR 环综合选

环表 

显示RPR所有可配置定时

器的值 

display rpr timers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查看拓扑相关信息 

display rpr topology { all | ring 
| local | stations } [ verbose ]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不指定接口，默认

显示所有 RPR 接口的拓扑相

关信息 

查询环上其他节点发送到

本节点或者本节点到其他

节点的报文统计的流量信

息 

display rpr statistics { dmac | 
smac } { mac address }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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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查询 GE RPR 所学习的用

户 MAC 地址信息 

display rpr mac [ count | 
vlan-id vlan-id | eth-mac 
user-mac-addr | rpr-mac 
rpr-mac-addr  | RprGE 
interface-name ] 

可选 

 

需要注意的是：环上节点的桥 MAC 地址不能相同。 

1.2.3  PRP 配置过程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一对光纤在 Node A、Node B、Node C、Node D 的 RPR 端口上互连，物理 0
端口跟物理 1 端口相连。 

2. 组网图 

NodeD

202.38.163.13 /24

202.38.163.14 /24

NodeB

202.38.163.10 /24

202.38.163.11 /24

NodeA

NodeC

 
图1-1 交换机通过 RPR 端口直接配置举例组网图 

  注意： 

组网时，RPR 东向物理端口必须和对端的西向物理端口相连（默认 RPR 两个端口

中，左边的是西向，右边的是东向）。 

 

3. 配置步骤 

以下用 Node A 的配置为例，其他节点的配置类似。 

# 把 RPR 端口 2/1/1 加入到 VLAN 2 中。 

[Node A] vlan 2 

[Node A-vlan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Node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3.10 255.255.255.0 

[Node A-Vlan-interface2] quit 

[Node A]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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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A-Vlan2] port RprPos 2/1/1 

1.3  RPR 二层隧道简介 

在现有的 RPR 数据转发方式中，对于二层数据流，协议默认采用 FLOODING（广

播）的方式，即环上的每个节点收到报文后复制一份给自己，同时转发给下一个节

点，这就意味着即使报文到达了目的地，也会继续将数据进行转发，直到报文又回

到源节点，这种方式大大占用了 RPR 的环上的带宽，降低了环路带宽的利用率，因

此，为了充分发挥 RPR 高带宽的优越性，对于二层的数据报文，考虑设计一种隧道

方式，使二层报文采用单播方式直接到达目的节点。 

  说明： 

由于 GE RPR 支持用户 MAC 学习，本身可以支持报文单播发送到达目的节点，所

以请不要在 GE RPR 单板上配置二层隧道功能。 

 

1.3.1  RPR 二层隧道配置 

配置 RPR 二层隧道要求环网各个站点都统一带有 10G RPR 或者 2.5G RPR 单板。

在配置好 RPR 环后再配置 RPR 二层隧道。 

 配置 RPR 站点名（可选） 

 配置 RPR 端口加入 VLAN 

 配置 RPR 二层隧道 

1.3.2  RPR 二层隧道的配置过程 

表1-2 RPR 二层隧道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RPR 逻辑接口视图 interface RprPos 
interface-number 

必选 

进入物理端口视图方式为：在

逻辑接口名后加上“.1”或“.2” 

配置 RPR 站点名 rpr station-name string 可选 

配置 RPR 端口加入 VLAN 
port link-type trunk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必选 

配置 RPR 二层隧道 

rpr tunnel vlan vlanid 
[ range numbers ] dest-mac 
mac-address { ringlet0 | 
ringlet1 }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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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显示配置的 RPR 二层隧道的

信息 

display rpr tunnel-table 
[ vlan vlanid [ range 
numbers ] ] [ invalid | valid ] 
[ RprPos interface-number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下执行 

 

1.3.3  RPR 二层隧道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H3CA、B、C、D 四台设备通过 RPR 接口连成一个环网，并把 A 和 C 的 RPR 端口

加入到VLAN500中，同时为各站点配置站点名分别为DUTA、DUTB、DUTC、DUTD，

方便查询。 

2. 组网图 

H3C  B

H3C  C

VLAN 500

H3C  A

H3C  D

 
图1-2 RPR 二层隧道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H3C A 

# 创建 VLAN500。 

[H3C_A] vlan 500 

# 将 RPR 端口、GE 端口加入到该 VLAN。 

[H3C_A-vlan5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_A-vlan500] quit 

[H3C_A] interface RprPos 4/1/1 

[H3C_A-RprPos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_A-RprPos]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_A-RprPos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500 

# 为该 RRP 站点配置站点名为 DUTA。 

[H3C_A-RprPos4/1/1] rpr station-name D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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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隧道到 DUTC。 

[H3C_A-RprPos4/1/1] rpr tunnel vlan 500 dest-mac 00e0-fc01-0101 ringlet0 

(2) 配置交换机 H3C C 

# 创建 VLAN500。 

[H3C_C] vlan 500 

# 将 RPR 端口、GE 端口加入到该 VLAN。 

[H3C_C-vlan5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_C-vlan500] quit 

[H3C_C] int RprPos 4/1/1 

[H3C_C-RprPos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_A-RprPos]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_C-RprPos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500 

# 为该 RRP 站点配置站点名为 DUTC。 

[H3C_C-RprPos4/1/1] rpr station-name DUTC 

# 配置隧道到 DUTA。 

[H3C_C-RprPos4/1/1] rpr tunnel vlan 500 dest-mac 00e0-fc01-0103 ringlet0 

4. 验证结果 

从交换机 A 和 C 上互发二层报文，检查交换机 A、B、C、D 的端口计数，发现二层

报文并没有在环上广播，只有 A、C 的逻辑接口有报文计数，B、D 的逻辑接口没有

报文计数。 

1.4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故障之一：RPR 环的拓扑结构不完整。 

故障排除： 

 检查物理链路是否连接正确，是否使用统一的光模块； 

 检查 RPR 物理端口的类型是否一致。 

 RPR 物理端口的东向端口没有和西向端口相连。 

故障之二：RPR 二层隧道没有生效 

故障排除： 

 检查配置是否有误，目的 MAC 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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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显示和维护 

通过 display 命令对 RPR 端口配置进行显示，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表1-3 RPR 端口的显示和维护 

配置 命令 说明 

打开 RPR 调试开关 

debugging rpr { all | 
topology | protection | 
controlframe | mac | 
ringselection | tp-frame | 
l2tunnel | vrrp } 

可选，缺省情况下，RPR 调

试开关是关闭的 

显示接口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下执行 

显示 RPR 所有缺陷信息 
display rpr defect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值为1表示该缺陷存在，

值为 0 表示该缺陷不存在 

显示 RPR 可配置公平性参数

的值 

display rpr fairness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查看保护机制状态信息 
display rpr protection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不指定接口，则显

示所有 RPR 接口的保护状态

信息 

显示综合选环表的信息 

display rpr rs-table 
{ overall | static | dynamic | 
vrrp }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所有参数都不带，

默认显示所有 RPR 环综合选

环表 

显示 RPR 所有可配置定时器

的值 

display rpr timers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查看拓扑相关信息 

display rpr topology { all | 
ring | local | stations } 
[ verbose ]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如果不指定接口，默认

显示所有 RPR 接口的拓扑相

关信息 

查询环上其他节点发送到本

节点或者到别的节点的报文

统计的流量信息 

display rpr statistics 
{ dmac | smac } mac 
address [ { RprPos | 
Rpr10GE | RprGE }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查询 GE RPR 所学习的用户

MAC 地址信息 

display rpr mac [ count | 
vlan-id vlan-id | eth-mac 
user-mac-addr | rpr-mac 
rpr-mac-addr  | RprGE 
interface-name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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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RPR 二层隧道 BAS 联动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RPR二层隧道BAS联动的基本原理和概

念 RPR二层隧道BAS联动简介

了解RPR二层隧道BAS联动的配置任务及配

置过程 RPR隧道BAS联动配置

RPR 二层隧道 BAS 联动的配置举例 RPR二层隧道配置举例

 

2.1  RPR 二层隧道 BAS 联动简介 

对于二层数据报文，在 RPR 环上传输时，可使用隧道方式来实现单播传输。当 BAS
（Broadband Access Server，宽带接入服务器）设备与环上的某个节点连接时，通

常也可使用二层隧道方式将期望的二层流单播到该节点。 

基于 BAS 设备的重要性，往往希望实现双链路备份，即一台 BAS 设备可以与两个

RPR 节点连接，一主一备。一方面，BAS 本身实现链路备份机制，保证同一时间只

有一条链路 UP，RPR 设备(如，S9500)可感知链路状态，并发布对应的隧道可达信

息，从而可以自动配置隧道出站点，实现及时更新二层隧道。另一方面，当 RPR 节

点出现异常，可以根据系统配置，将连接 BAS 的端口 Shutdown，从而通知 BAS
设备切换链路，将备份链路 UP 起来，同时，环上的节点也会感知到站点异常，并

同步切换出站点，保证数据流及时恢复。 

2.2  RPR 隧道 BAS 联动配置 

RPR 隧道 BAS 联动的实现与二层隧道有依赖关系。只配置联动端口绑定，而不配

置二层隧道是没有意义的，但并不强制要求配置的先后顺序，只要 终结果正确即

可。 

2.2.1  RPR 隧道 BAS 联动配置过程 

表2-1 RPR 二层隧道 BAS 联动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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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 RPR 逻辑接口视图 interface { RprPos | 
Rpr10GE } interface-number

必选，进入物理端口视图方式

为在逻辑接口名后加上“.1”
和 “.2”  

配置 RPR 站点名 rpr station-name string 可选 

配置 RPR 端口加入 VLAN 
port link-type trunk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必选 

配置 RPR 二层隧道 

rpr tunnel vlan vlanid 
[ range vlanrange ] 
dest-mac { mac-address 
[ priority priority ] } 
[ mac-address [ priority 
priority ] ] { ringlet0 | 
ringlet1 } 

可选 

显示配置的 RPR 二层隧道的

信息 

display rpr tunnel-table 
[ vlan vlanid [ range 
numbers ] ] [ invalid | valid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进入 RPR 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配置 RPR 端口加入 vlan 
port link-type trunk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必选 

进入系统视图 Quit 必选，从端口视图退出到系统

视图 

配置RPR二层隧道BAS联动

rpr tunnel track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vlan 
vlan-id [ to vlan-id ] &<1-9> 
[ trigger-shutdown ] 

必选 

显示RPR二层隧道BAS联动

display rpr tunnel-track 
{ all | rpr-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bas-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2.2.2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B、C、D 四台设备构成环网。其中，Switch A 设备下挂 DSLAM 设备，

VLAN 2 到 VLAN 300 的数据流经过环网以隧道方式从 Switch C 转发 BAS 上，同时

Switch B 作为隧道的备份站点。还要求当 Switch B 或者 C 的 RPR 端口出现异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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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将对应的 BAS 联接端口 Shutdown。为方便查询，可将四个站点分别命名为

DUTA、DUTB、DUTC、DUTD。 

2. 组网图 

RPR Ring

Switch C

Switch D

Switch B

BAS

DSLAM

Switch A

RprPos 4/1/1

RprPos 4/1/1

RprPos 4/1/1

RprPos4/1/1

 
图2-1 RPR 隧道联动端口绑定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交换机 Switch A 

# 创建 VLAN 2 到 300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2 to 300 

# 将 RPR 端口、GE 端口加入到该 VLAN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to 300 

[H3C-GigabitEthernet2/1/1] quit 

[H3C] interface RprPos 4/1/1 

[H3C-RprPos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RprPos4/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RprPos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to 300 

# 为该 RPR 站点配置站点名为 DUTA 

[H3C-RprPos4/1/1] rpr station-name DUTA 

# 配置隧道到站点 DUTC 和备份站点 DUTB 

[H3C-RprPos4/1/1] rpr tunnel vlan 2 range 299 dest-mac 00e0-fc01-0101 priority 

1 00e0-fc01-0102 mac priority 0 ringl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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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交换机 Switch C 

# 创建 VLAN 2 到 300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2 to 300 

# 将 RPR 端口、GE 端口加入到该 VLAN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 vlan 2 to 300 

[H3C-GigabitEthernet2/1/1] quit 

[H3C] interface RprPos 4/1/1 

[H3C-RprPos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RprPos4/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RprPos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to 300 

# 为该 RPR 站点配置站点名为 DUTC 

[H3C-RprPos4/1/1] rpr station-name DUTC 

# 配置隧道到 DUTA 

[H3C-RprPos4/1/1] rpr tunnel vlan 2 range 299 dest-mac 00e0-fc01-0103 ringlet0 

# 配置联动端口绑定，将 VLAN 2 to 300 隧道绑定到 GigabitEthernet2/1/1 

[H3C] rpr tunnel track GigabitEthernet2/1/1 to RprPos4/1/1 vlan 2 to 300 

trigger-shutdown   

 配置交换机 Switch B 

# 创建 vlan2 到 300 

<H3C> system-view 

[H3C] vlan 2 to 300 

# 将 RPR 端口、GE 端口加入到该 VLAN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GigabitEthernet2/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 vlan 2 to 300 

[H3C-GigabitEthernet2/1/1] quit 

[H3C] interface RprPos 4/1/1 

[H3C-RprPos4/1/1] port link-type trunk 

[H3C-RprPos4/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H3C-RprPos4/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to 300 

# 将该 RPR 站点配置站点名为 DUTB 

[H3C-RprPos4/1/1] rpr station-name DU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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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隧道到 DUTA 

[H3C-RprPos4/1/1] rpr tunnel vlan 2 range 299 dest-mac 00e0-fc01-0103 ringlet0 

# 配置联动端口绑定，将 VLAN 2 to 300 隧道绑定到 GigabitEthernet2/1/1 

[H3C] rpr tunnel track GigabitEthernet2/1/1 to RprPos4/1/1 vlan 2 to 300 

trigger-shutdown  

  说明： 

 不要将聚合端口指定为 BAS 端口，目前不支持对聚合链路的状态检测。 
 建议用户对 BAS 端口最好设置成 stp disable，不参与 STP 状态计算。 
 Trigger-shutdown 选项的设置需要根据 BAS 设备的链路备份机制来确定。 
 如果配置了 trigger shutdown 选项，那么当 RPR 端口出现异常时，端口联动功

能会将对应的 BAS 端口自动 shutdown，为了防止干扰联动功能，请用户不要对

BAS 端口执行 shutdown/undo shutdown 操作。 
 请勿在配置了 RPR 隧道的 RPR 逻辑端口以及相应的 BAS 端口上配置 loopback 

internel，否则可能导致 RPR 隧道的 track 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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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VRRP over RPR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RRP over RPR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RRP over RPR简介

了解 VRRP over RPR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VRRP over RPR配置任务

VRRP over RPR 的配置举例 VRRP over RPR配置任务

 

3.1  VRRP over RPR 简介 

RPR（Resilient Packet Ring，弹性分组环）作为一种高可靠性的环网技术，当设备

出现故障时，支持 50ms 内的快速倒换。目前需要对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冗余协议）组实现 RPR 环上的站点级保护，当主

设备出现故障时，业务能够通过备份设备进行上行传输。但是 VRRP 的倒换时间是

秒级的，因此，需要与 RPR 进行联动，保证倒换时间达到毫秒级。 

实际应用中采用 RPR 相交环结构组网。两个 RPR 环分别处在不同的 VLAN 内，采

用三层转发的形式。环上配置静态路由，将路由的下一跳指向 VRRP 虚地址。在使

能 VRRP 的两台设备上配置 VRRP  RPR 联动组。相互之间将进行 VRRP 状态的监

控。当 VRRP 主站点故障时，备站点将代替主站点发送 VRRP 选环信息，环上其他

站点的数据流将被引到备站点，三层业务也能够实现 50ms 以内的倒换时间。借助

VRRP 与 RPR 的相结合，能在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快速切换到可靠的备份链路，而

无需修改用户的配置信息。 

3.1.1  VRRP over RPR 的基本概念 

1. VRRP 基本概念 

VRRP 将局域网内的一组路由器（包括一个 Master路由器和若干个 Backup路由器）

组成一个备份组，功能上相当于一台虚拟路由器。 

VRRP 根据优先级来确定参与备份组的每台路由器的角色（Master 或 Backup）。

优先级越高，则越有可能成为 Master。 

VRRP 的监视接口功能更好地扩充了备份功能：不仅在备份组中某路由器的接口出

现故障时能提供备份功能，还能在路由器的其它接口不可用时提供备份功能。当被

监视的接口处于 down 状态时，拥有该接口的路由器的优先级会自动降低一个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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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额，从而可能导致备份组内其它路由器的优先级高于这个路由器的优先级，使

其它优先级高的路由器转变为 Master。 

2. RPR 基本概念 

RPR 协议是工作在 OSI（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开放系统互连）协议栈

第二层的 MAC（Medium Access Control，媒体接入控制）协议。RPR 技术提供了

灵活高效的城域网解决方案。 

RPR 具有电信级的可靠性，不仅能够处理面向数据的业务传送，同时可提供处理多

业务传送的综合传输解决方案。 

3.1.2  VRRP over RPR 的工作机制 

RPR 相交环三层应用环境中，两环相交的两个站点分别配置 VRRP 组，对应的出口

设备的下一跳指向该 VRRP 组的虚 IP 地址。在配置 VRRP 组的两设备上，需要配

置两 VRRP 组互为 监视端口，保证当有一侧端口 DOWN 掉的时候，VRRP 能够切

换双向的流量。 

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之一时，将实现快速切换： 

 主设备掉电，或者 RPR 单板拔出，或者主设备 RPR 单板两个端口的光纤断开； 

 VRRP 监视接口断开； 

 RPR 逻辑接口关闭； 

 RPR 逻辑接口所在的 VLAN 接口关闭； 

 VRRP 组的优先级设置改变时。 

  说明： 

VRRP over RPR 仅支持两个站点做 VRRP 备份的情况。 

 

3.2  VRRP over RPR 配置任务 

  注意： 

请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参见3.2.1  配置过程举例进行配置组网，否则倒换时间可能达

不到 50ms之内。 

 

表3-1 配置 VRRP over RPR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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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创建 VLAN vlan vlan-id 必选 

添加 RPR 端口到 VLAN port { RprPos | Rpr10GE }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创建 VLAN 接口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必选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ip-mask 必选 

配置 VRRP 组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必选 

配置 VRRP 组优先级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iority priority 

必选 

配置 VRRP over RPR 功能时

必须保证 VRRP 的优先级一

高一低，否则切换的时候可能

出现异常 

配置 VRRP 组的监视端口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reduced 
priority-reduced ] 

必选 

进入 RPR 逻辑接口视图 Interface { RprPos | 
Rpr10GE }interface-number 

必选，进入物理端口视图方式

为在逻辑接口名后加上“.1”
和 “.2” 

配置 RPR VRRP 联动组 
rpr vrrp vlan vlan-id vrid 
vrid-id mate h-h-h group 
group-id 

必选 

显示 RPR VRRP 联动组信息

display rpr vrrp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group 
group-id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3.2.1  配置过程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光纤在 Node A、Node B、Node C、Node D 的 RPR 端口上互连组成两个相交

环 。Node A、Node D 为出口设备，在 Node B、Node C 所处的两个 RPR 环上分

别配置 VRRP 组。在 Node B、Node C 的 RPR 逻辑接口上绑定 VRRP 的联动组。

这样就能够通过由 Node B、Node C 组成的 VRRP 组来实现 Node A、Node D 之间

的双向流量的链路冗余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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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virtual- ip 10.10.10.1

virtual- ip 20.20.20.1

10.10.10.10/24 
RprPos4/1/1

20.20.20.10/24
RprPos7/1/1

10.10.10.30/24
RprPos4/1/1

20.20.20.30/24
RprPos4/1/1

30.0.0.1/2
GigabitEth

40.0.0.1/2
GigabitE

Node A

Node B

Node D

10.10.10.20/24
RprPos3/1/1

20.20.20.20/24
RprPos7/1/1

4
ernet1/1/1

4
thernet1/1/1

Node C

 
图3-1 VRRP over RPR 的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分别在 Node B、Node C 所处的两个 RPR 环上配置 VRRP 组并相互设置为监视端

口，再绑定 RPR VRRP 联动组。 

 Node B 配置 

# Node B 在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下创建 VRRP 组，并互相配置为

监视端口。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RprPos4/1/1 

[H3C-vlan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10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10] vrrp vrid 10 virtual-ip 10.10.10.1  

[H3C-Vlan-interface10] vrrp vrid 10 priority 200 

[H3C-Vlan-interface10] vrrp vrid 10 track Vlan-interface20 reduced 255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vlan 20 

[H3C-vlan20] port RprPos7/1/1 

[H3C-vlan2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H3C-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20.20.20.10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20] vrrp vrid 20 virtual-ip 20.20.20.1  

[H3C-Vlan-interface20] vrrp vrid 20 track Vlan-interface10 reduced 255 

# 配置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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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ip route-static 30.0.0.0 24 10.10.10.30 

[H3C] ip route-static 40.0.0.0 24 20.20.20.30 

# 分别在 RPR 逻辑接口 RprPos4/1/1 、 RprPos7/1/1 下添加 RPR VRRP 联动组。

将 VLAN 10 下的 vrid 10 绑定到 RprPos4/1/1，邻居节点 Node C 的 MAC 地址为

00e0-fc5a-edbc；将 VLAN 20 下的 vrid 20 绑定到 RprPos7/1/1。 

[H3C] interface RprPos4/1/1 

[H3C-RprPos4/1/1] Rpr vrrp vird 10 vlan 10 mate 00e0-fc5a-edbc group 1 

[H3C-RprPos4/1/1] interface RprPos7/1/1 

[H3C-RprPos7/1/1] Rpr vrrp vird 20 vlan 20 mate 00e0-fc5a-edbc group 1 

 Node C 配置 

# 在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下创建 VRRP 组，并互相配置监视端口。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RprPos3/1/1 

[H3C-vlan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20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10] vrrp vrid 10 virtual-ip 10.10.10.1  

[H3C-Vlan-interface10] vrrp vrid 10 track Vlan-interface20 reduced 255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vlan 20 

[H3C-vlan20] port RprPos7/1/1 

[H3C-vlan2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H3C-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20.20.20.20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20] vrrp vrid 20 virtual-ip 20.20.20.1  

[H3C-Vlan-interface20] vrrp vrid 20 priority 200 

[H3C-Vlan-interface20] vrrp vrid 20 track Vlan-interface10 reduced 255 

# 配置静态路由 

[H3C] ip route-static 30.0.0.0 24 10.10.10.30 

[H3C] ip route-static 40.0.0.0 24 20.20.20.30 

# 分别在 RPR 逻辑接口 RprPos3/1/1 、RprPos7/1/1 下添加 RPR VRRP 联动组。

将 VLAN 10 下的 vrid 10 绑定到 RprPos3/1/1，邻居节点 Node B 的 MAC 地址为

00e0-fc01-8504；将 VLAN 20 下的 vrid 20 绑定到 RprPos7/1/1。 

[H3C] interface RprPos3/1/1 

[H3C-RprPos3/1/1] Rpr vrrp vird 10 vlan 10 mate 00e0-fc01-8504 group 1 

[H3C-RprPos3/1/1] interface RprPos7/1/1 

[H3C-RprPos7/1/1] Rpr vrrp vird 20 vlan 20 mate 00e0-fc01-8504 group 1 

 Node A 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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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30 

[H3C-vlan30] port GigabitEthernet 1/1/1 

[H3C-vlan3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 

[H3C-Vlan-interface30] ip address 30.0.0.1 24 

[H3C-Vlan-interface30] vlan 10 

[H3C-vlan10] port RprPos4/1/1 

[H3C-vlan10] interface Vlan-inter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30 24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ip route-static 40.0.0.0 24 10.10.10.1 

[H3C] ip route-static 20.20.20.0 24 10.10.10.1 

 Node D 的配置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40 

[H3C-vlan40] port GigabitEthernet 1/1/1 

[H3C-vlan4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 

[H3C-Vlan-interface40] ip address 40.0.0.1 24 

[H3C-Vlan-interface40] vlan 20 

[H3C-vlan20] port RprPos4/1/1 

[H3C-vlan20] interface Vlan-interace 20 

[H3C-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20.20.20.30 24 

[H3C-Vlan-interface20] quit 

[H3C] ip route-static 30.0.0.0 24 20.20.20.1 

[H3C] ip route-static 10.10.10.0 24 20.20.20.1 

在 Node B 上查询显示配置的 RPR VRRP 两动组信息。 

<H3C> display rpr vrrp RprPos4/1/1 group 1 

Group ID        : 1 

Interface       : RprPos4/1/1 

 Vlan ID         : 10 

 VRID            : 10  

 Mate MAC        : 00e0-fc5a-edbc 

 State           : Master 

 Local Pri       : 200            Remote Pri   : 100 

<H3C> display rpr vrrp RprPos7/1/1 group 1 

Group ID        : 1 

Interface       : RprPos7/1/1 

 Vlan ID         : 20 

 VRID            : 20  

 Mate MAC        : 00e0-fc5a-e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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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 Slave 

 Local Pri       : 100            Remote Pri   : 200 

  注意： 

 为保证有更快的切换速度，请将两组 VRRP 主设备分别配置在不同的设备上，这

样当其中一台主设备故障时，只需要切换一个 VRRP 组的 Master 节点即可。 
 环上其他节点需要配置静态路由才能保证路由的下一跳为 VRRP 的虚地址。 
 如果出现联动组信息上层 VRRP 状态与底层 RRP 状态不一致的情况，请用户通

过解除联动组再重新配置的方式恢复。 
 建议 VRRP 组所在的 vlan 只包含一个 RPR 逻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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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AR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R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RP简介

了解 AR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RP配置

显示配置后 ARP 的运行情况、清除 ARP 的统计信息等 ARP的显示和调试

 

1.1  ARP 简介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用于将 IP 地址解析为 MAC
地址。 

1. ARP 地址解析的必要性 

IP 地址不能直接用来进行通信，因为网络设备只能识别 MAC 地址。IP 地址只是主

机在网络层中的地址，如果要将网络层中传送的数据报交给目的主机，必须知道该

主机的 MAC 地址。因此必须将 IP 地址解析为 MAC 地址。 

2. ARP 地址解析的实现过程 

以太网上的两台主机需要通信时，双方必须知道对方的 MAC 地址。每台主机都要

维护 IP 地址到 MAC 地址的转换表，称为 ARP 映射表。ARP 映射表中存放着最近

用到的一系列与本主机通信的其他主机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映射。在主机启动

时，ARP 映射表为空；当一条动态 ARP 映射表项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被使用时，主

机将其从 ARP 映射表中删除掉，以便节省内存空间和 ARP 映射表的查找时间。 

假设主机 A 和主机 B 在同一个网段，主机 A 的 IP 地址为 IP_A，B 的 IP 地址为 IP_B，
主机 A 要向主机 B 发送信息。主机 A 首先查看自己的 ARP 映射表，确定其中是否

包含有 IP_B 对应的 ARP 映射表项。如果找到了对应的 MAC 地址，则主机 A 直接

利用 ARP 映射表中的 MAC 地址，对 IP 数据包进行帧封装，并将数据发送给主机 B；
如果在 ARP 映射表中找不到对应的 MAC 地址，则主机 A 将该数据包放入发送等待

队列，然后创建一个 ARP request，并以广播方式在以太网上发送。ARP request
数据包中包含有主机 B 的 IP 地址，以及主机 A 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由于 ARP 
request 数据包以广播方式发送，该网段上的所有主机都可以接收到该请求，但只有

被请求的主机（即主机 B）会对该请求进行处理。主机 B 首先把 ARP request 数据

包中的请求发起者（即主机 A）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存入自己的 ARP 映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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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主机 B 组织 ARP 响应数据包，在数据包中填入主机 B 的 MAC 地址，发送给主

机 A。这个响应不再以广播形式发送，而是直接发送给主机 A。主机 A 收到响应数

据包后，提取出主机 B 的 IP 地址及其对应的 MAC 地址，加入到自己的 ARP 映射

表中，并把放在发送等待队列中的发往主机 B 的所有数据包都发送出去。 

一般情况下，ARP 动态执行并自动寻求 IP 地址到以太网 MAC 地址的解析，无需管

理员的介入。 

3. 关于 ARP 的几个概念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所运用的 ARP 表项分为动态 ARP 表项和静态 ARP 表项以

及长静态 ARP 表项和短静态 ARP 表项。 

 动态 ARP 表项由 ARP 协议通过 ARP 报文自动生成和维护，可以被老化，可

以被新的 ARP 报文更新，可以被长静态、短静态 ARP 覆盖。当老化时间到、

端口关闭、VLAN 接口关闭时动态 ARP 表项将会被删除。 

 静态 ARP 表项是手工配置和维护的 ARP 表项，又分为短静态 ARP 和长静态

ARP。 

 长静态 ARP 具备 ARP 表项的全部元素，可以直接转发数据，不会被老化，不

会被动态 ARP 表项所覆盖。 

 短静态 ARP 表项是只配置了 IP 和 MAC 地址项而没有配置 VLAN 和出端口的

ARP 表项，主要应用在需要进行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绑定的用户。其初始状

态为未解析，不能直接转发数据，可以通过 ARP 报文动态解析 VLAN 和出端

口。已解析的短静态 ARP 可以转发数据，且不会被老化。当端口关闭、VLAN

接口关闭的时候，短静态 ARP 表项会重新变成未解析状态。 

1.2  ARP 配置 

ARP 映射表既可以动态维护，也可以手工维护。通常将用户手工配置的 IP 地址到

MAC 地址的映射，称之为静态 ARP。通过相关的手工维护命令，用户可以显示、

添加、删除 ARP 映射表中的映射项。 

ARP 配置包括： 

 使能/关闭ARP表项的检查功能 

 手工添加/删除静态ARP映射项 

 配置动态ARP老化定时器的时间 

 添加/删除组播ARP 

 ARP代理配置 

 免费ARP学习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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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ARP请求报文不在VLAN内广播功能 

1.2.1  使能/关闭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控制设备是否学习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 ARP 表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使能/关闭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ARP表项的检查功能，即不学习MAC地址为组播MAC
的 ARP 表项 arp check enable 

关闭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即学习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 ARP 表项 undo arp 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使能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即不学习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 ARP
表项。 

1.2.2  手工添加/删除静态 ARP 映射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手工添加/删除静态 ARP 映射项 

操作 命令 

手工添加静态 ARP 映射项 
arp static ip-address [ mac-address [ vlan-id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手工删除静态 ARP 映射项 undo ar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系统 ARP 映射表为空，由动态 ARP 协议获取地址映射。 

需要注意的是： 

 静态 ARP映射项在交换机正常工作时间一直有效，但如果更改或者删除 VLAN

虚接口，或者执行删除 VLAN 或把端口从 VLAN 中删除等使 ARP 不再合法的

操作，则 ARP 表项都将被自动删除。 

 参数 vlan-id 必须是用户已经创建好的 VLAN 的 ID，且 vlan-id 参数后面指定的

ARP 必须属于这个 VLAN。 

 参数 vpn-instance-name 必须是已经创建好的 MPLS VPN 的 VPN 实例名。 

 带端口参数的 ARP 表项中，端口只可以是手工聚合端口，不能是静态聚合端

口或者动态聚合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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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配置ARP表项的mac-address是组播MAC地址，则系统自动认为该ARP

表项是组播 ARP 表项。 

 只有在接口开启了 IP 地址保护功能的情况下，自动填充 MAC 地址功能才会被

开启。 

 在第一次自动填充后，可自动填充 ARP 表项就变成了普通的静态 ARP 表项，

不能被再次填充。 

1.2.3  配置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 

为了方便用户灵活配置，系统提供以下命令允许用户指定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

间，当系统学习到一个动态 ARP 表项时，它的老化时间点以当前配置的老化时间计

算。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 arp timer aging aging-time 

恢复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为缺省值 undo arp timer aging 

 

缺省情况下，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为 20 分钟。 

1.2.4  添加/删除组播 ARP 

组播ARP是将一条普通的单播路由与一个二层的组播组建立联系，就是为一个 ARP
报文增加多个出端口，使得一个出报文能够同时发往多个端口，从而生成一条静态

组播 ARP 表项。简言之，组播 ARP 就是带组播 MAC 的静态 ARP 表项，其对应的

端口可以是多个。 

交换机根据关键字 multi-port 增加组播 ARP 的出端口，每次只能增加一个端口。 

如果组播 ARP 表项不存在，则生成新的组播 ARP 表项。如果组播 ARP 表项已经存

在，且存在相同的出端口，则交换机不进行处理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添加组播 ARP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增加组播 ARP 端口 
arp static ip-address mac-address vlan-id 
multi-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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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相关配置可以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 

配置完毕后可以在任意视图下通过命令 display arp multi-port 查询组播 ARP 的详

细配置信息。 

  注意： 

 组播 ARP 最多支持 64 组，每组最多 100 个出端口。每个手工聚合端口组按照一

个出端口计数。 
 组播 ARP 的出端口可以是手工聚合端口或者普通端口，不能是静态聚合或者动

态聚合端口。 
 根据 IEEE802.3ad 标准的规定，在端口开始处于关闭状态，并且使能了动态聚

合的情况下，该端口并不是聚合端口，而是普通端口。因此，此时可以将该端口

成功配置为组播 ARP 端口。待到端口开启时，此时端口变为动态聚合端口，该

端口会从已配置的组播 ARP 端口中删除。 
 组播 ARP 的 IP 地址为单播 IP 地址。 
 组播 ARP 的 MAC 不推荐使用知名的组播 MAC 地址。 
 组播 ARP 的出端口不支持聚合。 
 组播静态 ARP 可以覆盖动态 ARP、短静态 ARP 以及长静态 ARP，但是反之不

行。 

 

1.2.5  ARP 代理配置 

1. Sub VLAN 的 ARP 代理配置 

当使能 Super VLAN 功能后，为了实现 Sub VLAN 间的三层互通，需要开启 ARP
代理（ARP Proxy）功能。Sub VLAN 的 ARP 代理指的是，一个 Sub VLAN 上的主

机发往另一个 Sub VLAN 上的主机的 ARP 请求，被连接这两个 Sub VLAN 的具有

ARP 代理功能的设备做转发处理，从而实现二层隔离端口间的三层互通。 

表1-5 在 VLAN 视图下开启 ARP 代理功能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这里的参数 vlan-id是Sub VLAN的 ID

开启 ARP 代理功能 arp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代理功能关闭 

 

取消相关配置可以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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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 ARP 代理配置 

开启标准 ARP 代理功能之后，当设备收到一个 ARP 请求报文时，如果报文的源 IP
地址与收到该 ARP 请求报文的接口处于同一网段，并且其目的 IP 地址不属于该网

段，那么系统直接回复 ARP 应答报文，而不需判断目的 IP 对应的路由是否有效。 

表1-6 在 VLAN 接口视图下开启 ARP 代理功能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vlan-interface vlan-id 参数 vlan-id 是普通 VLAN 的 ID 

开启 ARP 代理功能 arp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代理功能关闭 

 

1.2.6  免费 ARP 学习功能配置 

1. 免费 ARP 简介 

免费 ARP 报文的特点： 

 报文中携带的源 IP和目的 IP地址都是本机地址，报文源MAC地址是本机MAC

地址； 

 当设备收到免费 ARP 报文后，如果发现报文中的 IP 地址和自己的 IP 地址冲

突，则给发送免费 ARP 报文的设备返回一个 ARP 应答，告知该设备 IP 地址

冲突。 

设备通过对外发送免费 ARP 报文来实现以下功能： 

 确定其它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本设备冲突。 

 通知其他设备及时更新高速缓存中旧的本设备硬件地址。 

在使能了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后，一个设备收到免费 ARP 报文后，如果高速缓

存中不存在与免费 ARP 报文所携带 IP 地址对应的 ARP 表项，则设备学习该 IP 地

址和对应发送端的硬件地址到 ARP 映射表项中；如果高速缓存中已存在与此报文对

应的 ARP 表项，那么此设备就用免费 ARP 报文中携带的发送端硬件地址更新 ARP
表项中相应的内容。设备接收到任何免费 ARP 报文都要完成这个操作。 

2. 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配置 

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7 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配置过程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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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开启免费 ARP 报文学

习功能 
gratuitous-arp-learning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的免费 ARP 报

文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2.7  配置 ARP 请求报文不在 VLAN 内广播功能 

为了控制在同一个网段内的两个用户实现不互访功能，可以控制 ARP 报文以人为控

制的 trap 方式上送 CPU，使 ARP 请求报文不在 VLAN 内广播，这样两台设备无法

互相学习到 ARP 报文，就可以实现该功能。 

表1-8 配置 ARP 请求报文不在 VLAN 内广播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ARP 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其中 interface-type 只能是

ARP 类型 

使能 ARP 请求报文不在

VLAN 内广播功能 arp non-flooding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禁用该功能 

 

1.3  ARP 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RP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ARP 映射项；执行 debugging 命令

对 ARP 进行调试。 

表1-9 ARP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 ARP 映射表信息 

display arp [ ip-address | [ dynamic | static  | vlan 
vlan-i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tm-interface-type atm-interface-number pvc 
{ pvc-name | vpi-vci } } ] [ | { begin | include | exclude } 
text ] ] 

查看动态 ARP 老化定时器的时间 display arp timer aging 

显示组播 ARP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arp multi-port [ ip-address ] 

显示 ARP 代理的状态 display arp proxy [ vlan vlan-id]  

清除 ARP 映射项 reset arp { dynamic | static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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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打开 AR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arp { error | info | packet | entry-check } 

关闭 ARP 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arp { error | info | packet | 
entry-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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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RP表项数目动态配置简介

了解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动态配置ARP表项数目

显示配置后 ARP 表项数目 动态配置ARP表项数目的显示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的配置举例 动态配置ARP表项数目配置举例

 

2.1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简介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通过进行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以满足实际用户需求。 

不同后缀单板所支持的ARP表项数目如表 2-1所示。 

表2-1 不同后缀单板所支持的 ARP 表项数目 

单板

后缀 
支持的 IP 地址版本和

FIB 表项 
是否支持

MPLS 

若系统中存在对

应单板，则整机

支持的最大

ARP 表项数目

单板可配

置的最大

ARP 表项

数目 

单板可配置

的最大聚合

ARP 表项数

目 

B IPv4-128K 

DA IPv4-128K/IPv6-7K 

DB IPv4-128K/IPv6-64K 

DC IPv4-256K/IPv6-128K

不支持
MPLS 4K 4K 0K、1K、3K

C IPv4-128K 

CA IPv4-256K 

CB IPv4-512K 

支持
MPLS 4K、64K 

4K、5K、
6K、7K、
8K 

0K、1K、3K、
7K、8K 

 

  说明： 

 单板后缀可以通过单板前面板右上角的丝印来辨别。如 LSB1GP12B0 单板的丝

印为：GP12B，此单板后缀为 B。 
 对于后缀是 C 或者 CA 的单板来说，只有系统中唯一存在该类单板时，才能配置

整机支持的最大 ARP 表项数目为 64K，单板可配置的最大 ARP 表项数目为 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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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配置短静态 ARP 时，系统会记入非聚合 ARP 表项数目，如果短静态 ARP 表项

从非聚合端口解析，则计数不变，如果从聚合端口解析，则会减去非聚合 ARP
表项数目并记入聚合 ARP 表项数目之中。 

 如果配置单板支持最大 8K 的聚合 ARP 表项数目，由于在配置时短静态 ARP 表

项和普通长静态 ARP 表项都记入非聚合 ARP 表项数目，因此两者都不能配置。 

 

2.2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 

2.2.1  配置任务简介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的具体配置包括： 

 配置每块单板的最大 ARP 表项数目 

 配置每块单板的最大聚合 ARP 表项数目 

 配置整机的 ARP 表项数目 

2.2.2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量 

表2-2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量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每块单板可以支持的最

大 ARP 表项数目 
arp max-entry slot-num 
max-num 

缺省情况下，每块单板支持的

最大的 ARP 表项数目为 4K 

配置系统中每块单板可以支

持的最大聚合 ARP 表项数目
arp max-aggregation-entry 
max-aggnum 

缺省情况下，每块单板支持的

最大的聚合 ARP 表项数目为
1K 

配置整机的 ARP 表项数目 arp enable size { 4 | 64 } 缺省情况下，整机支持的 ARP
表项数目为 4K 

 

取消相关配置可以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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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进行以上表格中三项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后，要使配置生效，必须重新启

动系统。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操作后，重新启动系统之前不要更换单板或者槽位，否则

可能会导致该配置无法生效。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操作后，重新启动系统之前请不要进行主备倒换操作，否

则即使重新启动系统该 ARP 表项数目动态配置也不会生效。 

 

2.3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的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RP 表项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3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的显示 

操作 命令 说明 

显示交换机当前以及下次重启后的最

大 ARP 表项信息 
display arp 
max-entry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2.4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一台主机同一台S9500系列路由交换机相连，交换机系统中每个单板的后缀都是 C、

CA 或者 CB。 

2. 组网图 

PC Switch  
图2-1 动态配置 ARP 表项数目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整机支持的 ARP 表项数目是 64K。 

<H3C>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arp enable siz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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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iguration won't be enabled untill the system is rebooted 

# 配置 2 号槽的接口板支持的最大 ARP 表项数目为 8K。 

[H3C]arp max-entry 2 8 

The configuration won't be enabled untill the system is rebooted 

# 配置所有接口板支持的最大的聚合 ARP 表项数目为 8K。 

[H3C]arp max-aggregation-entry 8 

The configuration won't be enabled untill the system is rebooted 

系统重启之后以上的配置方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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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ARP 防攻击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RP地址欺骗防攻击简介

了解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RP地址欺骗防攻击配置任务

了解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RP网关冲突防攻击简介

了解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RP网关冲突防攻击配置任务

显示配置后 ARP 报文防攻击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RP报文防攻击简介

了解 ARP 报文防攻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RP报文防攻击配置任务简介

ARP 协议防攻击的配置举例 ARP协议防攻击配置举例

 

ARP 攻击分为多种，我们这里分类讨论的是：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 

 ARP 报文防攻击 

3.1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 

3.1.1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简介 

ARP 协议由于缺少安全保障机制，维护起来耗费人力，且极易受到攻击。详情如下： 

 对于静态配置 IP 地址的网络，目前只能通过配置静态 ARP 方式防止 ARP 表

项被非法修改，但是配置繁琐，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去维护，极不方便； 

 对于动态 ARP，由于受 ARP 协议本身的限制，没有必要的安全机制，极易被

非法修改，导致数据转发中断。其具体实现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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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c:ErrMac

10.0.0.1/24

BA:10.0.0.2/24

G:

Internet

ARP Packet:
SIP:10.0.0.2

 
图3-1 ARP 地址欺骗攻击示意图 

攻击者通过伪造其他用户发出的ARP报文，篡改网关设备上的用户ARP表项，可以

造成其他合法用户的网络中断。举例来说，如图 3-1所示，A为合法用户，通过交换

机G与外界通讯，攻击者B通过伪造A的ARP报文，修改G设备上A的ARP表项中的相

应信息，从而使G到A的通讯失败。 

对于这种攻击方式，S9500 系列交换机可通过两种方法进行防御。 

1. 固定 MAC 地址方法 

即对于动态 ARP，交换机第一次学习到 ARP 表项之后就不允许其再通过 ARP 学习

对MAC地址进行修改，只有等到此ARP表项老化之后才允许此ARP表项更新MAC
地址，确保合法用户 ARP 表项不被修改。固定 MAC 方法可细化为两种方式：

fixed-mac 方式和 fixed-all 方式。 

 fixed-mac 方式不允许修改 MAC 地址，但允许修改 VLAN 和端口，这种方式

适应于静态分配用户地址，但网络存在二层冗余链路的情况。当链路切换时，

ARP 的端口可以快速改变。 

 fixed-all 方式对动态和已解析的短静态 ARP、MAC、VLAN 和端口均不允许修

改, 这种方式只适应于静态分配 IP 地址，没有冗余链路。同一 IP 地址用户不

会从不同端口进入交换机的情况。 

2. 主动确认方法 send-ack 

即网关收到一个涉及 MAC 地址修改的 ARP 报文时，不直接修改原 ARP 表项，而

是先对原 ARP 表项的对应用户发一个单播确认：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原用户应答报文，说明原用户仍存在，则在后续一分钟

时间内不允许对此 ARP 表项进行 MAC 地址修改，同样，ARP 表项在新生成

一分钟时间内，也不允许修改此 ARP 表项包含的 MAC 地址； 

 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原用户的应答报文，则网关对新用户发起一个单播请

求报文，收到新用户的应答报文之后才修改 ARP 表项，使新用户成为合法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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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确认方式可以适应动态分配 IP 地址，有冗余链路的情况。 

3.1.2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配置任务 

表3-1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配置任务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 
arp entry-check 
{ fixed-mac | fixed-all | 
send-ack } 

必选； 

缺省情况下，ARP 地址欺骗防

攻击功能关闭。三种防攻击方

式是互斥的，不能同时开启 

显示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配

置信息 display arp entry-check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3.2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配置 

3.2.1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简介 

ARP Packet:
SIP:192.168.1.1

G:192.168.1.1/24

A:192.168.1.3

ARP Packet:
S IP:192.168.1.1

 
图3-2 ARP 网关冲突攻击示意图 

所谓 ARP 网关冲突攻击，指攻击者仿冒网关地址，在局域网内部发送源 IP 地址是

网关地址的免费 ARP 报文。局域网内部的主机接收到该报文后，会修改自己原来的

网关地址为攻击者的地址，最终局域网内部所有主机无法访问网络。 

为解决此问题，S9500 交换机引入了检测网关地址冲突攻击的功能，S9500 交换机

检测到与 S9500 交换机地址冲突的 ARP 报文时，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 

 ARP 报文的源 IP 与报文入接口的 IP 地址相同； 

 ARP 报文的源 IP 是 NAT 地址池的地址或内部服务器的地址； 

 VRRP 虚 MAC 方式时，ARP 报文的源 IP 是入接口的虚拟 IP 地址但是 ARP

报文源 MAC 不是 VRRP 虚 MAC。  

则系统生成ARP防攻击表项，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对收到具有相同以太网头部源MAC
地址的报文直接丢弃，这样可以防止网关地址冲突的 ARP 报文在 VLAN 内的广播转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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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配置任务 

表3-2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配置任务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 
anti-attack 
gateway-duplicate{ enable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ARP 网关冲突防

攻击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显示网关地址冲突防攻击表

项信息 

display anti-attack 
gateway-duplicate slot 
slotid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注意：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能够检测并防止 VLAN 接口地址冲突、VRRP 虚地址冲突

和 NAT 地址池冲突； 
 交换机检测到网管口上存在地址冲突时，只记录日志信息，但是并不能阻止攻击

发生； 
 交换机工作在 VRRP 实 MAC 地址的情况下，检测到冲突后记录日志信息，但是

并不能阻止攻击发生。 

 

3.3  ARP 报文防攻击配置 

3.3.1  ARP 报文防攻击简介 

ARP 协议没有任何认证机制，极易遭受到各种方式的攻击。其中攻击方式之一，就

是采用固定源 MAC 地址发送大量 ARP 报文，影响交换机对正常 ARP 报文的学习。 

S9500 交换机具有检测并防范具有固定源 MAC 地址的 ARP 报文攻击的能力。在一

段时间内，如果交换机 CPU 收到固定源 MAC 地址的 ARP 报文数目达到设定阀值，

则认为该 MAC 地址的用户在进行 ARP 攻击，系统会下发防攻击表项对该用户进行

过滤。系统下发防攻击表项后，该用户将无法正常访问网络。 

3.3.2  ARP 报文防攻击配置任务简介 

表3-3 ARP 报文防攻击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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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 anti-attack arp { enable | 
monitor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防攻击

功能处于监控状态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报文检

测阈值 
anti-attack arp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可选； 

阈值范围 5pps～300pps，缺

省情况下，阈值为 30pps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表项的

老化时间 
anti-attack arp aging-time 
time 

可选；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防攻击

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600 秒 

ARP 报文防攻击表项的老化

时间和网关地址冲突防攻击

表项的老化时间同步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保护

MAC 地址 
anti-attack arp 
exclude-mac mac-address 

可选； 

配置的保护 MAC，该 MAC 不

会被防攻击功能过滤掉，系统

最多支持16个保护MAC地址

显示 ARP 报文防攻击表项信

息 
display anti-attack arp slot 
slotid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注意： 

 如果接口板的 CPU 没有收到任何报文，则接口板的 ARP 防攻击表项不会老化； 
 ARP 防攻击表项没有老化时，与 ARP 防攻击表项中具有相同 MAC 地址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不能老化； 
 网管口不支持 ARP 报文防攻击功能。 

 

3.4  ARP 协议防攻击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一台 S9500 系列交换机，图中命名为 Switch1； 

 Switch1交换机通过端口Ethernet 1/1/1和端口Ethernet 1/1/2连接两台低端交

换机，图中分别命名为 Switch3 和 Switch2。 

 整个网络存在网络攻击的风险。Switch1 交换机在网络中作为核心设备，负责

二层和三层报文转发，存在 ARP 攻击的风险较大。ARP 攻击分为多种，包括

针对网关地址的攻击、针对网段地址的扫描攻击、针对交换机的大流量 ARP

报文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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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1 下挂 PC1、Switch2 下挂 PC2、PC3，且 PC2、PC3 属于同一个网段，

Switch3 下挂 PC4、PC5，且 PC4、PC5 属于另外一个网段。 

 PC1 中病毒后，会发出大量 ARP 报文，部分 ARP 报文源 IP 地址在本网段内

不停变化，部分 ARP 报文源 IP 和网关相同；PC4 用户构造大量源 MAC 地址

固定的 ARP 报文。Switch1 能够防止 PC1 和 PC4 的攻击。 

2. 组网图 

Switch1PC1

Ethernet 1/1/3
Ethernet 1/1/1

Ethernet 1/1/2

Switch2

PC2 PC3 PC4

Switch3

PC5  
图3-3 ARP 协议防攻击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配置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方式为 send-ack 方式，可以防止 PC1 发起的 ARP 地

址扫描欺骗攻击 

[H3C] arp entry-check send-ack 

# 使能 ARP 网关冲突防攻击功能，可以防止 PC1 发起的伪造网关地址攻击 

[H3C] anti-attack gateway-duplicate enable 

# 使能 ARP 报文防攻击功能，可以防止 PC4 发起的大流量 ARP 报文攻击 

[H3C] anti-attack arp enable 

#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报文检测阈值为 40pps。 

[H3C] anti-attack arp threshold 40 

#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表项老化时间为 300 秒。 

[H3C] anti-attack arp aging-time 300 

# 配置 ARP 报文防攻击的保护 MAC 地址 0-0-1。 

[H3C] anti-attack arp exclude-mac 0-0-1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ARP 第 3 章  ARP 防攻击配置

 

3-7 

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 display current 命令查询当前配置防攻击配置情况。同时，

还可以通过 display anti-attack 命令查询当前网络中存在的网关地址冲突攻击和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报文攻击。 

需要说明的是： 

 配置 ARP 地址欺骗防攻击功能后，在存在攻击的情况下，交换机的 CPU 的占

用率将升高，可能导致其处理速度变慢； 

 网关地址冲突防攻击只能防止在交换机某个端口收到网关地址冲突报文后不

转发到其他端口，但是该端口下挂用户依然存在被攻击的风险； 

 启用网关地址冲突防攻击和 ARP 报文防攻击功能后，交换机不但可以隔离攻

击者，而且可以阻止其无法正常使用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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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IP 报文防攻击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P 报文防攻击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P报文防攻击简介

了解 IP 报文防攻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P报文防攻击配置任务

 

4.1  IP 报文防攻击简介 

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用户的增加，网络设备在运行中会受到攻击的可能

性也在增大。S9500 交换机针对一些典型的攻击方式，专门设计了一套防报文攻击

的方案，可以防止 IP 报文、未知组播等报文的攻击。 

 IP 报文攻击是指：S9500 交换机接收到过多的 IP 报文，该 IP 报文的目的地址

和报文入端口所在的 VLAN 接口地址在同一网段，且在交换机上没有相应的路

由转发表项，该类报文会上送到 CPU 进行处理，占用大量 CPU 资源，严重时

会影响正常数据业务的转发。 

 TTL=1 的 IP 报文攻击是指：S9500 交换机收到大量 TTL=1 的 IP 攻击报文，

会使交换机产生大量的 ICMP TTL 超时信息，使 CPU 负荷增高。 

4.2  IP 报文防攻击配置任务 

表4-1 IP 报文防攻击配置任务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关闭 IP 报文防攻击功能
anti-attack ip { disable | 
en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启动 IP 报文防

攻击功能 

配置 TTL=1 报文不上送 CPU
处理 

anti-attack ttl1 enable slot 
slotid  

缺省情况下，TT=1 的 IP 报文

需要上送 CPU 处理 

 

  说明： 

目前，只有后缀为 DB、DC 的单板支持 anti-attack ttl1 enable slo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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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P 地址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P 地址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P地址简介

了解 IP 地址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P地址配置

显示配置后 IP 地址的运行情况 IP地址的显示

IP 地址的配置举例 IP地址配置举例

IP 地址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IP地址配置排错

 

1.1  IP 地址简介 

1.1.1  IP 地址的分类和表示 

IP 地址是分配给连接在 Internet 上设备的网络接口的一个 32 比特长度的地址。IP
地址由两个字段组成：网络号码字段（net-id）和主机号码字段（host-id）。IP 地址

的网络号码字段部分由美国国防数据网的网络信息中心（NIC）进行分配。为了方

便 IP 地址的管理，将 IP 地址分成五类。如下图所示： 

 
图1-1 五类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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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B、C 类地址为单播（unicast）地址；D 类地址为组播（multicast）地址；

E 类地址为保留地址，以备将来的特殊用途。目前大量使用中的 IP 地址属于 A、B、
C 三类地址。 

IP 地址采用点分十进制方式记录。每个 IP 地址被表示为以小数点隔开的 4 个十进制

整数，每个整数对应一个字节，如 10.110.50.101。 

在使用 IP 地址时要知道一些 IP 地址是保留作为特殊用途的，一般不使用。下表列

出用户可配置的 IP 地址范围。 

表1-1 IP 地址分类及范围 

网络类型 地址范围 说明 

A 0.0.0.0～127.255.255.255

全 0 的主机号码表示该 IP 地址就是网络的地址，

用于网络路由； 

全 1 的主机号码表示广播地址，即对该网络上所

有的主机进行广播； 

IP 地址 0.0.0.0 用于启动后不再使用的主机； 

网络号码为 0 的 IP 地址表示当前网络，可以让机

器引用自己的网络而不必知道其网络号； 

所有形如 127.X.Y.Z 的地址都保留作回路测试，

发送到这个地址的分组不会输出到线路上，它们

被内部处理并当作输入分组。 

B 128.0.0.0～
191.255.255.255 

全 0 的主机号码表示该 IP 地址就是网络的地址，

用于网络路由； 

全 1 的主机号码表示广播地址，即对该网络上所

有的主机进行广播。 

C 192.0.0.0～
223.255.255.255 

全 0 的主机号码表示该 IP 地址就是网络的地址，

用于网络路由； 

全 1 的主机号码表示广播地址，即对该网络上所

有的主机进行广播。 

D 224.0.0.0～
239.255.255.255 

D 类地址是一组组播地址。 

其中，224.0.0.0 保留不做分配；224.0.0.1～
224.0.0.255 之间的组播地址被预留为路由协议

以及其他低级拓扑查找及维护协议使用； 

239.0.0.0～239.255.255.255 之间的组播地址被

用作本地组播管理地址； 

224.0.0.255～238.255.255.255 之间的组播地址

作为用户组播地址。 

E 240.0.0.0～
255.255.255.254 保留今后使用。 

其它地址 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 用于局域网广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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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子网和掩码 

在 Internet 迅速发展的今天，IP（V4）地址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消耗殆尽。而传统的

IP 地址分配方式，对 IP 地址的浪费非常严重。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 IP 地址，人们

提出了地址掩码（mask）和子网（subnet）的概念。 

掩码是一个与 IP 地址对应的 32 位数字，这些数字中一些为 1，另外一些为 0。原则

上这些 1 和 0 可以任意组合，不过一般在设计掩码时，把掩码开始连续的几位设置

为 1。掩码可以把 IP 地址分为两个部分：子网地址和主机地址。IP 地址与掩码中为

1 的位对应的部分为子网地址，其他的位则是主机地址。当不进行子网划分时，子

网掩码即为默认值，此时子网掩码中“1”的长度就是网络号码的长度。即 A 类地

址对应的掩码默认值为 255.0.0.0；B 类地址的掩码默认值为 255.255.0.0；C 类地

址掩码的默认值为 255.255.255.0。 

使用掩码把一个可以包括 1600 多万台主机的 A 类网络或 6 万多台主机的 B 类网络

分割成许多小的网络，每一个小的网络就称之为子网。如一个 B 类网络地址

138.38.0.0 就可以利用掩码 255.255.224.0，把该网络分为 8 个子网：138.38.0.0、
138.38.32.0 、 138.38.64.0 、 138.38.96.0 、 138.38.128.0, 138.38.160.0 、

138.38.192.0、138.38.224.0（请参见下图），而每个子网可以包括 8000 多台主机。

划分子网，可以灵活构建网络。 

10001010, 00100110,   000   00000, 00000ClassB
138.38.0.0

Subnet mask
255.255.224.0

000

11111111, 11111111,   111   00000, 00000000

11111111, 11111111,   000   00000, 00000Standard 
mask
255.255.0.0

Subnet address:

000

000 Subnet address: 138.38.    0.    0
001 Subnet address: 138.38.  32.    0
010 Subnet address: 138.38.  64.    0
011 Subnet address: 138.38.  96.    0
100 Subnet address: 138.38.128.    0
101 Subnet address: 138.38.160.    0
110 Subnet address: 138.38.192.    0
111 Subnet address: 138.38.224.    0

Subnet 
number

Host
num

 
ber

11111111, 11111111,   111   00000, 00000000

11111111, 11111111,   000   00000, 00000Standard 
mask
255.255.0.0

Subnet address:

000

000 Subnet address: 138.38.    0.    0
001 Subnet address: 138.38.  32.    0
010 Subnet address: 138.38.  64.    0
011 Subnet address: 138.38.  96.    0
100 Subnet address: 138.38.128.    0
101 Subnet address: 138.38.160.    0
110 Subnet address: 138.38.192.    0
111 Subnet address: 138.38.224.    0

Subnet 
number

Host
num

 
ber

Subnet address:

10001010, 00100110,   000   00000, 00000ClassB
138.38.0.0

Subnet mask
255.255.224.0

000

11111111, 11111111,   111   00000, 00000000

11111111, 11111111,   000   00000, 00000Standard 
mask
255.255.0.0

Subnet address:

000

000 Subnet address: 138.38.    0.    0
001 Subnet address: 138.38.  32.    0
010 Subnet address: 138.38.  64.    0
011 Subnet address: 138.38.  96.    0
100 Subnet address: 138.38.128.    0
101 Subnet address: 138.38.160.    0
110 Subnet address: 138.38.192.    0
111 Subnet address: 138.38.224.    0

Subnet 
number

Host
num

 
ber

11111111, 11111111,   111   00000, 00000000

11111111, 11111111,   000   00000, 00000Standard 
mask
255.255.0.0

Subnet address:

000

000 Subnet address: 138.38.    0.    0
001 Subnet address: 138.38.  32.    0
010 Subnet address: 138.38.  64.    0
011 Subnet address: 138.38.  96.    0
100 Subnet address: 138.38.128.    0
101 Subnet address: 138.38.160.    0
110 Subnet address: 138.38.192.    0
111 Subnet address: 138.38.224.    0

Subnet 
number

Host
num

 
ber

11111111, 11111111,   111   00000, 00000000

11111111, 11111111,   000   00000, 00000Standard 
mask
255.255.0.0

Subnet address:

000

000 Subnet address: 138.38.    0.    0
001 Subnet address: 138.38.  32.    0
010 Subnet address: 138.38.  64.    0
011 Subnet address: 138.38.  96.    0
100 Subnet address: 138.38.128.    0
101 Subnet address: 138.38.160.    0
110 Subnet address: 138.38.192.    0
111 Subnet address: 138.38.224.    0

Subnet 
number

Host
num

 
ber

Subnet address:

 
图1-2 IP 地址子网划分 

1.2  IP 地址配置 

IP 地址配置包括：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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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地址保护配置 

 配置交换机是否发送目的不可达报文 

1.2.1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用户可以使用本命令将主机名与主机 IP 地址相对应，当用户使用 telnet 等应用时，

可以直接使用主机名，由系统解析为 IP 地址，而不必使用难于记忆的 IP 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ip host hostname ip-address 

取消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undo ip host hostname [ 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无主机名与主机 IP 地址对应。 

1.2.2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 VLAN 接口配置一个 IP 地址。为了使交换机的一个 VLAN 接口

可以与多个子网相连，一个 VLAN 接口最多可以配置 21 个 IP 地址，其中一个为主

IP 地址，其余为从 IP 地址。 

在配置 VLAN 接口 IP 时，可以通过配置 direct-broadcast 关键字来配置该地址具

有直连广播属性。 

配置 forward、drop 关键字说明已配置的 IP 地址带有直连广播转发属性，系统可

以生成该 IP 地址对应的直连广播路由。只是在直连广播路由生效后，对报文的处理

方式不同： 

 配置 forward 关键字后，接口收到的直连广播报文会在该接口所在的 VLAN

内进行广播； 

 配置 drop 关键字后，接口收到的直连广播报文会被直接丢弃。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VLAN 接口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sub ] 
[ direct-broadcast { forward | drop } ] 

删除 VLAN 接口 IP 地址 undo ip address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su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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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当使用 ip address 命令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时，如果新配置的 IP 地址与

原有 IP 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那么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继续该操作，如果继续，

在此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将被修改。同时，如果原网段下存在的 ARP 表项能匹

配新的网段，则不删除该 ARP 表项(包含动态 ARP 表项与静态 ARP 表项)。否则，

原网段下的 ARP 表项将被全部删除。 
 删除 VLAN 接口 IP 地址时，如果该地址带有直连广播属性，则连同该 IP 地址的

直连广播属性也一并删除。 
 直连广播报文不能在 SuperVlan 接口上转发，但是将 SuperVlan 转化为普通

VLAN 后，直连广播报文可以在该 VLAN 内转发。 
 如果 VLAN 内接口的 IP 地址已经配置了直连广播属性，则该 VLAN 上不能进行

混插配置，否则会造成报文环路。 
 WAN 口目前不能对直连广播报文进行转发，因此请不要在 WAN 口上配置具有

直连广播属性的 IP 地址。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没有配置 IP 地址。 

1.2.3  IP 地址保护配置 

1. 原理简介 

IP 地址保护功能可以用来实现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定功能，保证只有与指定

MAC 地址对应的 IP 地址用户是合法用户。该功能只要在交换机上配置就可以完成

相应的功能，而不需要服务器和客户端。 

IP 地址保护功能需要和自动 MAC 地址填充功能配合完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

定。自动 MAC地址填充功能处于使能状态时，用户可以配置只有 IP地址的静态 ARP
表项，自动 MAC 地址填充功能会根据学习到的 MAC 地址自动对该 ARP 表项进行

填充。 

在 VLAN 接口上使能 IP 地址保护功能后，当前接口不再动态学习 ARP 表项，并删

除已有的动态 ARP 表项，同时设备自动开启自动 MAC 地址填充功能，用户可以配

置只有 IP 地址的静态 ARP 表项。设备会自动填充该 ARP 表项中的 MAC 地址，从

而保证只有配置了静态 ARP 的用户才能进行网络访问。 

2. IP 地址保护功能特性配置 

IP 地址保护功能特性配置任务包括： 

 配置可自动填充 ARP 地址 

 使能 IP 地址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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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配置 IP 地址保护功能特性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可自动填充 ARP 地址 arp static ip-address 
可选 

该命令的详情请参考“2-1 ARP
命令”中的 arp static 命令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使能 IP 地址保护功能 ip-protect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关闭 IP
地址保护功能 

查看当前 VLAN 接口的 IP 地

址保护状态 display this display this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

图下执行 

 

  注意： 

 只有在接口开启了 IP 地址保护功能的情况下，自动填充 MAC 地址功能才会被开

启。 
 在第一次自动填充ARP地址后，用户配置的静态ARP就变成了普通的静态ARP，
不能被再次填充了。 

 

1.3  IP 地址的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 地址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5 IP 地址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网络所有主机和对应的 IP 地址 display ip host 

查看端口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p interface [ brief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4  IP 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设置交换机的 VLAN 接口 1 的 IP 地址为 129.2.2.1，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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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ch

PC
Console cable

 
图1-3 IP 地址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 VLAN 接口 1。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 配置 VLAN 接口 1 的 IP 地址。 

[H3C-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29.2.2.1 255.255.255.0 

1.5  IP 地址配置排错 

故障现象：从交换机 ping 不通局域网中某一主机。 

故障排除：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首先查看交换机的配置是否正确，然后使用 display arp 命令查看交换机维护

的 ARP 表。 

 其次检查交换机连接主机的端口属于哪个 VLAN，该 VLAN 是否配置 VLAN 接

口，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和主机是否位于同一网段。 

 如果配置正确，可以在交换机上打开 ARP 调试开关，查看交换机是否正确地

发送和接收 ARP 报文，如果只有发送，没有接收到 ARP 报文，则可能以太网

物理层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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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VRR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RR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RRP简介

了解 VRR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VRRP配置

显示配置后 VRRP 的运行情况、清除 VRRP 的统计信息等 VRRP显示和调试

VRRP 的配置举例 VRRP典型配置举例

VRRP 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VRRP故障诊断与排错

 

1.1  VRRP 简介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冗余协议）是一种容错协

议。如下图所示，通常一个网络内的所有主机都设置一条缺省路由（图中的缺省路

由下一跳地址为 10.100.10.1），主机发往外部网络的报文将通过缺省路由发往三层

交换机 Switch，从而实现了主机与外部网络的通信。当交换机 Switch 发生故障时，

本网段内所有以 Switch 为缺省路由下一跳的主机将断掉与外部的通信。 

Ethe

Switch

Host 1 Host 2

10.100.10.7 10.1

10.100.10.1 rnet

Host 3

00.10.8 10.100.10.9

Network

 
图1-1 局域网组网方案 

VRRP 就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的，它为具有多播或广播能力的局域网（如以太

网）设计。VRRP 将局域网的一组交换机（包括一个 Master 即主交换机和若干个

Backup 即备份交换机）组织成一个虚拟路由器，这组交换机被称为一个备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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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Virtual IP address10.100.10.1

Backu

Virtual I

Actual IP address10.100.10.2 Actual IP addr

p

P address10.100.10.1

ess10.100.10.3

Ethernet

Host 1 Host 2 Host 3

10.100.10.7 10.100.10.8 10.100.10.9

Network

 
图1-2 虚拟路由器示意图 

虚拟的交换机拥有自己的 IP 地址 10.100.10.1（这个 IP 地址可以和备份组内的某个

交换机的接口地址相同），备份组内的交换机也有自己的 IP 地址（如 Master 的 IP
地址为 10.100.10.2，Backup 的 IP 地址为 10.100.10.3）。局域网内的主机仅仅知

道这个虚拟路由器的 IP 地址 10.100.10.1（通常被称为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而

不知道具体的 Master 交换机的 IP 地址 10.100.10.2 以及 Backup 交换机的 IP 地址

10.100.10.3。局域网内的主机将自己的缺省路由下一跳设置为该虚拟路由器的 IP
地址 10.100.10.1。于是，网络内的主机就通过这个虚拟的交换机与其它网络进行通

信。当备份组内的 Master 交换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备份组内的其它 Backup 交换机

将接替不能正常工作的 Master 交换机成为新的 Master 交换机，继续向网络内的主

机提供路由服务，从而实现网络内的主机不间断地与外部网络进行通信。 

1.2  VRRP 配置 

VRRP 主要配置包括： 

 设定虚拟IP地址是否可以使用ping命令ping通 

 设置是否需要检查VRRP报文的TTL值 

 设置MAC地址和虚拟IP地址的对应关系 

 添加或删除虚拟IP地址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设置备份组的抢占方式 

 设置认证方式及认证字 

 设置备份组的定时器 

 设置监视指定接口 

 设置监视IFM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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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设定虚拟 IP 地址是否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 

本配置任务可以设定用户是否能够使用 ping 命令来 ping 通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根据 VRRP 的标准协议，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是无法使用 ping 命令来 ping 通的。

这时交换机下挂的用户无法通过 ping 命令来判断一个 IP 地址是否被备份组使用。

如果用户将自己的主机 IP 地址配置为与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相同的 IP 地址，将会

使本网段的报文都发送到用户的主机，使本网段的数据不能被正确转发。 

S9500 系列交换机提供如下功能：在进行了相应的配置后，用户将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设定虚拟 IP 地址是否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 

操作 命令 

设定虚拟 IP 地址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 vrrp ping-enable 

设定虚拟 IP 地址不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 undo vrrp ping-enable 

 

缺省情况下，用户能使用 ping 命令 ping 通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本配置需要在备份组建立之前就进行设定。如果交换机上已经建立

了备份组，系统将不允许再使用本命令和命令的 undo 形式来修改此项配置。 

1.2.2  设置是否需要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本配置任务可以使 Backup 交换机不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VRRP 协议规定

VRRP 报文的 TTL 值只能为 255。如果 Backup 交换机检查到 VRRP 报文的 TTL 值

不是 255，就会将此报文丢弃。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取消或恢复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设置是否取消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操作 命令 

设置取消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vrrp un-check ttl   

设置恢复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undo vrrp un-check ttl 

 

缺省情况下，需要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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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设置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 

本配置任务可以设置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VRRP 的标准协议中，

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 MAC 是对应的，这样可以保证子网的数据能够正确的

转发。 

由于芯片的原因，有的交换机支持一个路由接口的 IP 地址对应于多个 MAC 地址。 

S9500 系列交换机在保证子网数据正确转发的基础上，提供如下功能：可以由用户

来设置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 MAC 地址对应，也可以将对应关系设置为虚拟 IP 和交换机路由接口的

实际 MAC 地址对应。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设置虚拟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操作 命令 

设置虚拟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vrrp method { real-mac | virtual-mac }  

设置虚拟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为缺省值 undo vrrp method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采用备份组的虚拟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对应。 

需要注意的是： 

备份组的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需要在配置备份组之前就设定。如果

在交换机上已经创建了备份组，系统将不允许设置备份组的 MAC 地址和虚拟 IP 地

址的对应关系。 

1.2.4  添加或删除虚拟 IP 地址 

本配置任务可以给备份组设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或从虚拟地址列表中删除一个备份

组的虚拟 IP 地址。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添加/删除虚拟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添加虚拟 IP 地址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删除虚拟 IP 地址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 

 

virtual-router-ID 即备份组的组号，取值范围从 1 到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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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address 是用户给备份组指定的地址（被称为虚拟 IP 地址）。虚拟 IP 地址可

以是备份组所在网段中未被分配的 IP 地址，也可以是备份组中成员的接口的 IP 地

址。虚拟 IP 地址也可以被指定为备份组中成员交换机自己使用的真实 IP 地址，真

实 IP 地址与虚拟 IP 地址相同的交换机被称为“IP 地址拥有者”。当为一个备份组

指定第一个 IP 地址时，系统会创建这个备份组，以后再给这个备份组指定虚拟 IP
地址时，系统仅仅将这个地址添加到这个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列表中。 

备份组中 后一个虚拟 IP 地址被删除后，这个备份组也将同时被删除掉，对这个备

份组的进行的所有配置都不再有效。 

1.2.5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VRRP 根据优先级来确定参与备份组的每台交换机的地位，备份组中优先级 高的

交换机将成为 Master。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iority priority 

取消备份组的优先级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iority 

 

优先级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255（数值越大表明优先级越高），但是可配置的范围是

1 到 254。优先级 0 为系统保留给特殊用途来使用，255 则是系统保留给 IP 地址拥

有者。缺省情况下，优先级的取值为 100。 

  说明： 

对于 IP 地址拥有者，其优先级是不可配置的，始终为 255。 

 

1.2.6  设置备份组的抢占方式 

在没有被设置抢占方式的备份组中，一旦某台交换机成为 Master，只要它没有出现

故障，即使后来备份组中出现优先级更高的交换机，Master 也不会被取代。如果交

换机被设置为抢占方式，一旦备份组内 Backup 交换机发现自己的优先级比当前的

Master的优先级高，就会抢占成为Master，相应地，原来的Master将会变成Backup。 

在设置抢占方式的同时，还可以设置延迟时间，使得优先级较高的 Backup 延迟一

段时间成为 Master。设置延迟时间的目的在于：在性能不够稳定的网络中，Master
正常工作时，也可能由于网络堵塞导致 Backup 收不到 Master 发来的报文，致使备

份组内的成员频繁的进行主备状态转换。设置延迟时间后，Backup 没有按时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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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Master 的报文，会等待一段时间，只有在这段等待时间过后 Backup 还没有收到

来自 Master 的报文，Backup 才会转换为 Master。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设置和取消备份组的抢占方式和延迟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备份组的抢占方式和延迟时间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eempt-mode [ timer 
delay delay-value ] 

取消备份组的抢占方式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eempt-mode 

 

延迟的时间以秒计，范围为 0～255。缺省方式是抢占，延迟时间为 0。 

  说明： 

取消抢占方式，则延迟时间就会自动变为 0 秒。 

 

1.2.7  设置认证方式及认证字 

VRRP 协议提供了以下几种认证方式，分别是： 

 simple：简单字符认证 

 md5：MD5 认证 

在一个有可能受到安全威胁的网络中，用户可以将认证方式设置为 SIMPLE。将认

证方式设置为 SIMPLE 后，发送 VRRP 报文的交换机就会将认证字填入到 VRRP
报文中；而接收 VRRP 报文的交换机会将接收到的 VRRP 报文中的认证字和本地配

置的认证字进行比较，如果认证字相同，交换机则认为接收到的报文是真实的、合

法的 VRRP 报文，否则认为接收到的报文是一个非法的报文，并将非法的报文丢弃。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应当设置长度为不超过 8 字符的认证字。 

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网络中，用户可以将认证方式设置为 MD5。将认证方式设置为

MD5 后，交换机就会利用 Authentication Header 提供的认证方式和 MD5 算法来对

VRRP 报文进行认证。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应当设置长度不超过 8 字符的认证字。 

对于没有通过认证的报文，交换机会将其丢弃，并向网管发送 Trap 报文。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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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设置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操作 命令 

设置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imple } key 

取消设置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authentication-mode 

 

缺省情况下不进行认证。 

  说明： 

在属于同一个备份组的所有 VLAN 接口上要配置相同的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1.2.8  设置备份组的定时器 

VRRP备份组中的Master交换机定时发送VRRP报文（时间间隔为 adver-interval），
向组内的交换机通知自己工作正常；而 Backup 交换机只能接收 VRRP 报文。如果

Backup 超过一定时间（时间间隔为 master-down-interval）没有收到 Master 发送来

的 VRRP 报文，则认为它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就会将自己的状态转变为 Master。 

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命令来调整 Master 发送 VRRP 报文的间隔时间

adver-interval，而 Backup 的 master-down-interval 的间隔时间则是 adver-interval
的 3 倍。如果网络流量过大或者不同的交换机上的定时器差异等因素，会导致

master-down-interval 异常超时而发生状态转换。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将

adver-interval 的间隔时间延长和设置抢占延迟时间的办法来解决。adver-interval
的时间单位是秒。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设置 VRRP 定时器 

操作 命令 

设置 VRRP 定时器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imer advertise adver-interval 

恢复 VRRP 定时器的缺省值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imer advertise 

 

缺省情况下，adver-interval 的值是 1 秒。 

  说明： 

在同组的 VRRP 备份组中，必须设置相同的定时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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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设置监视指定接口 

VRRP 的监视接口功能更好地扩充了备份功能，即不仅能在备份组所在的接口出现

故障时提供备份功能，而且在交换机的其它接口不可用时，也可以使用备份功能。

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置监视某个接口的命令来实现。 

当被监视的接口 Down 掉时，拥有这个接口的交换机的优先级会自动降低一个数额

（value-reduced），可能导致备份组内其它交换机的优先级高于这个交换机的优先

级，从而使得其它优先级高的交换机转变为 Master。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设置和取消监视接口 

操作 命令 

设置监视指定接口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reduced value-reduced ]  

取消监视指定接口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缺省情况下，缺省情况下，优先级降低的数额为 10。 

  说明： 

 当交换机为 IP 地址拥有者时，不允许使用监视指定接口的功能。 
 Down 掉的被监视的接口重新 UP 之后，对应的交换机的优先级数会自动恢复。 
 每个备份组可以监视的接口数目最多为 8。 

 

1.2.10  设置监视 IFM 设备 

IFM 为软交换设备的 IP Forwarding Module（IP 转发模块）。具体的说，IFM 作为

软交换设备的一种特殊单板，是软交换的“门户”，完成出入软交换的 IP 信令分发

功能，如果 IFM 对外中断就意味着软交换瘫局，因此，IFM 的可靠性显得极为重要。 

软交换局端组网采用 IFM－交换机－路由器的方式，组网模式如下图： 

IFM A平面

Switch B

边缘路由器

Switch A

B平面

IFM

下行平面 Firewall

Firewall

 
图1-3 设置监视 IFM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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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交换机采用 VRRP 协议构成一对主备组，L3 交换级和 IFM 设备之间启用 OAM
互相检测状态。在 L3 交换机配置 VRRP 检测 IFM 功能后， L3 设备通过 OAM 检测

IFM 设备的状态。当 IFM 设备正常时，与 IFM 相连 L3 设备对应接口的 VRRP 优先

级升高一个数额（value-increased），使接口的 VRRP 处于 MASTER 状态。当这

个接口对应的 IFM 设备 Down 掉或对应的接口 Down 掉，此时交换机优先级会降低

一个数额，可能导致备份组内其它交换机的优先级高于这个交换机的优先级，从而

使得其它优先级高的交换机转变为 Master，从而实现了 IFM 通过 OAM 与 VRRP 的

联动。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设置和取消监视接口 

操作 命令 

设置监视指定接口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ifm [ increased value-increased ]  

取消监视指定接口 undo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ifm  

 

缺省情况下，优先级升高的数额为 2。 

1.3  VRR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VRRP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debug 命令对 VRRP 进行调试。 

表1-11 显示 VRRP 的状态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 VRRP 的状态信息 
display vrrp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virtual-route-identifier ifm | ifm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显示运行了VRRP协议的 IFM设备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vrrp ifm 

显示 VRRP 的统计信息 display vr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显示 VRRP 的详细信息 display vrrp verbose [ interface type 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清除 VRRP 的统计信息 reset vr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打开 VRRP 调试开关 debugging vrrp { state | packet | error } 

关闭 VRRP 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vrrp { state | packet |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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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打开 VRRP 调试开关的命令来查看 VRRP 的运行情况。共有三个调试

开关：VRRP 的报文调试开关（option 为 packet），VRRP 的状态调试开关（option
为 state）和 VRRP 的错误调试开关（option 为 error）。缺省情况关闭调试开关。 

1.4  VRRP 典型配置举例 

1.4.1  VRRP 单备份组举例 

1. 组网需求 

主机 A 把交换机 A 和交换机 B 组成的 VRRP 备份组作为自己的缺省网关，访问

Internet 上的主机 B。 

VRRP 备份组构成：备份组号为 1，虚拟 IP 地址为 202.38.160.111，交换机 A 做

Master，交换机 B 做备份交换机，允许抢占。 

2. 组网图 

Virtual IP address: 
202.38.160.111

Switch_A

Host A

202.38.160.3

VLAN- interface2:  202.38.160.1

Switc

VLAN- int

VLAN-- interface3:  10.100.10.2

10.2.3.1

h_B

erface2:  202.38.160.2

Host B

Internet

 
图1-4 VRRP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A： 

# 配置 VLAN2。 

[LSW-A] vlan 2 

[LSW-A-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1 255.255.255.0 

[LSW-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RRP。 

[LSW-A] vrrp ping-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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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W-A] interface vlan 2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2) 配置交换机 B： 

# 配置 VLAN2。 

[LSW-B] vlan 2 

[LSW-B-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2 255.255.255.0 

[LSW-B-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RRP。 

[LSW-B] vrrp ping-enable 

[LSW-B] interface vlan 2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备份组配置后不久就可以使用。主机 A 可将缺省网关设为 202.38.160.111。 

正常情况下，交换机 A 行使网关的职能，当交换机 A 关机或出现故障，交换机 B 将

接替行使网关的职能。 

设置抢占方式的目的是当交换机 A 恢复工作后，能够继续成为 Master 行使网关的职

能。 

1.4.2  VRRP 监视接口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监视接口来实现：即使交换机 A 仍然工作，但当其连接 Internet 的接口不

可用时，由交换机 B 来行使网关的职能。 

为了便于说明，设备份组号为 1，并增加授权字和计时器的配置。 

2. 组网图 

参见图 1-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A： 

# 配置 VLAN2。 

[LSW-A] vlan 2 

[LSW-A-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1 255.255.255.0 

[LSW-A-vlan-interface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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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可以被 ping 通。 

[LSW-A ] vrrp ping-enable 

# 创建一个备份组。 

[LSW-A] interface vlan 2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字。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witch 

# 设置 Master 发送 VRRP 报文的间隔时间为 5 秒。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imer advertise 5 

# 设置监视接口。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reduced 

30 

(2) 配置交换机 B： 

# 配置 VLAN2。 

[LSW-B] vlan 2 

[LSW-B-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2 255.255.255.0 

[LSW-B-vlan-interface2] quit 

# 使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可以被 ping 通。 

[LSW-B] vrrp ping-enable 

# 创建一个备份组。 

[LSW-B] interface vlan 2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字。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witch 

# 设置 Master 发送 VRRP 报文的间隔时间为 5 秒。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imer advertise 5 

正常情况下，交换机 A 行使网关的职能，当交换机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 3 不可用

时，交换机 A 的优先级降低 30，低于交换机 B 优先级，交换机 B 将抢占成为 Master
行使网关的职能。 

当交换机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3 恢复工作后，交换机 A 能够继续成为 Master 行
使网关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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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VRRP 监视 IFM 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监视 IFM 来实现：当交换机下面有 IFM 软交换设备的时候，通过 OAM 模

块解析 IFM 过来的信息，提升 VRRP 优先级。 

2. 组网图 

Ethernet3/1/1
VLAN 2IFM A平面

Switch A

Switch B

边缘路由器

B平面

IFM

下行平面

Firewall

Firewall

Ethernet 3/1/1
VLAN 2

 
图1-5 VRPP 监视 IFM 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2。 

[Switch A] vlan 2 

[Switch A-vlan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2] quit 

# 使能 OAM 

[Switch A] Ethernet3/1/1 

[Switch A-Ethernet3/1/1] oam ethernet mode passive 

[Switch A-Ethernet3/1/1] oam ethernet enable 

[Switch A-Ethernet3/1/1] quit 

# 使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可以被 ping 通。 

[Switch A] vrrp ping-enable 

# 创建一个备份组。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Switch 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05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字。 

[Switch 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witch 

# 设置 VRRP 监视 IFM 接口，提升优先级为 10。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VRRP 第 1 章  VRRP 配置

 

1-14 

[Switch 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ifm increased 1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2。 

[Switch B] vlan 2 

[Switch B-vlan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2 255.255.255.0 

[Switch B-Vlan-interface2] quit 

# 使能 OAM 

[Switch B] Ethernet3/1/1 

[Switch B-Ethernet3/1/1] oam ethernet mode passive 

[Switch B-Ethernet3/1/1] oam ethernet enable 

[Switch B-Ethernet3/1/1] quit 

# 使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可以被 ping 通。 

[Switch B] vrrp ping-enable 

# 创建一个备份组。 

[Switch B] interface vlan 2 

[Switch 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字。 

[Switch 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witch 

# 设置 VRRP 监视 IFM 接口，提升优先级为 10。 

[Switch 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ifm increased 10 

  说明： 

正常情况下，Switch A 行使网关的职能，当 Switch B 的 IFM 接口通过 OAM 检测到

IFM 为主用设备时候，Switch B 的优先级提升 10，高于 Switch A 的优先级 105，
Switch B 将抢占成为 Master 行使网关的职能。 

 

1.4.4  VRRP 多备份组举例 

1. 组网需求 

允许一台交换机为多个备份组作备份。 

通过多备份组设置可以实现负荷分担。如交换机 A 作为备份组 1 的 Master，同时又

兼职备份组 2 的备份交换机，而交换机 B 正相反，作为备份组 2 的 Master，并兼职

备份组 1 的备份交换机。一部分主机使用备份组 1 作网关，另一部分主机使用备份

组 2 作为网关。这样，以达到分担数据流，而又相互备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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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参见图 1-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A 

# 配置 VLAN2。 

[LSW-A] vlan 2 

[LSW-A-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1 255.255.255.0 

# 创建一个备份组 1。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50 

# 创建一个备份组 2。 

[LSW-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2 virtual-ip 202.38.160.112 

(2) 配置交换机 B 

# 配置 VLAN2。 

[LSW-B] vlan 2 

[LSW-B-vlan2] interface vlan 2 

[LSW-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02.38.160.2 255.255.255.0 

# 创建一个备份组 1。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202.38.160.111 

# 创建一个备份组 2。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2 virtual-ip 202.38.160.112 

# 设置备份组的优先级。 

[LSW-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2 priority 110 

  说明： 

在实际组网应用中，一般都使用多备份组。 

 

1.5  VRRP 故障诊断与排错 

VRRP 配置不是很复杂，如果功能不正常，基本可以通过查看配置以及调试信息来

定位。以下，就如何排除常见的故障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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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障之一：控制台上频频给出配置错误的提示 

这表明交换机收到了错误的 VRRP 报文。一种可能是备份组内的另一台交换机配置

不一致，另一种可能是有的设备试图发送非法的 VRRP 报文。对于第一种可能，可

以通过修改配置来解决。对于第二种可能，则是有些设备有不良企图，应当通过非

技术手段来解决。 

2. 故障之二：同一个备份组内出现多个 Master 交换机 

这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多个 Master 并存时间较短，属于正常情况，无需进行人工

干预；另一种是多个 Master 长时间共存，有可能是备份组内成员之间收不到 VRRP
报文，或者收到的报文不合法。 

解决方法：在多个 Master 之间互相 ping，如果 ping 不通，请先检查设备连通性。

如果能 ping 通，请检查 VRRP 的配置。对于同一个 VRRP 备份组的配置，必须保

证虚拟 IP 地址个数、每个虚拟 IP 地址、定时器间隔时间和认证方式完全一样。 

3. 故障之三：VRRP 的状态频繁转换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备份组的定时器间隔时间设置太短造成的，加大这个时间间隔

或者设置抢占延迟都可以解决这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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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HCP 概述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DHC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DHCP的一些概念

了解 DHCP 公共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DHCP公共配置

 

1.1  DHCP 的一些概念 

1.1.1  DHCP 原理介绍 

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网络复杂程度的提高，网络配置越来越复杂，经常出现计算

机位置变化（如便携机或无线网络）和计算机数量超过可分配的 IP 地址的情况。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就是为满足这

些需求而发展起来的。DHCP 协议采用客户端/服务器（Client/Server）方式工作，

DHCP Client 向 DHCP Server 动态地请求配置信息，DHCP Server 根据策略返回

相应的配置信息（如 IP 地址等）。 

在DHCP的典型应用中，一般包含一台DHCP服务器和多台客户端（如PC和便携机），

如图 1-1所示： 

DHCP client DHCP clie

DHCP client DH

nt

CP client

DHCP server

 
图1-1 DHCP 服务器典型组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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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HCP 的 IP 地址分配 

(1) IP 地址分配策略 

对于 IP 地址的占用时间，不同客户端有不同的需求：对于服务器，可能需要长期使

用固定的 IP 地址；对于某些主机，可能需要长期使用某个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而

某些个人则可能只在需要时分配一个临时的 IP 地址即可。 

针对这些不同的需求，DHCP 服务器提供三种 IP 地址分配策略： 

 手工分配地址：由管理员为少数特定客户端（如 WWW 服务器等）配置固定

的 IP 地址。 

 自动分配地址：为首次连接到网络的某些客户端分配固定的 IP 地址，该地址

将长期由该客户端使用。 

 动态分配地址：以“租借”的方式将某个地址分配给客户端，使用期限到期后，

客户端需要重新申请地址。绝大多数客户端得到的就是这种动态分配的地址。 

(2) IP 地址分配的优先次序 

DHCP 服务器按照如下次序为客户端选择除了 forbidden-ip 地址之外的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的地址池中与客户端 MAC 地址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 

 客户端以前曾经使用过的 IP 地址，即客户端发送的 DHCP_Discover 报文中请

求 IP 地址选项（Requested IP Addr Option）的地址； 

 在 DHCP 地址池中，顺序查找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 先找到的 IP 地址； 

 如果未找到可用的 IP 地址，则依次查询超过租期、发生冲突的 IP 地址，如果

找到则进行分配，否则报告错误。 

(3) DHCP 服务器地址池的类型 

 全局地址池：在本交换机内有效，是通过系统视图下的 dhcp server ip-pool

命令创建的。 

 VLAN 接口地址池：在本 VLAN 接口内有效，是在为 VLAN 接口配置了合法的

单播 IP 地址，且在 VLAN 接口视图下使用 dhcp select interface 命令设置从

VLAN 接口地址池分配 IP 地址后由系统创建的，它的地址段范围就是此 VLAN

接口所在的网段。 

2. DHCP 客户端与服务器的交互过程 

DHCP 客户端为了获取合法的动态 IP 地址，在不同阶段与服务器之间交互不同的信

息，通常存在以下三种模式： 

(1) DHCP 客户端首次登录网络 

DHCP 客户端首次登录网络时，主要通过四个阶段与 DHCP 服务器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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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阶段，即 DHCP 客户端寻找 DHCP 服务器的阶段。客户端以广播方式发

送 DHCP_Discover 报文，只有 DHCP 服务器才会进行响应； 

 提供阶段，即 DHCP 服务器提供 IP 地址的阶段。DHCP 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

的 DHCP_Discover 报文后，从 IP 地址池中挑选一个尚未分配的 IP 地址分配

给客户端，向该客户端发送包含出租 IP 地址和其它设置的 DHCP_Offer 报文； 

 选择阶段，即 DHCP 客户端选择 IP 地址的阶段。如果有多台 DHCP 服务器向

该客户端发来 DHCP_Offer 报文，客户端只接受第一个收到的 DHCP_Offer

报文，然后以广播方式向各 DHCP 服务器回应 DHCP_Request 报文，该信息

中包含向所选定的 DHCP 服务器请求 IP 地址的内容； 

 确认阶段，即 DHCP 服务器确认所提供 IP 地址的阶段。当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客户端回答的 DHCP_Request 报文后，便向客户端发送包含它所提供

的 IP 地址和其它设置的 DHCP_ACK 确认报文。然后，DHCP 客户端将其

TCP/IP 协议组件与网卡绑定； 

除 DHCP 客户端选中的服务器外，其它 DHCP 服务器本次未分配出的 IP 地址仍可

用于其他客户端的 IP 地址申请。 

(2) DHCP 客户端再次登录网络 

当DHCP客户端再次登录网络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与DHCP服务器建立联系。 

 DHCP 客户端首次正确登录网络后，以后再登录网络时，只需要广播包含上次

分配 IP 地址的 DHCP_Request 报文即可，不需要再次发送 DHCP_Discover

报文；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_Request 报文后，如果客户端申请的地址没有被分

配，则返回 DHCP_ACK 确认报文，通知该 DHCP 客户端继续使用原来的 IP

地址； 

 如果此 IP地址无法再分配给该DHCP客户端使用（例如已分配给其它客户端），

DHCP 服务器将返回 DHCP_NAK 报文。客户端收到后，重新发送

DHCP_Discover 报文请求新的 IP 地址； 

(3) DHCP 客户端延长 IP 地址的租用有效期 

DHCP 服务器分配给客户端的动态 IP 地址通常有一定的租借期限，期满后服务器会

收回该 IP 地址。如果 DHCP 客户端希望继续使用该地址，需要更新 IP 租约（如延

长 IP 地址租约）。 

在实际使用中，缺省情况下，DHCP 客户端在 IP 地址租约期限达到一半时，DHCP
客户端会自动向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_Request 报文，以完成 IP 租约的更新。

如果此 IP 地址有效，则 DHCP 服务器回应 DHCP_ACK 报文，通知 DHCP 客户端

已经获得新的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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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引导协议”BOOTP 中继代理 

BOOTP(BOOT Strap Protocol)中继代理是在 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之间传

送 DHCP 消息的因特网主机或网络设备。设计 BOOTP 协议的目的是用作远程引导，

主要是通知连接客户机引导文件的位置。 

DHCP 是 BOOTP 机制的一个扩展，这个特征意味着已经存在的 BOOTP 的客户端

不用改变安装的软件就可以和 DHCP 服务器互用。RFC 1542 详细描述了 BOOTP、
DHC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之间的交互作用。 

1.1.3  DHCP 与 BOOTP 中继代理 

与 BOOTP 协议一样，DHCP 协议也是以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模式工作

的。利用该协议，DHCP 客户机可以向 DHCP 服务器动态地请求配置信息，包括分

配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缺省网关等重要参数，而 DHCP 服务器也可以很方便地

为其动态配置这些信息。 

DHCP 提供了如何在 TCP/IP 网络上对主机进行设置的方案框架。DHCP 继承于

BOOTP，在其基础上添加了自动分配可重用网络地址和附加配置选项的功能。

DHCP 具有 BOOTP 的中继代理行为，DHCP 的使用者和 BOOTP 的使用者可以进

行互操作。 

DHCP 的消息格式是基于 BOOTP 的消息格式的，以便具有中继代理的行为并且允

许已经存在的 BOOT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有协作能力(互用性)，使用 BOOTP
中继代理避免了在每一个物理网段都需要有一个 DHCP 服务器的情况。 

DHCP 和 BOOTP 之间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点。 

 DHCP 定义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客户端可以分配到一个有一定租期的

网络地址。并且考虑到了为不同客户端进行网络地址的连续地再分配； 

 DHCP 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他允许客户端为了进行操作而获得所有 IP 配置

的参数。 

1.2  DHCP 公共配置 

DHCP的公共配置是指对于DHCP服务器和DHCP Relay功能都适用的配置，包括： 

 使能/禁止DHCP服务 

 配置对DHCP报文的处理模式 

 使能/禁止伪DHCP服务器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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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使能/禁止 DHCP 服务 

对于 DHCP 服务器和 DHCP Relay，在进行 DHCP 配置之前，都需要先使能 DHCP
服务。只有启动该服务后，其它相关的 DHCP 配置才能生效。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使能/禁止 DHCP 服务 

操作 命令 

使能 DHCP 服务 dhcp enable 

禁止 DHCP 服务 undo dh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1.2.2  配置对 DHCP 报文的处理模式 

当收到 DHCP 客户端发出的 DHCP 报文时，可以通过下面的配置决定如何处理这些

报文。 

如果只配置当前 VLAN 接口的 DHCP 报文处理模式，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

列配置。 

表1-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的 DHCP 报文的处理模式 

操作 命令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本地 DHCP 服务器，从全局地址池分配地址 dhcp select global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本地 DHCP 服务器，从 VLAN 接口地址池分

配地址 dhcp select interface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远程 DHCP 服务器，选择此设备作为 DHCP 
Relay，从其他网段的服务器上分配地址 dhcp select relay 

恢复 DHCP 报文的处理模式为缺省设置 undo dhcp select 

 

  注意： 

dhcp select interface 命令不要同时与 ip relay address 命令或者 dhcp relay security 
address-check enable 命令同时使用，否则配置将不会产生实际意义。 

 

如果同时配置多个 VLAN 接口的 DHCP 报文处理模式，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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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的 DHCP 报文的处理模式 

操作 命令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本地 DHCP 服务器，从

全局地址池分配地址 

dhcp select global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本地 DHCP 服务器，从

VLAN 接口地址池分配地址 

dhcp select interfac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将 DHCP 报文发送到远程 DHCP 服务器，选

择此设备作为 DHCP Relay，从其他网段的服

务器上分配地址 

dhcp select relay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恢复 DHCP 报文的处理模式为缺省设置 undo dhcp select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对DHCP报文的处理模式为global，即将DHCP报文发送到本地DHCP
服务器，从全局地址池分配地址。 

1.2.3  使能/禁止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 

在网络中，如果有私自架设的 DHCP 服务器，当其他用户申请 IP 地址时，这台 DHCP
服务器就会与 DHCP 客户端进行交互，导致用户获得错误的 IP 地址，无法正常上

网，这种私设的 DHCP 服务器称为伪 DHCP 服务器。 

使能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后，交换机将记录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及申请

地址的客户端的 MAC 地址，发送的报文类型和入报文的 VLAN 接口，以便管理员

及时发现并处理伪 DHCP 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使能/禁止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 dhcp server detect 

禁止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 undo dhcp server detect 

 

缺省情况下，伪 DHCP 服务器检测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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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DHCP 服务器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DHCP 服务器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DHCP服务器配置

显示配置后 DHCP Server 后的运行情况、调试、清

除 DHCP Server 的配置信息等 DHCP Server配置的显示和调试

DHCP Server 的配置举例 DHCP Server配置示例

 

2.1  DHCP 服务器配置 

DHCP 服务器配置包括： 

 创建DHCP全局地址池 

 配置DHCP地址池的地址分配 

 配置DHCP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IP地址 

 配置DHCP地址池的IP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配置DHCP客户端的域名 

 配置DHCP客户端的DNS服务器地址 

 配置DHCP客户端的NetBIOS服务器的IP地址 

 配置DHCP客户端的NetBIOS节点类型 

 配置DHCP自定义选项 

 配置DHCP客户端的出口网关IP地址 

 配置DHCP服务器的ping包发送 

  说明： 

 为方便用户，对某些 DHCP 配置选项，用户可以分别对全局 DHCP 地址池、当

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或指定的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进行配置。 
 这类配置任务包括：配置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配置 DHCP 客

户端的域名、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DNS 服务器地址、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NetBIOS 节点类型以及配置 DHCP
自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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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 VRRP 组网中 
 建议采用全局地址池； 
 建议把 VRRP 虚地址设置成该地址池的网关，或者把 VRRP 虚地址配置到保留

地址中。因为一些 DHCP 客户端（比如 Linux 设备作为客户端）通过 DHCP 获

取地址后没有进行地址冲突检测，而可能把 VRRP 虚地址分配给 DHCP 客户端，

从而造成网络中断。 

 

2.1.1  创建 DHCP 全局地址池 

DHCP 服务器通过地址池给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当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 DHCP 请

求时，DHCP 服务器根据用户设置选择合适的地址池，并从中挑选一个空闲的 IP 地

址，与其他相关参数（如地址租用期限等）一起传送给客户端。每个 DHCP 服务器

可以配置多个地址池，目前支持 128 个 DHCP 全局地址池。 

DHCP 服务器中的地址池采用树状结构：树根是自然网段地址，分支是该网段的子

网地址，叶节点是手工绑定的客户端地址。这种树状结构实现了配置的继承性，即

子网配置继承自然网段的配置，客户端的配置继承子网的配置。这样，对于一些通

用参数（如域名），只需要在自然网段或者子网上配置即可。地址池的树状结构可

以通过命令 display dhcp server tree 查看，同一级别地址池的顺序由配置的先后

决定。 

创建 DHCP 全局地址池时，如果该地址池已存在，则直接进入该地址池视图；否则

将先创建 DHCP 地址池，然后再进入地址池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 创建 DHCP 全局地址池 

操作 命令 

创建 DHCP 地址池并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删除 DHCP 地址池 undo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DHCP 全局地址池没有被创建。 

需要注意的是，VLAN 接口地址池是在为 VLAN 接口配置了合法的单播 IP 地址，且

在VLAN接口视图下使用 dhcp select interface命令设置从VLAN接口地址池分配

IP 地址后由系统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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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配置 DHCP 地址池的地址分配 

根据客户端的实际需要，可以选择采用静态地址绑定方式或动态地址分配方式。但

是，对于同一个全局 DHCP 地址池不能同时配置这两种方式；对于 VLAN 接口地址

池两种方式可以共存，但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网段即为该 VLAN 接口 IP 地址的网段。 

动态地址分配需要指定用于分配的地址范围，而静态地址绑定则可以看作是只包含

绑定地址的特殊的 DHCP 地址池。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某些客户端可能需要固定的 IP 地址，即将客户端的 MAC 地址与某个 IP 地址绑定。

当此 MAC 地址的客户端申请 IP 地址时，服务器将根据客户端的 MAC 地址寻找到

对应的固定 IP 地址，并分配给客户端。目前一个全局 DHCP 地址池只支持一条

MAC-IP 地址的绑定。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操作 命令 

配置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 static-bind ip-address ip-address [ { mask 
netmask } | mask-length ] 

删除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 undo static-bind ip-address 

配置静态绑定的客户端 MAC 地址 static-bind mac-address mac-address 

删除静态绑定的客户端 MAC 地址 undo static-bind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说明： 

命令 static-bind ip-address 和 static-bind mac-address 必须配合使用，并且，

如果多次执行，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 配置 VLAN 接口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目前 VLAN 接口地址池支持多条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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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配置 VLAN 接口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VLAN接口地址池中的静态地址绑定
dhcp server static-bind ip-address 
ip-address mac-address mac-address 

删除当前VLAN接口地址池中的静态地址绑定
undo dhcp server static-bind { ip-address 
ip-address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LAN 接口地址池的静态地址绑定。 

  注意： 

接口地址的绑定不可以直接覆盖，若已经配置了绑定的 IP 地址和 MAC 表项，修改

绑定关系的时候，要删除原来的绑定关系。 

 

3. 配置动态地址分配 

对于动态分配给客户端的地址（包括永久的和租用期有限的动态地址），都需要配

置地址池的范围。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4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操作 命令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network ip-address [ mask netmask | mask-length ] 

删除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undo network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每个 DHCP 地址池只能配置一个网段，如果多次执行 network 命令，新的配置会覆

盖已有配置。 

  注意： 

通过 DHCP Relay 获取地址时，普通地址池、全局绑定地址池和 Relay 地址的子网

掩码必须相同，否则会出现绑定失效，或者分配给客户端的地址跟 Relay 不在同一

网段。 

 

2.1.3  配置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在分配地址时，需要排除已经被占用的某些 IP 地址（如网关、FTP 服

务器等），否则，同一地址分配给两台主机会造成 IP 地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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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5 配置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

址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low-ip-address 
[ high-ip-address ] 

取消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

址的配置 
undo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low-ip-address [ high-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DHCP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都参与自动分配。 

多次执行本命令，可以配置多个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段。 

2.1.4  配置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对于不同的地址池，DHCP 服务器可以指定不同的地址租用期限，但同一 DHCP 地

址池中的地址都具有相同的期限。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6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 | unlimited }

恢复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为缺省值 undo expired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7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

租用有效期限 
dhcp server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 | unlimited } 

恢复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

租用有效期限为缺省值 undo dhcp server expired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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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

租用有效期限 

dhcp server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 | unlimited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恢复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IP 地址

租用有效期限为缺省值 

undo dhcp server expired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全局和 VLAN 接口地址池的 IP 地址租用有效期限均为 1 天。 

2.1.5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域名 

在 DHCP 服务器上，可以为每个地址池分别指定客户端使用的域名。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9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domain-name domain-name 

删除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undo domain-name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0 配置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dhcp server domain-name domain-name 

删除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undo dhcp server domain-name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的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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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dhcp server domain-name domain-nam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删除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域名 

undo dhcp server domain-name 
domain-nam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全局和 VLAN 接口地址池均未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域名。 

如果多次执行该操作，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1.6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DNS 服务器地址 

主机通过域名访问 Internet 时，需要将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这是通过域名系统 DNS
（Domain Name System）实现的。因此，为了使 DHCP 客户端成功接入 Internet，
DHCP 服务器应在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的同时指定 DNS 服务器地址。目前每个

DHCP 地址池 多可以配置 8 个 DNS 服务器地址。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2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d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删除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undo dns-list { ip-address | all }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3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

务器地址 
dhcp server d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删除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

务器地址 
undo dhcp server dns-list { ip-address | 
all }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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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

务器地址 

dhcp server d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删除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NS 服

务器地址 

undo dhcp server dns-list { ip-address | 
all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全局和 VLAN 接口地址池均未配置 DNS 服务器地址。 

如果多次执行该操作，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1.7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NetBIO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对于使用 Microsoft 操作系统的客户端，由 WINS（Windows Internet Naming 
Service，因特网名称服务）服务器为通过 NetBIOS 协议通信的主机提供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所以大部分 Windows 网络客户端需要进行 WINS 的设置。目前每

个 DHCP 地址池 多可以配置 8 个 NetBIOS 地址。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5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nb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删除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undo nbns-list { ip-address | all }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6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dhcp server nb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删除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undo dhcp server nbns-list { ip-address | all }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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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dhcp server nbns-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删除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undo dhcp server nbns-list { ip-address | 
all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全局和 VLAN 接口地址池均未配置 NetBIOS 服务器地址。 

如果多次执行该操作，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1.8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 NetBIOS 节点类型 

DHCP 客户端在广域网上使用 NetBIOS 协议通信时，需要在主机名和 IP 地址之间

建立映射关系。根据获取映射关系的方式不同，NetBIOS 节点分为四种： 

 b 类节点（b-node）：“b”代表广播（broadcast），即，此类节点采用广播

的方式获取映射关系。 

 p 类节点（p-node）：“p”代表端到端（peer-to-peer），即，此类节点采用

与 NetBIOS 服务器通信的方式获取映射关系。 

 m 类节点（m-node）：“m”代表混合（mixed），是具有部分广播特性的 p

类节点。 

 h 类节点（h-node）：“h”代表混合（hybrid），是具备“端对端”通信机制

的 b 类节点。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8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

点类型 
netbios-type { b-node | h-node | m-node | 
p-node } 

删除全局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

点类型的配置 undo netbios-type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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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dhcp server netbios-type { b-node | 
h-node | m-node | p-node } 

删除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的配置 undo dhcp server netbios-type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0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 

dhcp server netbios-type { b-node | 
h-node | m-node | p-node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删除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的配置 

undo dhcp server netbios-typ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缺省情况下，全局和 VLAN 接口地址池的客户端 NetBIOS 节点类型均为 h 类节点

（h-node）。 

2.1.9  配置 DHCP 自定义选项 

随着 DHCP 的不断发展，新的可选配置项会陆续出现，为了支持这些新的选项，可

以通过手工定义的方式将新选项添加到 DHCP 服务器的属性列表中。 

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1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操作 命令 

配置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option 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ip-address ip-address 
[ ip-address ] } 

删除全局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undo option code 

 

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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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操作 命令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dhcp server option 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ip-address ip-address 
[ ip-address ] } 

删除当前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undo dhcp server option code 

 

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3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操作 命令 

配置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dhcp server option 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ip-address ip-address 
[ ip-address ]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删除多个 VLAN 接口 DHCP 地址池的 DHCP
自定义选项 

undo dhcp server option cod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如果多次执行该操作，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1.10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出口网关 IP 地址 

DHCP 客户端访问本网段以外的服务器或主机时，数据必须通过出口网关进行转发。

目前每个 DHCP 地址池 多可以配置 8 个出口网关 IP 地址。 

请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4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出口网关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出口网关 IP 地址 gateway-list ip-address [ ip-address ] 

删除 DHCP 客户端的出口网关 IP 地址 undo gateway-list { ip-address | all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出口网关 IP 地址。 

如果多次执行该操作，新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2.1.11  配置 DHCP 服务器的 ping 包发送 

为防止 IP 地址重复分配导致地址冲突，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地址前，需要先

对待分配的地址进行探测。地址探测是通过 ping 命令实现的，检测是否能在指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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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得到 ping 应答。如果没有得到应答，则继续发送 ping 报文，直到发送 ping 包

数量达到设定值，如果仍然没有得到应答，则可以认为本网段内没有设备使用该 IP
地址，从而确保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是唯一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5 配置 DHCP 服务器的 ping 包发送 

操作 命令 

配置 DHCP 服务器发送 ping 包的 大数量 dhcp server ping packets number 

恢复 DHCP服务器发送 ping包的缺省 大数量 undo dhcp server ping packets 

配置 DHCP服务器发送 ping包的 长等待响应

时间 dhcp server ping timeout milliseconds 

恢复 DHCP服务器发送 ping包的缺省 长等待

响应时间 undo dhcp server ping timeout 

 

缺省情况下，发送 ping 包的 大数量为 2，等待 ping 响应的 长时间为 500 毫秒。 

DHCP 服务器通过 ping 包的发送检测是否发生地址冲突，而 DHCP 客户端则通过

ARP 报文检测是否发生地址冲突。 

2.2  DHCP Server 配置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 服务器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执行 debugging 命令对 DHCP
服务器配置进行调试。 

请在任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6 DHCP 服务器配置的显示 

操作 命令 

查看 DHCP 的地址冲突的统计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conflict { all | ip 
ip-address } 

查看 DHCP 地址池中租约超期信息。在 DHCP
地址池的可用地址分配完后，这类租约超期的

地址将被分配给 DHCP 客户端 

display dhcp server expired { ip ip-address 
| pool [ pool-name ] |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查看 DHCP 地址池的可用地址范围，即尚未分

配的 IP 地址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free-ip 

查看 DHCP 地址池中被禁用的地址 display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查看 DHCP 地址池中地址绑定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 ip 
ip-address | pool [ pool-name ] |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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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查看 DHCP 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statistics 

查看 DHCP 地址池的树状结构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tree { pool 
[ pool-name ] |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说明： 

频繁进行交换机的主备板倒换可能导致个别动态表项信息丢失，但是这种情况不会

对网络性能产生任何影响。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下列调试命令。 

表2-27 DHCP 服务器配置的调试 

操作 命令 

关闭 DHCP 服务器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dhcp server { all | error | event | 
packet } 

打开 DHCP 服务器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dhcp server { all | error | event | packet }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DHCP 服务器配置信息。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8 清除 DHCP 服务器的配置信息 

操作 命令 

清除 DHCP 地址冲突的统计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conflict { ip ip-address | all } 

清除 DHCP 动态地址绑定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ip-in-use{ all |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ip ip-address | pool 
[ pool-name ] } 

清除 DHCP 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statistics  

 

2.3  DHCP Server 配置示例 

1. 组网需求 

DHCP Client 所在的网段地址为 10.110.0.0，连接到交换机的 VLAN2 中的端口。需

要通过具有 DHCP Server 功能的交换机为其分配地址，图中的交换机直接具有

Server 功能，无需 DHCP Relay 来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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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

DHCP client

ch ( DHCP Server)

Ethernet
10.110.0.0

10.110.1.1

DHCP client

 
图2-1 DHCP Server 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创建 VLAN2。 

[H3C] vlan 2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为 Vlan-interface 2 配置 IP 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0.1.1 255.255.0.0  

# Vlan-interface 2 选择从接口地址池分配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interface 

# 设置从全局地址池分配地址，默认即是从全局地址池中分配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global 

或者恢复默认值 

[H3C-Vlan-interface2] undo dhcp select  

# 设置全局地址池。 

[H3C] dhcp server ip-pool 1 

[H3C-dhcp-1] network 10.110.0.0 mask 255.255.0.0 

[H3C-dhcp-1] gateway-list 1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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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DHCP Relay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DHCP Relay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DHCP Relay配置

了解 DHCP Option82 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

过程 DHCP Relay上的Option 82 配置

显示配置后DHCP Relay后的运行情况、调试、

清除 DHCP Relay 的配置信息等 DHCP Relay显示和维护  

DHCP Relay 的配置举例 DHCP Relay配置示例

DHCP Option82 的配置举例 DHCP Relay支持Option 82 典型组网举例

 

3.1  DHCP Relay 配置 

3.1.1  DHCP Relay 简介 

DHCP 协议以客户端/服务器（Client/Server）方式工作，DHCP Client 向 DHCP 
Server 动态地请求配置信息，DHCP Server 根据策略返回相应的配置信息。 

早期的DHCP协议只适用于DHCP客户端和服务器处于同一个子网内的情况，不可以

跨网段工作。因此，为实现动态主机配置，需要为每一个子网设置一个DHCP 
SERVER，这显然是不经济的。 

为此引入了DHCP Relay：局域网内的DHCP客户端可以通过DHCP Relay与其他子

网的DHCP服务器通信， 终取得合法的IP地址。这样，多个网络上的DHCP客户端

可以使用同一个DHCP服务器，既节省了成本，又便于进行集中管理。DHCP Relay
的典型应用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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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clientDHCP client

IP network

DHCP server

 DHCP relay

DHCP client DHCP client  
图3-1 DHCP Relay 典型应用示意图 

DHCP Relay 工作原理如下： 

 当 DHCP Client 启动并进行配置初始化时，它会在本地网络广播配置请求报

文； 

 如果本地网络存在 DHCP Server，则可以直接进行 DHCP 配置，不需要 DHCP 

Relay； 

 如果本地网络没有 DHCP Server，则与本地网络相连的具有 DHCP Relay 功

能的网络设备收到该广播报文后，将进行适当处理并转发给指定的其它网络上

的 DHCP Server； 

 DHCP Server 根据 DHCP Client 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的配置，并通过 DHCP 

Relay 将配置信息发送给 DHCP Client，完成对 DHCP Client 的动态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从开始配置到 终完成配置，可能存在多次这样的交互过程。 

  说明： 

DHCP Relay 同时也可以对 BOOTP 报文进行中继，但是对 BOOTP 报文进行中继

的时候不记录用户地址表项，也不支持 Option82。 

 

3.1.2  DHCP Relay 配置 

DHCP Relay 配置包括： 

 配置VLAN接口指向的DHCP Server 

 配置DHCP Relay的用户地址表项  

 配置通过DHCP Relay释放客户端的IP地址  

 配置VLAN接口上的DHCP安全特性  

 配置DHCP Relay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刷新功能以及定时刷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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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VLAN 接口指向的 DHCP Server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VLAN接口处理DHCP报文模式为Relay模式，配置VLAN
接口所指向的 Server 地址。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3-1 配置 VLAN 接口对应的 DHCP SERVER 

操作 命令 

配置 VLAN 接口对应的 DHCP Server ip relay address ip-address 

取消 VLAN 接口对应的 DHCP Server undo ip relay address { ip-address | all }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不对应任何 DHCP Server。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 VLAN 接口对应到新的 DHCP Server 时，不需要先删除原来的

对应关系，只需配置新的对应关系即可，重复配置的 IP 地址都有效，都是对应的

Server 地址，一共可以配置 20 个 Server IP 地址。 

  注意： 

指定DHCP Relay 特性所指向的DHCP服务器的IP地址不能是该DHCP Relay所对

应的VLAN虚接口的IP地址，否则系统会给出如下举例提示：Can't set ip relay 

address as interface address 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2. 配置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表项 

为了使配置了 DHCP Relay 的 VLAN 内的合法固定 IP 地址用户能够通过 DHCP 安

全特性的地址合法性检查，需要使用此命令为固定 IP 地址用户添加一条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对应关系的静态地址表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3-2 配置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表项 

操作 命令 

添加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表项 dhcp relay security ip-address 
mac-address static 

删除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表项 undo dhcp relay security 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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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DHCP Client通过DHCP Relay申请IP地址。DHCP Client的报文经过Relay时，

Relay在报文中填上自己的主IP地址，转发给DHCP Server。Server收到Relay转
发过来的报文后，就按照Relay所填的IP地址，分配相同网段的地址。 

 如果本地存在DHCP Server，DHCP Client申请IP地址时，只能分配到与该Client
相连的Server的接口主IP地址相同网段的地址，不能分配与该Client相连的

Server接口的从IP地址相同网段的地址。 
 如果本地没有DHCP Server ，DHCP Client通过Relay申请IP地址时，DHCP 

Server只能分配到与Relay主IP地址相同网段的地址，不能分配到与Relay从IP地
址相同网段的地址。 

 

3. 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 DHCP Relay 手工释放客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配置

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后，DHCP Relay 会主动向 DHCP 服务器

发送 Release 报文，DHCP 服务器收到该报文后，将会释放指定 IP 地址的租约。 

4.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时，如果不指定 DHCP
服务器，则向所有配置为中继模式的接口所对应的 DHCP 服务器组中的 DHCP 服务

器发送释放申请；如果指定了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则只向指定 DHCP 服务器

发送释放申请。 

表3-3 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向 DHCP 服务器请求释放客

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 
dhcp relay release client-ip 
client-mac [ server-ip ] 必选 

 

5.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时，如果不指定 DHCP
服务器，则向该接口所对应的DHCP服务器组中的所有DHCP服务器发送释放申请；

如果指定了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则只向指定 DHCP 服务器发送释放申请。 

表3-4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通过 DHCP Relay 释放客户端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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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向 DHCP 服务器请求释放客

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 
dhcp relay release client-ip client-mac 
[ server-ip ] 必选 

 

6. 配置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 

当客户端通过 DHCP Relay 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到 IP 地址时，DHCP Relay 会记

录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用户也可以手工配置用户地址表项，即 IP 地址

与 MAC 地址的静态绑定。 

为了防止非法用户静态配置一个 IP 地址，并访问其他网络，设备支持 DHCP Relay
安全特性。使能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将启动 VLAN 接口下用户地址合法

性的检查，如果用户配置的 IP 地址与用户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没有在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表中（包括 DHCP Relay 动态记录的表项以及手工配置的用户地

址表项），则 DHCP Relay 将不允许该用户访问外部网络。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3-5 使能/禁止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 

操作 命令 

使能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 dhcp relay security address-check enable 

禁止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 dhcp relay security address-check dis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为关闭状态。 

  注意： 

使能了 VLAN 接口上的 DHCP 安全特性后，将导致已经申请到 IP 地址的客户端无

法获得访问权限，需要客户端重新申请 IP 地址，建议管理员在没有用户获得 IP 地

址前进行该配置！ 

 

7. 配置 DHCP Relay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刷新功能以及定时刷新周期 

当 DHCP 客户端通过 DHCP Relay 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到 IP 地址时，DHCP Relay
会记录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当交换机上使能了 DHCP Relay 握手功能

后，DHCP Relay 将根据绑定关系中的 IP 地址和自己的 MAC 地址，定时向 DHCP 
Server 端发送握手报文（DHCP-REQUEST 报文）。 

 如果 DHCP 服务器响应 DHCP-ACK 报文，则表明这个 IP 地址已经可以进行

分配，DHCP Relay 会将动态用户地址表中对应的表项老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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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DHCP 服务器响应 DHCP-NAK 报文，则表示该 IP 地址的租约仍然存在，

DHCP Relay 不会老化该 IP 地址对应的表项； 

 如果 DHCP 服务器没有响应 DHCP Relay 的握手报文，DHCP 中继会继续给

这个绑定关系握手，当 3 次不能收到回应时，认为这个 IP 地址已经可以进行

分配，DHCP Relay 将动态用户地址表中对应的表项老化掉； 

 当交换机上禁止了 DHCP Relay 握手功能后，DHCP Relay 不会定时向 DHCP 

Server 端发送握手报文（DHCP-REQUEST 报文），导致用户安全表项不断

增加，将占用大量系统资源，请慎重使用！ 

 当DHCP客户端释放该 IP地址时，会发送单播DHCP-RELEASE报文给DHCP

服务器；而 DHCP Relay 不会处理该报文，造成 DHCP Relay 的用户地址项

不能被实时刷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支持 DHCP Relay 动态用户地址表

项的定时刷新功能。 

表3-6 配置 DHCP Relay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刷新功能以及定时刷新周期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开启 DHCP Relay 握手功能 dhcp relay security track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上 DHCP 
Relay 握手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配置 DHCP Relay 动态用户

地址表项的定时刷新周期 
dhcp relay security tracker 
{ interval | auto } 

可选 

缺省情况下，定时刷新周期为

auto，即根据表项的数目自动

计算刷新时间间隔 

 

3.1.3  DHCP Relay 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 Relay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debugging 命令对 DHCP Relay 进行调试。 

表3-7 DHCP Relay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VLAN接口对应的DHCP Relay的相关信息
display dhcp relay address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all } 

显示DHCP Relay的合法用户地址表中所有用户

的地址信息 display dhcprelay-security [ ip-address ]

打开 DHCP Relay 调试开关 debugging dhcp relay { all | packet | 
error | event }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DHCP 第 3 章  DHCP Relay 配置

 

3-7 

操作 命令 

关闭 DHCP Relay 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dhcp relay { all | packet 
| error | event } 

 

3.1.4  DHCP Relay 配置示例 

1. 组网需求 

DHCP Client 所在的网段地址为 10.110.0.0，连接到交换机的 VLAN2 中的端口。

DHCP Server 的 IP 地址为 202.38.1.2。需要通过具有 DHCP Relay 功能的交换机

中继 DHCP 报文，使得 DHCP Client 可以从 DHCP Server 上申请到 IP 地址等相关

配置信息。 

2. 组网图 

DHCP Server
202.38.1.2

Ethernet

Switch ( DHCP Relay)

202.38.0.0

Ethernet

DHCP client

10.110.0.0

10.110.1.1 202.38.1.1

DHCP client

Internet

 
图3-2 DHCP Relay 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创建 VLAN 2。 

[H3C] vlan 2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为 Vlan-interface 2 配置 IP 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0.1.1 255.255.0.0  

# Vlan-interface 2 选择从远程 DHCP 服务器上分配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relay 

# 配置 DHCP Relay 的 vlan 2 所指向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H3C-Vlan-interface2] ip relay address 202.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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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此配置是 DHCP Relay 的配置，DHCP Server 上需配置能够为客户机分配地址的地

址池，此外要保证 DHCP Server 和 DHCP Relay 上客户机接入的接口路由畅通。 

 

  注意： 

请不要更改、删除 DHCP Relay 对应接口的 IP 地址，否则会导致用户申请不到地址，

不能正常上网。 

 

3.2  DHCP Option 82 配置 

3.2.1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概述 

Option 82 是 DHCP 报文中的中继代理信息选项（Relay Agent Information Option）。
当 DHCP Client 发送请求报文到 DHCP Server 时，若需要经过 DHCP Relay，则由

DHCP Relay 将 Option 82 添加到请求报文中。Option 82 包含很多 sub-option，本

章中的 Option 82 只支持 sub-option 1、sub-option 2 和 sub-option 5。sub-option 1
中定义了代理电路 ID（即 Circuit ID），sub-option 2 中定义了代理远程 ID（即 Remote 
ID），sub-option 5 为链路选择（Link Selection）子项，该选项中包含了 DHCP Relay
添加的 IP 地址。 

Option 82 实现了 DHCP 客户端和 DHCP Relay 设备的地址信息在 DHCP 服务器上

的记录，与其他软件配合使用可以实现 DHCP 分配的限制和计费功能。 

1. 概念介绍 

 option 

DHCP 报文中的一个选项，该选项在 DHCP 报文中为可变长的字段，option 选项中

包含了部分租约信息、报文类型等。option 选项中 多可以包括 255 个 option，
少为 1 个 option。 

 Option 82 

Option 82 又称为中继代理信息选项（Relay Agent Information Option），是 DHCP
报文中 option 内容的一部分。RFC3046 中定义了 Option 82，其位置在 option 255
之前而在其他 option 之后。Option 82 中可以包含 多 255 个 sub-option，若定义

了 Option 82，至少要定义一个 sub-option。目前 Option 82 中常用的 sub-option 1、
sub-option 2 和 sub-option 5。 

 sub-op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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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ption 1 是 Option 82 的一个子选项，为代理电路 ID（即 Circuit ID）子项。子

选项通常在 DHCP Relay 设备上配置，定义了在传输报文的时候要携带 DHCP 客户

端所连接交换机端口的 VLAN-ID 及二层端口号。通常 sub-option 1 与 sub-option 2
子选项要共同使用来标识 DHCP 源端的信息。 

 sub-option 2 

sub-option 2 也是 Option 82 的一个子选项，为代理远程 ID（即 Remote ID）子项。

该子选项也通常在 DHCP Relay 设备上配置，定义了在传输报文的时候要携带中继

设备的 MAC 地址信息。通常与 sub-option 1 子选项要共同使用来标识 DHCP 源端

的信息。 

 sub-option 5 

sub-option 5 也是 Option 82 的一个子选项。为链路选择（Link Selection）子项，

该选项中包含了 DHCP Relay 添加的 IP 地址。这样 DHCP Server 在分配 IP 地址给

DHCP 客户端的时候就可以分配与该地址同网段的 IP 地址。 

2. Option 82 报文组成 

Option 82 报文结构如图 3-3。 

在 DHCP 报文中有一个 options 字段，该字段可以为空，也可以为某一个特性的

option，Option 82 就是其中的一种 option，可以有多个 sub-option 组成。组成如下： 

 
图3-3 Option 82 报文结构 

Code：标识了中继代理信息选项的序号。本报文中序号为 82，即 Option 82。Option 
82 在其他 option 之后，在 option 255 之前。 

Len：为代理信息域（Agent Information Field）的长度。 

Agent Information Field：代理信息域。在该字段中指定了使用的 sub-option。 

sub-option 报文结构 

sub-option 报文的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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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sub-option 报文结构 

SubOpt：子选项序号，本报文中为 sub-option 1、sub-option 2 和 sub-option 5。各

子选项含义如下： 

 1 表示代理电路 ID（Circuit ID）子项 

 2 表示代理远程 ID（Remote ID）子项 

 5 表示链路选择（Link Selection）子项 

Len：标识 Sub-option Value 域的长度。 

Sub-option Value：sub-option 的值。例如 sub-option 1 对应的值为 Circuit ID。 

3. 标准模式与华为固网模式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在收到从 client 到 server 的请求报文中添加 Option 82，
以标识用户的位置信息。现在只添加 sub-option 1 和 sub-option 2，不添加

sub-option5。在标准模式，sub-option 1 是接收报文的二层端口号和 vlan 号，

Sub-option 2 是接收报文设备的 mac 地址。 

为了更加精确地定位用户位置信息，我司针对 DSLAM 应用提出 IP DSLAM 用户物

理位置定位解决方案，定义了 DHCP Option 82 的华为固网模式，其中 Option 82
的 sub-option1 表示“节点标识＋框号/槽号/子槽/端口号＋vlan”；sub-option2 没有改

变，表示的是的 Relay 系统 MAC 地址；sub-option5 Relay 不添加。 

Option 82 的 sub-option1 中的节点标识为字符串，缺省可以采用设备的管理接口

MAC 地址，形如：00-E0-FC-0D-DC-EC。为了提高维护的方便性，也允许网络管

理者通过配置修改用户节点标识，可以选择是用 Relay 的桥 MAC 或设备名（通过

sysname 配置的），也可以由用户自行输入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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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固网模式 Option 82 中 Sub-Option 1 的标识格式： 

AccessNodeIdentifier eth frame/slot/subslot/port：vlan 

对各段的解释如下： 

AccessNodeIdentifier：接入节点标识，长度不超过 50 个字符的字符串，缺省为桥

MAC 

frame：框号，不支持的为 0 

eth：以太端口类型 

slot：槽号 

subslot:子槽号 

port：端口号 

vlan：VLAN 标识 

4. 相关规范 

与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RFC2131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RFC3046 DHCP Relay Agent Information Option 

5.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工作机制 

DHCP 客户端通过 DHCP Relay 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的过程与同网段的

DHCP 获取过程完全相同，都要经历发现、提供、选择和确认四个阶段，详细的过

程请参考本手册“网络层协议”的 DHCP 部分。这里将只介绍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时的工作机制，具体如下：  

 DHCP 客户端在初始化时以广播的形式发送请求报文； 

 若本地网络存在 DHCP 服务器，则客户端可以直接从该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若本地网络没有 DHCP 服务器，则与本网络相连的 DHCP Relay 设备对该广

播报文进行相应的处理。DHCP Relay 设备将检查报文中是否已有 Option 82

选项，进行相应的处理。 

 如果报文中已有 Option 82，设备按照配置的策略对该报文进行处理（丢弃、

用中继设备本身的 Option 82 项替代报文中原有的 Option 82 项或保持报文原

有的 Option 82 项），然后将请求报文转发给 DHCP 服务器。 

 若请求报文中没有 Option 82 选项，则 DHCP Relay 设备将 Option 82 选项添

加到报文中后转发给 DHCP 服务器。此时，请求报文中将包含了 DHCP 客户

端所连接的交换机端口的 MAC 地址、所属的 VLAN 以及 DHCP Relay 设备本

身的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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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Relay 设备转发的 DHCP 请求报文后，将记录报文

中 option 选项所携带的信息，然后将带着 DHCP 配置信息以及 Option 82 信

息的报文发给 DHCP Relay。 

 DHCP Relay 收到 DHCP 服务器的返回报文后将剥离报文中的 Option 82 信

息，然后将带有 DHCP 配置信息的报文转发给 DHCP 客户端。 

  说明： 

DHCP 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有四种，分别为 DHCP_DISCOVER 报文、

DHCP_REQUEST 报文、DHCP_RELEASE 报文和 DHCP_INFORM 报文，DHCP 
Relay 设备将在四种报文中都添加 Option 82 选项，因为不同厂商生产的 DHCP 服

务器设备对请求报文的处理机制不同，有些设备处理 DHCP_DISCOVER 报文中的

Option 82 信息，而有些处理 DHCP_REQUEST 报文中的 Option 82 信息。 

 

3.2.2  DHCP Relay 上的 Option 82 配置 

1. 配置准备 

在配置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特性前需要先进行下列配置： 

 DHCP Relay 设备的网络参数及中继功能 

 DHCP 服务器的网络参数、地址池及地址分配租期等分配策略 

 通过配置保证中继和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上述详细配置请参考本手册“网络层协议”的 DHCP 部分。 

2. 配置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82 

本节的配置需要在启动了 DHCP 中继的网络设备上进行。 

如果只配置当前 VLAN 接口的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82，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

进行下列配置。 

表3-8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使能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82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并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必选，对应的 VLAN 必须存在 

使能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必选，缺省情况下，该功能关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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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 DHCP Relay 对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

策略 

dhcp relay information 
strategy { drop | keep | 
replace } 

可选 

缺省情况下 DHCP Relay 对

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

处理策略为 replace，即用

Relay 本身的 Option 82 替换

原有报文中的 Option 82 

配置 DHCP RelayOption 82
的模式 

dhcp relay information 
format { normal | verbose }

可选 

缺省情况下 DHCP Relay 
option82 的模式为标准模式 

华为固网模式时，配置 DHCP 
RelayOption 82 的用户标识 

dhcp relay information 
format verbose 
node-identifier { mac | 
sysname | user-defined 
string <1-50> } 

可选 

缺省情况下 DHCP Relay 
option82 的用户标识为系统

桥 MAC 

 

如果同时配置多个 VLAN 接口的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82，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

下列配置。 

表3-9 配置当前 VLAN 接口使能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82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to vlan-interface vlan-id ] | all } 

可选 

缺省情况下，该功能关

闭 

 

3.2.3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典型组网举例 

1. 组网需求 

两台 DHCP Client 设备在网段 10.110.0.0，通过 DHCP Relay 设备从 DHCP Server
获取 IP 地址，DHCP Relay 支持并启动了 Option 82 选项。DHCP Relay 的 VLAN
接口使能 DHCP Relay 功能。 

2. 组网图 

DHCP Server
202.38.1.2

Ethernet

Switch ( DHCP Relay)

202.38.0.0

Ethernet

DHCP client

10.110.0.0

10.110.1.1 202.38.1.1

DHCP client

Internet

 
图3-5 DHCP Option 82 配置举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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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本配置举例假设 DHCP Relay 到 DHCP Server 的路由可达。下面将只介绍作为

DHCP Relay 的交换机的配置。 

# 使能 DHCP 服务 

<H3C> system-view 

[H3C] dhcp enable 

# 进入要实现 DHCP Relay 功能的接口，为其配置 IP 地址和地址掩码以使其和

DHCP 客户端属于同一个网段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H3C-vlan-interface 100] ip address 10.110.1.1 255.255.0.0 

# 为该接口配置 IP 中继地址以指明 DHCP 服务器的位置，使能 DHCP Relay 支持

Option 82 功能，指定策略为 keep，并且指定为华为固网模式，用系统名作为节点

标识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H3C-vlan-interface 100] dhcp select relay 

[H3C-vlan-interface 100] ip relay address 202.38.1.2 

[H3C-vlan-interface 10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H3C-vlan-interface 10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strategy keep 

[H3C-vlan-interface 10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format verbose 

[H3C-vlan-interface 10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format verbose 

node-identifier sysname 

DHCP 服务器配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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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NS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DNS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域名解析简介  

了解 DNS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域名解析配置

显示配置后 DNS 的运行情况、清除 DNS 的统计信息等 域名解析的显示和调试

DNS 的配置举例 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DNS 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域名解析配置排错

 

1.1  域名解析简介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是一种用于 TCP/IP 应用程序的分布式

数据库，提供域名与 IP 地址之间的转换。通过域名系统，用户进行某些应用时，可

以直接使用便于记忆的、有意义的域名，而由网络中的域名解析服务器解析为正确

的 IP 地址。 

域名解析分为静态域名解析和动态域名解析，二者在实际应用中相辅相成。在解析

域名时，可以首先采用静态域名解析的方法，如果静态域名解析不成功，再采用动

态域名解析的方法。可以将一些常用的域名放入静态域名解析表中，这样可以大大

提高域名解析效率。 

1.1.1  静态域名解析 

静态域名解析是手动建立域名和 IP 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用户使用域名进行某些

应用时，系统查找静态域名解析表，从中获取指定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 

1.1.2  动态域名解析 

动态域名解析是通过对域名服务器的查询完成的。当用户使用域名进行某些应用时，

作为 DNS 客户端的交换机向域名服务器发出查询请求，域名服务器从自己的数据库

中找出该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并回送给交换机。如果判断不属于本域范围之内，就将

请求交给上一级的域名解析服务器，直到完成解析。 

动态域名解析支持缓存功能，对于每次动态解析成功的域名/IP 地址映射，均存放在

动态域名缓存区中，当下一次查询相同域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缓存区中读取，

不用向域名服务器请求了。缓存区中的映射在一段时间后被老化删除，保证能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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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域名服务器得到最新的内容，老化时间由域名服务器设置，交换机从协议报文

中获得。 

动态域名解析支持域名后缀列表功能，用户可以预先设置一些域名后缀，在域名解

析的时候，用户只需要输入域名的部分字段，系统会自动将输入的域名加上不同的

后缀进行解析。举例说明，用户想查询域名 h3c.com，那么可以在后缀列表中配置

com，然后输入 h3c，系统会自动将输入域名与后缀连接成 h3c.com 进行查询。使

用域名后缀的时候，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中没有“.”，比如 h3c，系统认为这是一

个主机名，会首先加上域名后缀进行查询，如果所有域名都查询失败，将使用最初

输入的域名进行查询；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中间有“.”比如 www.h3c，系统直接用

它进行查询，如果查询失败，再依次加上各个后缀进行查询；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

最后有“.”，比如 h3c.com.，表示不需要进行域名后缀添加，系统会将输入域名最

后的“.”去掉，用剩下的部分查询，不论成功与否都直接返回，就是说，如果用户

输入的字符中最后一个字符为“.”，就只根据“.”前的字符进行查找，而不会去匹

配域名，因此最后这个“.”，也被称为查找终止符。 

1.2  域名解析配置 

域名解析配置主要包括： 

 使能/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静态域名解析配置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 

1.2.1  静态域名解析配置 

用户可以使用本命令将主机名与主机 IP 地址相对应，当用户使用 telnet 等应用时，

可以直接使用主机名，由系统解析为 IP 地址，而不必使用难于记忆的 IP 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 IP 地址 ip host hostname ip-address 

取消主机名和对应的 IP 地址 undo ip host hostname [ ip-address ] 

 

每个主机名只能对应一个 IP 地址，当对同一主机名进行多次配置时，后配置的 IP
地址生效。 

1.2.2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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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IP地址 

 配置域名后缀 

1. 使能/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当要使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使能动态域名解析功能。但由于

动态域名解析可能会花费一定的时间，所以有些时候用户可能不希望进行动态域名

解析，此时可以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面配置。 

表1-2 使能/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dns resolve 

关闭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undo dns resolve 

 

缺省情况下，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要使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需要配置域名服务器，这样才能将查询请求报文发送到

正确的服务器进行解析。系统最多支持 6 个域名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面配置。 

表1-3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dns server ip-address 

删除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undo dns server [ ip-address ] 

 

3. 配置域名后缀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域名后缀列表，以便用户可以只输入域名的部分字段，而

由系统自动加上预先设置的后缀进行解析。系统最多支持 10 个域名后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面配置。 

表1-4 配置域名后缀 

操作 命令 

配置域名后缀 dns domain domain-name 

删除域名后缀 undo dns domain [ domain-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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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域名解析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域名解析配置后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动态域名缓存区信息；执行 debugging 命

令可以对域名解析进行调试。 

表1-5 域名解析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静态域名解析表 display ip host 

查看域名服务器信息 display dns server 

查看域名后缀列表信息 display dns domain 

查看动态域名缓存区的信息 display dns dynamic-host 

清除动态域名缓存区 reset dns dynamic-host 

打开域名解析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dns 

关闭域名解析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dns 

 

1.4  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作为客户端，使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72.16.1.1，
配置域名后缀为 com。交换机和域名服务器之间有路由到达。 

2. 组网图 

DNS Server Switch

172.16.1.1

Internet

 
图1-1 使用 DNS Client 典型组网 

3. 配置步骤 

# 使能动态域名解析功能。 

[H3C] dns resolve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72.16.1.1。 

[H3C] dns server 172.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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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域名后缀 com。 

[H3C] dns domain com 

交换机和域名服务器之间的路由配置此处略，请参见相关章节配置。 

# ping 指定域名的主机。 

[H3C] ping ftp 

 Trying DNS server (172.16.1.1) 

  PING ftp.com (200.200.200.200):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200.200.200.200: bytes=56 Sequence=1 ttl=128 time=2 ms 

    Reply from 200.200.200.200: bytes=56 Sequence=2 ttl=128 time=2 ms 

    Reply from 200.200.200.200: bytes=56 Sequence=3 ttl=128 time=2 ms 

    Reply from 200.200.200.200: bytes=56 Sequence=4 ttl=128 time=2 ms 

    Reply from 200.200.200.200: bytes=56 Sequence=5 ttl=128 time=2 ms 

 

  --- ftp.com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 = 2/2/2 ms 

1.5  域名解析配置排错 

故障现象：域名解析失败 

故障排除：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首先检查域名解析功能是否使能。 

 其次检查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配置是否错误。 

 再次检查交换机到域名服务器之间是否有正确的路由。 

之后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有故障，如网线折断、连接松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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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UDP Helper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UDP HELPER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UDP Helper简介  

了解 UDP HELPER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UDP Helper配置

显示配置后 UDP HELPER 的运行情况 UDP Helper的显示

 

1.1  UDP Helper 简介 

UDP Helper（简称 UDPH）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指定 UDP 广播报文的中继转发，

即它能将 UDP 广播报文转成单播报文发送给指定的服务器，主要起到中继的作用。 

在启动 UDP Helper 后，如果端口接收到 UDP 广播报文，则根据报文的 UDP 端口

号来判断是否要对该报文进行中继转发，如果是，则修改 IP 报文头的目的 IP 地址，

将报文发给指定的目的服务器；否则，将报文送给上层模块处理。 

1.2  UDP Helper 配置 

1.2.1  UDP Helper 配置准备 

配置的路由器有路由可以到达，此外没有别的特殊配置准备。 

1.2.2  UDP Helper 配置过程 

表1-1 UDP Helper 基本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UDP 中继转发

功能 
udp-helper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UDP 中继转发处于关闭状态 

在启动 UDP 中继转发功能的同时，69、53、
37、137、138、49 这六个默认的 UDP 端

口的广播报文转发功能会被启动。 

当关闭 UDP 中继转发功能后，所有已配置

的 UDP 端口都被取消，包括默认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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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 

udp-helper port { port | 
dns | netbios-ds | 
netbios-ns | tacacs | 
tftp | time } 

可选 

当启动UDP中继转发功能后，系统默认支持

中继转发下面协议端口的广播报文，即这些

默认UDP端口的广播报文会被单播转发到

相应的目的服务器。默认UDP端口列表如表

1-2所示 

系统最多支持配置 256 个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 

UDP 端口配置范围为 1-65535，不支持端口

号为 0，67，68 端口的 UDP 广播报文转发。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配置广播报文中继转

发的目的服务器 
udp-helper server 
ip-address 

可选 

一个 VLAN 接口最多对应 20 个目的服务器

在某个 VLAN 接口上配置了目的服务器启

动 UDP 中继转发功能后，则从该 VLAN 接

口接收的指定 UDP 端口的广播报文都被单

播发送到 VLAN 接口对应的目的服务器。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UDP 广播报文中继

转发的目的服务器。 

 

默认UDP端口列表如表 1-2所示。 

表1-2 默认 UDP 端口列表 

协议 UDP 端口号 

TFTP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69 

DNS (Domain Name System) 53 

Time service 37 

NetBIOS-NS (NetBIOS Name Server) 137 

NetBIOS-DS (NetBIOS Datagram Server) 138 

TACACS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 49 

 

需要注意的是： 

(1) 只有先启动 UDP 中继转发功能后，才能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否则，

将会有出错提示信息。 

(2) 参数 dns | netbios-ds | netbios-ns | tacacs | tftp | time 指 6 个默认端口。

对默认端口可以有两种配置方法： 

 指定端口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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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参数配置。例如：udp-Helper port 53 和 udp-Helper port dns 的效果是

一样的。 

(3) 在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显示配置信息时，默认端口号是不

显示的，只有当取消了一个默认端口的中继转发功能，该端口号才显示出来。 

(4) 通过 udp-helper server 命令，目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可以被配置为单播地址

或者子网广播地址，但是不能被配置为全广播地址。 

(5) undo udp-helper server 命令后不加参数时，将会删除该接口下配置的所有

目的服务器。 

1.3  UDP Helper 的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UDP Helper
的目的服务器或者端口，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UDP Helper 的显示 

操作 命令 

显示 VLAN 接口对应的目的服务器信息 display udp-helper { server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 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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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AT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NAT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NAT介绍

了解 NAT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NAT配置

显示配置后 NAT 的运行情况 NAT配置显示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NAT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VPN NAT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VPN-VPN NAT配置举例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业务处理板主要指 LSB1NATB0 板。 

 

1.1  NAT 介绍 

如 RFC3022 所描述，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是将 IP
数据报报头中的 IP 地址转换为另一个 IP 地址的过程。在实际应用中，NAT 主要用

于实现私有网络访问公共网络的功能，减缓了可用 IP 地址空间枯竭的速度。 

  说明： 

私网 IP 地址是指内部网络里的主机的 IP 地址，公网 IP 地址是指在因特网上全球唯

一的 IP 地址。 
RFC1918 为私网预留出了三个 IP 地址段，如下： 

 A 类：10.0.0.0～10.255.255.255 
 B 类：172.16.0.0～172.31.255.255 
 C 类：192.168.0.0～192.168.255.255 
上述三个范围内的 IP 地址不会被分配到因特网上，因此使用者不必向 ISP 或注册中

心申请就可以在公司或企业内部自由使用。 

 

下面的图 1-1描述了一个基本的NAT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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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NAT 的基本过程 

如图 1-1所示，作为NAT设备的交换机处于企业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连接处。当

内部PC（IP地址为 192.168.1.3）向外部服务器（IP地址为 202.120.10.2）发送的

数据报 1 通过NAT设备时，NAT进程查看报头内容，发现该数据报是发往外网的，

且符合NAT转换规则，那么它将数据报 1 的源地址字段的私网IP地址 192.168.1.3
转换成公网IP地址 202.169.10.1，然后将数据报 1 按要求转发出去，同时在网络地

址转换表中记录这一映射；当外部服务器（IP地址为 202.120.10.2）给内部PC（初

始的目的IP地址为 202.169.10.1）发送的应答报文 2 到达NAT设备后，NAT进程再

次查看报头内容，并查找当前网络地址转换表的记录，用原来的内部PC私网IP地址

192.168.1.3 替换初始的目的IP地址。 

上述的NAT过程对终端（如图 1-1中的内部PC和外部服务器）来说是透明的。对外

部服务器而言，它认为内部PC的IP地址就是 202.169.10.1，并不知道有 192.168.1.3
这个地址。因此，NAT“隐藏”了企业的内部网络。 

NAT 的优点在于：在“隐私”（Privacy）保护的前提下，为内部主机提供了访问外

部网络资源的功能。但它也有一些缺点：如果报文里有 IP 地址或端口需要进行转换，

则报文不能被加密。例如，不能使用加密的 FTP 连接，否则 FTP 的 port 命令不能

被正确转换。 

NAT 实现的功能如下： 

1. 地址转换及其控制 

从图 1-1的网络地址转换过程中可以发现，当内部网络访问外部网络时，NAT将会

选择一个合适的公有地址来替换内部网络数据报的源地址。在图 1-1中选择的是NAT
设备出接口上定义的IP地址。这样所有的内部网络主机访问外部网络时，只拥有这

一个公网IP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时刻只允许 多一台内部主机访问外部网络，

这种情况称为“一对一网络地址转换”。在内部网络的多台主机并发地请求访问外

部网络时，“一对一网络地址转换”仅能够实现其中一台主机的访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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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的一种变形实现了对并发请求的响应。允许 NAT 设备拥有多个公网 IP 地址，

当第一台内部主机访问外部网络时，NAT 进程选择一个公有地址 IP1，并在网络地

址转换表中添加记录；当另一台内部主机访问网络时，NAT 进程选择另一个公有地

址 IP2。以此类推，从而满足了多台内部主机并发访问外部网络的请求。这称为“多

对多网络地址转换”。 

这两种地址转换方式的特点可以参见下面的表 1-1。 

表1-1 NAT 转换形式 

形式 特点 

一对一网络地址转换 
NAT 设备只拥有一个公网 IP 地址 

某一时刻只允许 多一台内部主机访问外部网络 

多对多网络地址转换 
NAT 设备拥有多个公网 IP 地址 

可以满足多台内部主机并发访问外部网络的请求 

 

  说明： 

NAT 设备拥有的公网 IP 地址数目要远少于内部网络的主机数目，因为所有的内部主

机并不会同时访问外网。公网 IP 地址的数目，应根据网络高峰期可能访问外网的内

部主机数目的统计值来确定。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能希望只有某些特定的内部主机才具有访问 Internet 的权利，

也即是当 NAT 进程查看数据报的报头内容时，如果发现源 IP 地址不在允许访问

Internet 的地址范围内，它将不会进行网络地址转换。这就是一个对 NAT 进程实行

控制的问题。 

交换机可以通过定义地址池来实现“多对多网络地址转换”，同时可以利用访问控

制列表来对网络地址转换进行控制。 

地址池：用于网络地址转换的一些公网 IP 地址的集合。用户应根据自己拥有的合法

IP 地址数目、内部网络主机数目以及实际的应用情况，来配置恰当的地址池。在网

络地址转换的过程中，NAT 进程将会从地址池中挑选出一个地址作为转换后的源地

址。 

利用访问控制列表控制网络地址转换。只有满足访问控制列表条件的数据报才可以

进行网络地址转换。这可以有效地控制网络地址转换的使用范围，使某些特定的主

机才有权利访问 Internet。 

2. 网络地址端口转换（NAPT） 

按照普通的 NAT 方式，把一个内部主机的地址和一个外部地址一一映射后，在这条

映射表项被清除之前，其它内部主机就不能映射到这个外部地址上。NAPT（Network 
Address Port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端口转换）方式提供了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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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方法，使有效节省外部地址成为可能。NAPT 有时也被称为 PAT 或 Address 
Overloading。 

NAPT 在映射 IP 地址的同时还对 4 层端口进行映射，也就是把不同源地址的多条会

话通过映射到某一外部地址的不同端口加以区分，使多个内部地址可以同时复用一

个或多个外部地址。 

下面的图 1-2描述了NAPT的基本原理。 

192.168.1.3
1537

192.168.1.3
Source 端口 ： 2468

202.169.10.1
1537

Datagram 2 ：
202.169.10.1

Source 端口 ：2468

Source IP ：192.168.1.1
Source 端口：1111

192.168.1.2
Source 端口 ：1111

Datagram 3 ：

202.169.10.1
1111

202.169.10.1
Source 端口 ：2222

Datagram 2 ：

Datagram 1 ： Datagram 1 ：

Source IP ：

Source IP ： Source IP ：

Source 端口 ：

Source 端口 ： Source 端口：

Source IP ：Source IP ：

Datagram 3 ：

Datagram 4 ： Datagram 4 ：
Source IP Source IP 

端口 ： 端口 ：

端口

端口

：

端口 ：

：

：

端口 ：

端口 ： 端口：

：

：

：
： ：

192.168.1.3

192.168.1.2

Server

PC

192.168.1.1 202.169.10.1

Switch

PC

Server

202.120.10.2

202.120.10.3

Internet

 
图1-2 NAPT 地址复用示意图 

如图 1-2所示，四个带有内部地址的数据报到达了作为NAPT设备的交换机： 

 数据报 1 和数据报 2 来自同一个内部地址但具有不同的源端口号； 

 数据报 3 和数据报 4 来自不同的内部地址但具有相同的源端口号。 

通过 NAPT 映射，四个数据报都被转换成同一个公有地址，但每个数据报被赋予了

不同的源端口号，因而仍保留了各报文之间的区别。当回应报文到达 NAT 设备时，

NAT进程仍然能够根据回应报文的目的地址和端口号来区分该报文应转发到的内部

主机。 

3. Easy IP 

配置 nat outbound 命令时，允许直接使用与外部网络相连接的 VLAN 接口地址作

为 NAT 转换后的源地址，这种特性称之为 Easy IP。在 ISP 只提供一个公网接口地

址或内部主机地址数量不多等情况下，可以使用 Easy IP 方式来方便的配置 NAT。 

4. 内部服务器 

NAT 隐藏了内部网络的结构，具有“屏蔽”内部主机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可能需要给外部主机提供一些访问内部主机的机会，比如让外部主机能够访问内部

网络中的 WWW 服务器或者 FTP 服务器。使用 NAT 可以灵活地添加内部服务器，

例如，可以使用 202.169.10.10 作为内部 WWW 服务器的公有地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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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0.11 作为内部 FTP 服务器的公有地址；甚至还可以使用 202.110.10.12：
8080 作为内部 WWW 服务器的外部地址。 

5. NAT 支持的特殊协议 

NAT 可支持的特殊协议包括：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Internet
控制报文协议）、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ILS（Internet Locator 
Service，Internet 定位服务）、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 

1.2  NAT 配置 

 配置地址池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配置内部服务器 

 配置NAT的黑名单属性 

 配置地址转换连接的老化时间 

 配置NAT安全日志 

1.2.1  配置地址池 

表1-2 配置地址池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地址池 
nat address-group 
group-number start-addr 
end-addr 

必选 

地址池是一些连续的公网 IP地址集

合。如果地址池的开始 IP 地址和地

址池的结束 IP 地址相同，则表示只

有一个地址 

在网络地址转换的过程中，NAT 设

备会从地址池当中选择某个 IP地址

作为转换后的源地址 

显示地址集的配置信息 display nat address-group 
[ group-number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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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地址池长度（地址池中包含的所有公有地址个数）不能超过 256。 
 网段地址和广播地址不允许配置为地址池地址。 
 NAT 地址池中配置的 IP 地址与内部网络中的 IP 地址不能重合。 
 当某个地址池和某个访问控制列表进行了关联后，这个地址池是不允许删除的。 
 当启用 NAPT 方式转换时，地址池中的地址个数不能超过 32 个。 

 

1.2.2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表1-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可在 VLAN 接口下配置 

配置一对一网络地址转换 

nat outbound acl-number 
address-group 
group-number no-pat slot 
slot-no 

配置 NAPT 转换 
nat outbound acl-number  
address-group 
group-number slot slot-no 

配置 Easy IP nat outbound acl-number 
slot slot-no 

必选 

通过配置访问控制列表和

NAT 地址池（或接口地址）的

关联，可以将匹配访问控制列

表规则的数据报的源地址进

行地址转换。当内部网络有数

据报要发往外部网络时，首先

根据访问控制列表判定是否

为允许的数据报，然后再根据

转换关联找到与之对应的地

址池（或接口地址）进行转换

显示所有的 NAT 关联表项的

配置 display nat outbound 

显示当前的地址转换记录统

计数据 
display nat statistics slot 
slot-no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说明： 

 NAT 引用的 ACL 规则只有源 VPN、源 IP 地址和目的 IP 地址生效，判断两条规

则是否冲突也是以这 3 个域作为判断的标准。 
 除了 NAT 日志外，所有交换机产生的报文，不会进行 NAT 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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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建议用户在配置稳定后不要经常执行 undo nat outbound 命令。 
 在 NAPT 方式中，执行 nat outbound 命令之前，必须配置 nat vpn limit 命令，对

最大用户和连接数限制。 
 目前 NAT 只支持 ACL 的源 IP 地址和目的 IP 地址的过滤项，其它项不起作用。 
 在接口上配置了 nat outbound 命令之后，ACL 中新增的 Rule 规则不会生效，只

有那些在配置 nat outbound 命令之前的配置的 Rule 规则才会起作用，因此需要

先配置 Rule 规则，再配置 nat outbound 命令。 
 同一个 VLAN 口下只能绑定到同一块 NAT 业务处理板。 
 当同一个 VLAN 接口下配置了多个 NAT 规则时，设备将按照 NAT 规则绑定的

ACL Number 号的大小顺序来确定优先级，ACL 的 Number 号大的 NAT 规则先

进行匹配。对于同一个 ACL，其内部的 Rule 子规则按序号顺序决定优先级：序

号小的优先级高。 
 如果 VPN 用户需要通过 NAT 访问公网，必须在 VPN 内配置一条去公网并带有

public 标记的静态路由，详细见“MPLS 命令手册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命
令”。 

 

1.2.3  配置内部服务器 

通过配置标准内部服务器，可以将相应的外部地址、端口等映射到内部服务器上，

实现外部网络的主机访问内部服务器的功能。内部服务器与外部网络主机的映射表

是由 nat server 命令配置的。用户需要输入的信息包括：外部地址、外部端口、内

部服务器地址、内部服务器端口以及服务协议类型。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内部服务器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可在 VLAN 接口下配置 

配置一组连续的内部服务器 

nat server protocol 
pro-type global global-addr 
global-port1 [ global-port2 ] 
inside [ vpn-name ] 
host-addr1 [ host-addr2 ] 
host-port slot slot-no 

配置一个内部服务器 

nat server protocol 
pro-type global global-addr 
[ global-port ] inside 
[ vpn-name ] host-addr 
[ host-port ] slot slot-no 

必选 

可取的协议号为 1、6、17，
也可用关键字代替。如：tcp
（取值为 6）、udp（取值为

17）、icmp（取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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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显示所有内部服务器信息 display nat server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注意： 

 在一个 VLAN 接口下最多可以配置 256 条内部服务器转换命令； 
 一个 VLAN 接口下最多可以配置 4096 个 TCP 和 UDP 协议的内部服务器； 
 一个 VLAN 接口下最多可以配置 256 个 ICMP 协议的内部服务器（ICMP 协议的

内部服务器最多支持 512 个）； 
 同一个 VLAN 下只能配置到同一块 NAT 业务处理板； 
 系统一共可以最多配置 1024 条内部服务器转换命令； 
 建议用户在配置稳定后不要经常执行 undo nat server 命令； 
 如果 VPN 用户需要通过 NAT 访问公网，必须在 VPN 内配置一条去公网并带有

NAT 标记的静态路由，详细见“MPLS 命令手册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命
令”。 

 

  说明： 

 如果配置了 ICMP 内部服务器，并且公网 IP 地址是 VLAN 接口 IP 地址，在 NAT
设备上将无法 Ping 通外部的公网 IP 地址。其他协议的内部服务器不存在此问题； 

 nat server 命令在配置 FTP 内部服务器时只可以使用私网端口 21； 
 内部服务器的私网地址不支持使用交换机三层接口地址。 

 

1.2.4  配置 NAT 的黑名单属性 

表1-5 配置 NAT 的黑名单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相应单板的 NAT 黑

名单功能 nat blacklist start  
必选 

缺省情况下，不启动黑名单功能

设置对用户的连接数量

和建链速率进行控制 
nat blacklist mode { amount | 
rate | all }  

必选 

缺省情况下，不对用户的连接数

量和建链速率进行控制 

设置连接数量控制阈值 
nat blacklist limit amount 
[ [ vpn-instance vpn-name ] 
source user-ip ] max-amoun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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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设置全局或特殊的建链

速率控制阈值和令牌桶

大小 

nat blacklist limit rate 
[ [ vpn-instance vpn-name ] 
source ip] cir cir-value [ cbs 
burst-size ] [ ebs burst-siz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建链数量控制阈值

缺省值为 250 session/s，令牌桶

大小为 150 

设置具体 IP 地址的使用

特殊的建链速率控制阈

值 

nat blacklist limit rate 
[ vpn-instance vpn-name] 
source ip-address  

必选 

用户配置黑名单之前，必须配置

VPN 的 大用户和连接数，并且

黑名单的配置个数不能超过

VPN 的 大用户数 

显示黑名单的相关配置

和运行信息 

display nat blacklist { all | 
[ vpn-instance vpn-name ] ip 
[ ip-address ] slot slot-no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执

行 

 

1.2.5  配置地址转换连接的老化时间 

表1-6 配置地址转换连接的老化时间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地址转换连接的老

化时间 
nat aging-time { alg 
time-value | np slow } 

可选 

缺省情况下，软件中转换表项 ALG
的老化时间为 120 秒，FTP 的老化

时间为 7200 秒。NP 的老化时间为：

快速为 300 秒，慢速为 660 秒 

显示各种协议的NAT表

项老化时间 display nat aging-time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执行 

 

1.2.6  配置 NAT 安全日志 

表1-7 启动 NAT 日志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NAT 日志功能 ip userlog nat acl 
acl-number  

可选 

缺省情况下，各业务处理板均

不启动 NAT 日志功能 

设置记录 NAT 活跃流日志的

时长 
ip userlog nat active-time 
minut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不启动该功能 

设置日志输出报文的目的服

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ip userlog nat export host 
ip-address udp-port 

可选 

缺省情况下，udp-port 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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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设置日志输出报文的源 IP 地

址 
ip userlog nat export 
source-ip src-address 

可选 

缺省情况下，日志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为 0.0.0.0 

设置输出的日志报文的版本 ip userlog nat export 
version version-number 

可选 

缺省情况下，输出的日志报文

的版本为 1 

设置在创建连接时开始记录

日志 
ip userlog nat mode 
flow-begin 

可选 

缺省情况下，日志记录方式为

仅在 NAT 连接删除时进行记录

显示系统日志功能的相关配

置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 userlog export 
slot slot-no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执

行 

 

1.3  NAT 配置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网络地址转换配置后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可以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8 NAT 配置的显示 

操作 命令 

显示地址集的配置信息 display nat address-group 
[ group-number ] 

显示各种协议的 NAT 表项老化时间 display nat aging-time 

显示黑名单的相关配置和运行信息 display nat blacklist { all | [ vpn-instance 
vpn-name ] ip [ ip-address ] slot slot-no } 

显示所有的 NAT 相关的配置 display nat all 

显示所有的 NAT 关联表项的配置 display nat outbound 

显示所有内部服务器信息 display nat server 

显示当前的地址转换记录统计数据 display nat statistics slot slot-no 

显示系统日志功能的相关配置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 userlog export slot slot-no 

显示所有的 NAT 相关的配置 display nat vpn limit { all | public | 
vpn-instance vpn-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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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典型 NAT 配置举例 

1.4.1  NAT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3所示： 

VLAN 100 中的用户使用私网地址，需要通过交换机 Switch A 访问 Internet。 

2. 组网图 

VLAN 100

Convergence Switch Switch A

10.1.1.2/24

10.1.1.3/24

10.1.1.4/24

Ethernet4/1/1
10.1.1.1/24

VLAN 2
Etherne
200.1.1.

Internet

00
t4/1/2
100/24

 
图1-3  NA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私网侧 VLAN 100 及其虚接口，并配置 IP 地址。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vlan 100 

[H3C-vlan100] port ethernet4/1/1 

[H3C-vlan10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H3C-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100] quit 

# 创建公网侧 VLAN 200 及其虚接口，配置 IP 地址。 

[H3C] vlan 200 

[H3C-vlan200] port ethernet4/1/2 

[H3C-vlan20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H3C-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200.1.1.100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NAT 绑定所使用的 ACL 规则。 

[H3C] acl number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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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acl-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0.1.1.1 0.0.0.255 

[H3C-acl-adv-3000] quit 

# 配置标识为 0 的 NAT 地址池。 

[H3C] nat address-group 0 200.1.1.101 200.1.1.111 

# 在 VLAN200 上配置 NAT 绑定，3 为 NAT 板的槽位号。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H3C-Vlan-interface200] nat outbound 3000 address-group 0 slot 3 

[H3C-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默认流模板不支持目的 MAC），并在 Ethernet4/1/1 上

应用该流模板，4 为接口板的槽位号。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sip 0.0.0.0 dip 0.0.0.0 dmac 0-0-0 

vlanid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1 

[H3C-Ethernet4/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 配置重定向使用的 ACL 规则，允许 VLAN ID 为 100 且 DMAC 为 VLAN 100 虚接

口 MAC（000f-e23f-3294)的报文通过，只需将三层转发的报文重定向到 NAT 板（协

议和二层转发报文不需要重定向）。  

[H3C] acl number 4000 

[H3C-acl-link-4000] rule permit ingress 100 egress 000f-e23f-3294 0-0-0 

[H3C-acl-link-4000] quit 

# 配置 QACL 重定向，将需要 NAT 转换的报文重定向到 NAT 板，Ethernet4/1/1 为

私网侧报文入端口，100 为对应 VLAN 的 VLAN ID。 

[H3C] interface Ethernet4/1/1 

[H3C-Ethernet4/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0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designated-vlan 100 

[H3C-Ethernet4/1/1] quit 

# 配置黑名单。 

[H3C] nat blacklist mode all 

[H3C] nat blacklist limit amount 500 

[H3C] nat blacklist limit rate cir 1000 

[H3C] nat blacklist start 

1.4.2  VPN NAT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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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rk

00
4/1 /2
00 / 24

企业 A 和 B 使用相同的私网地址，分别通过交换机 PE 的 VLAN 100 和 101 接入，

需要访问 Internet，VLAN 100 绑定 VPN-a，VLAN 101 绑定 VPN-b，由于其使用私

网地址，在访问 Internet 前必须对进行地址转换。 

2. 组网图 

Private Network

VPN -a
VLAN 100

Ethernet 4/1 /1
10.1.1.1/ 24

PE

Public Ne

NAT

VLAN 2
Ethernet

200.1.1. 1
10.1.1.2/24

10.1.1.3/24

10.1.1.4/24

Corporation B

Convergence
Switch

10.1.1.2/24

10.1.1.3/24

10.1.1.4/24

Corporation A

Convergence
Switch

Internet

VPN -b
VLAN 101

 
图1-4 VPN NA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Corporation A 的配置步骤如下： 

# 创建 VPN-a。 

请参见“MPLS-L3VPN 配置”中的“1.2.3 PE 路由器的配置”部分。 

# 配置 VPN-a 的静态路由，使交换机 PE 中有私网到达公网的路由，200.1.1.1 为公

网侧交换机 PE 的下一跳（与 VLAN 200 出端口直连）的 IP 地址。 

<H3C> system-view 

[H3C] sysname PE 

[PE]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VPN-a 0.0.0.0 0 200.1.1.1 public 

# 创建 VLAN 100 及虚接口，绑定 VPN-a，并配置 IP 地址。 

[PE] vlan 100 

[PE-vlan100] port ethernet4/1/1 

[PE-vlan100] quit 

[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E-vlan-interface10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PE-vlan-interface100] quit 

# 创建 VLAN 200 及其虚接口，配置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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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vlan 200 

[PE-vlan200] port ethernet4/1/2 

[PE-vlan200] quit 

[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PE-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200.1.1.100 255.255.255.0 

# 配置 NAT 绑定所使用的 ACL 规则。 

[PE] acl number 3000 

[PE-acl-adv-3000] rule permit ip vpn-instance VPN-a source 10.1.1.1 0.0.0.255 

[PE-acl-adv-3000] quit 

# 配置 VPN-a 的 大用户数和连接数。 

[PE] nat vpn limit vpn-instance VPN-a 1000 500000 

# 配置标识为 0 的 NAT 地址池。 

[PE] nat address-group 0 200.1.1.101 200.1.1.111 

# 在 VLAN200 上配置 NAT 绑定。 

[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PE-Vlan-interface200] nat outbound 3000 address-group 0 slot 3 

[PE-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默认流模板不支持目的 MAC），并在 Ethernet4/1/1 应

用该流模板，4 为接口板的槽位号。 

[PE]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sip 0.0.0.0 dip 0.0.0.0 dmac 0-0-0 

vlanid 

[PE] interface Ethernet4/1/1 

[PE-Ethernet4/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 配置重定向使用的 ACL 规则，推荐配置两个 ACL 规则：4000，允许 VLAN ID 为
100 且 DMAC 为 VLAN 100 虚接口 MAC（000f-e23f-3294）的报文通过，只需将三

层转发的报文重定向到 NAT 板（协议和二层转发报文不需要重定向）；3001，允

许源 IP 为 10.1.1.0/24 的报文通过。 

[PE] acl number 4000 

[PE-acl-link-4000] rule permit ingress 100 egress 000f-e23f-3294 0-0-0 

[PE-acl-link-4000] quit 

[PE] acl number 3001 

[PE-acl-adv-3001] rule permit ip source 10.1.1.0 0.0.0.255 

[PE-acl-adv-3001] quit 

# 配置 QACL 重定向，将需要 NAT 转换的报文重定向到 NAT 板，Ethernet4/1/1 为

私网侧报文入端口，100 为对应 VLAN 的 VLA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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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必须在私网侧 VLAN 100 绑定 VPN 之后才能配置 QACL 重定向。 

 

[PE]interface Ethernet4/1/1 

[PE-Ethernet4/1/1]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1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designated-vlan 100 

[PE-Ethernet4/1/1] quit 

# Corporation B 的配置同上。 

# 配置黑名单。 

[PE] nat blacklist mode all 

[PE] nat blacklist limit amount 500 

[PE] nat blacklist limit rate cir 1000 

[PE] nat blacklist start 

1.4.3  VPN-VPN NAT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5所示： 

 VPN1 部分用户使用公网地址 200.0.0.0/24，部分用户使用私网地址

192.168.1.0/24。 

 VPN1 的用户通过 PE2 的 Internet-VPN 访问公网，使用私网地址的用户访问

公网必须做地址转换，使用公网地址的用户不需要地址转换。 

 VPN1 用户通过交换机 PE1 的 4 号接口板接入，端口为 Ethernet4/1/1，接入

VLAN 为 192，4 号接口板为 B 类板。 

 交换机PE1通过5号接口板接入MPLS网络，端口为Ethernet5/1/1，接入VLAN

为 100，5 号接口板为 C 类板。 

 由于 B 类接口板不能进行 MPLS 报文转发，所以需要在入端口将报文重定向

到 C 类接口板，在 C 类接口板完成标签的封装和报文转发，具体请参见“MPLS 

混插配置”。 

 交换机 PE1 中有 VPN1 到公网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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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MPLS

NAT

PE1
PE2

192.168.1.0/24 200.1.1.0/24
Internet - VP

VLAN 192

VLAN 100

VPN 1
N

ISP

Ethernet5/1/1
100.1.1.100/24

Ethernet4/1/1
192.168.1.1/24

 
图1-5 VPN-VPN NA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进行 PE1 的配置，配置步骤如下： 

# 创建 VPN1 

请参见“MPLS-L3VPN 配置”中的“1.2.3 PE 路由器的配置”部分。 

# 创建 VLAN 192 及虚接口，绑定 VPN1，并配置 IP 地址 

[PE1] vlan 192 

[PE1-vlan192] port ethernet4/1/1 

[PE1-vlan192]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92 

[PE1-vlan-interface19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1-vlan-interface192]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192] quit 

# 创建 VLAN 100 及其虚接口，并配置 IP 地址。 

[PE1] vlan 100 

[PE1-vlan100] port ethernet5/1/1 

[PE1-vlan100]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E1-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1.1.100 24 

# 配置 BGP 和 MPLS 协议，详细配置请参见“MPLS-L3VPN 配置”中的“1.2.3 PE
路由器的配置”部分。 

#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并在 Ethernet4/1/1 应用该流模板，4 为接口板所在的槽

位号。 

[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sip 0.0.0.0 dip 0.0.0.0 dmac 0-0-0 

vla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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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interface Ethernet4/1/1 

[PE1-Ethernet4/1/1]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 配置重定向到 NAT 板所需要的 ACL 规则，需要配置两个规则：4000，只允许三

层转发的报文进行重定向（只有需要做三层转发的报文才需要重定向到 NAT 板进行

地址转换，协议报文和本地二层转发的报文不需要重定向），000f-e23f-3294 为 PE1
的三层接口的 MAC 地址；3001 为需要重定向到 NAT 板的 ACL 规则。 

[PE1]acl number 4000 

[PE1-acl-link-4000] rule permit ingress 192 egress 000f-e23f-3294 0-0-0 

[PE1-acl-link-4000] quit 

[PE1] acl number 3001 

[PE1-acl-adv-3001]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1.0 0.0.0.255 

[PE1-acl-adv-3001] quit 

# 配置混插使用的ACL规则，VPN1中使用公网 IP地址的用户不需要进行地址转换，

直接重定向到 5 号接口板，在 5 号接口板完成 MPLS 标签封装和报文转发。 

[PE1] acl number 3000 

[PE1-acl-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200.1.1.0 0.0.0.255  

[PE1-acl-adv-3000] quit 

# 配置混插，将不需要做 NAT 的报文重定向到 5 号接口板。 

[PE1]interface Ethernet4/1/1 

[PE1-Ethernet4/1/1]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0 rule 0 link-group 

4000 interface Ethernet5/1/2 192 l3-vpn 

# 配置 QACL 重定向，将需要做 NAT 转换的报文重定向到 NAT 板 ，3 为 NAT 板的

槽位号。 

  注意： 

必须在私网侧 VLAN 192 绑定 VPN 之后才能配置 QACL 重定向。 

 

[PE1] interface Ethernet4/1/1 

[PE1-Ethernet4/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1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designated-vlan 192  

# 配置 NAT 绑定使用的 ACL 规则。 

[PE1] acl number 3100 

[PE1-acl-adv-3100] rule permit ip vpn-instance VPN1 source 192.168.1.0 

0.0.0.255 

[PE1-acl-adv-3100] quit 

# 配置 VPN1 的 大用户数和连接数。 

[PE1] nat vpn limit vpn-instance VPN1 1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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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标识为 0 的 NAT 地址池。 

[PE1] nat address-group 0 100.1.2.101 100.1.2.111 

# 在 VLAN100 虚接口上配置 NAT 绑定。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E1-Vlan-interface100] nat outbound 3100 address-group 0 slot 3 

[PE1-Vlan-interface100] quit 

# 使用 BGP 将地址池对应路由发布远端 PE2。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nat 

  注意： 

VPN 的路由发布请使用 import direct 引入路由并配置路由 export route policy 的方

式或者使用 network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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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P 性能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P 性能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以及配置过程 IP性能配置

显示配置 IP 性能后的运行情况、清除 I 除 IP、TCP 和 UDP 的

流量统计信息等 IP性能显示和调试

VRRP 的常见故障的诊断以及排除方法 IP性能配置排错

 

1.1  IP 性能配置 

IP 性能配置的基本配置任务如下： 

 配置TCP属性 

 配置交换机是否发送“time exceeded”的ICMP报错报文  

1.1.1  配置 TCP 属性 

IP 性能的主要配置为配置 TCP 属性，可以配置的 TCP 属性包括： 

 synwait 定时器：当发送 SYN 报文时，TCP 启动 synwait 定时器，如果 synwait

超时前未收到回应报文，则 TCP 连接将被终止。synwait 定时器的超时时间取

值范围为 2～600 秒，缺省值为 75 秒。 

 finwait 定时器：当 TCP 的连接状态由 FIN_WAIT_1 变为 FIN_WAIT_2 时启动

finwait 定时器，如果 finwait 定时器超时前仍未收到 FIN 报文，则 TCP 连接被

终止。finwait 定时器的超时时间取值范围为 76～3600 秒，缺省值为 675 秒。 

 面向连接 Socket 的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范围为 1～32K 字节，缺省值

为 8K 字节。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配置 TCP 属性 

操作 命令 

配置 TCP 的 sy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 tcp timer syn-timeout 
time-value 

恢复 TCP 的 sy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为缺省值 undo tcp timer syn-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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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配置 TCP 的 FIN_WAIT_2 定时器超时时间 tcp timer fin-timeout 
time-value 

恢复 TCP 的 FIN_WAIT_2 定时器超时时间为缺省值 undo tcp timer fin-timeout 

配置 TCP 的 Socket 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tcp window window-size 

恢复 TCP 的 Socket 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为缺省值 undo tcp window 

 

1.1.2  配置交换机是否发送“time exceeded”的 ICMP 报错报文 

当交换机收到一个TTL为1的 IP报文后，交换机就会回复给发送端“time exceeded”
的 ICMP 报错报文。但是，如果攻击者连续发送给交换机 TTL 等于 1 的 IP 报文，交

换机就会不停地向其发送“time exceeded”的 ICMP 报错报文，从而造成交换机

CPU 资源的耗损。 

表1-2 配置交换机是否发送“time exceeded”的 ICMP 报错报文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当交换机收到TTL等于 1
的 IP 报文时，不向报文发送

端发送“time exceeded”的

ICMP 报错报文 

ip icmp-time-exceed 
enable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向发送端

发送“time exceeded”的

ICMP 报错报文 

配置当交换机收到TTL等于 1
的 IP 报文时，向交换机向发

送端回复“time exceeded”
的 ICMP 报错报文 

undo ip icmp-time-exceed 
enable - 

 

1.2  IP 性能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 性能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IP 性能配置显示 

操作 命令 

查看全部 TCP 连接状态 display tcp status 

查看 TCP 连接统计数据 display tcp statistics 

查看 UDP 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udp statistics 

查看 IP 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ip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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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查看 ICMP 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icmp statistics 

查看系统当前套接字信息 display ip socket [ socktype sock-type ] 
[ task-id socket-id ] 

查看 FIB 转发信息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查看与指定目的 IP 地址匹配的 FIB 转发信息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longer ] ] 

看与指定目的 IP 地址范围匹配的转发信息表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ip-address1 { mask1 | 
mask-length1 } ip-address2 { mask2 | 
mask-length2 } 

查看通过指定标准访问控制列表过滤的 FIB 转发

信息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acl { number | name } 

根据正则表达式输出缓冲区中与指定字符串相关

的 FIB 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 { { begin | include | 
exclude } text } 

查看通过指定前缀列表过滤的 FIB 转发信息表项 display  fib [ all ] ip-prefix listname 

查看 FIB 表项的总数目 display fib [ all ] statistics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IP、TCP 和 UDP 的流量统计信息；

执行 debugging 命令对 IP 性能进行调试。 

表1-4 IP 性能配置调试 

操作 命令 

清除 IP 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ip statistics 

清除 TCP 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tcp statistics 

清除 UDP 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udp statistics 

打开 I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ip packet [ acl acl-number ] 

关闭 IP 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ip packet 

打开 ICM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ip icmp 

关闭 ICMP 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ip icmp 

打开 UDP 连接的调试信息 debugging udp packet [ task-id socket-id ] 

关闭 UDP 连接的调试信息 undo debugging udp packet [ task-id socket-id ] 

打开 TC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tcp packet [ task-id socket-id ] 

关闭 TCP 连接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tcp packet [ task-id socket-id ] 

打开 TCP 事件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tcp event [ task-id socket-id ] 

关闭 TCP 事件的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tcp event [ task-id socket-id ] 

打开 Md5 验证数据开关 debugging tcp 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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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关闭 Md5 验证数据开关 undo debugging md5 

 

1.3  IP 性能配置排错 

故障现象：IP 数据报文转发正常，但 TCP 和 UDP 协议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排除：可以打开相应的调试开关，查看调试信息。 

 通过 display 命令先查看 IP 性能的运行情况，并确认用户使用的电脑运行正

常。 

 使用命令 terminal debugging 将调试信息输出到控制台上。 

 用 debugging udp packet 命令打开 UDP 调试开关，跟踪 UDP 的数据包。 

以下为 UDP 数据报的格式： 

UDP output packet: 

Source IP address:202.38.160.1 

Source port:1024 

Destination IP Address 202.38.160.1 

Destination port: 4296 

task = ROUT(15), 

socketid = 6, 

src = 192.168.1.1:520, 

dst = 255.255.255.255:520,  

datalen = 24 

 用 debugging tcp packet 命令打开 TCP 调试开关，跟踪 TCP 的数据包。 

操作如下： 

<H3C> terminal debugging 

<H3C> debugging tcp packet 

即可实时查看接收或发送的 TCP 报文，其具体报文格式如下： 

TCP output packet: 

Source IP address:202.38.160.1 

Source port:1024 

Destination IP Address 202.38.160.1 

Destination port: 4296 

Sequence number :4195089 

Ack number: 0 

Flag  :SYN 

Packet length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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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ffset: 10 

task = ROUT(15) 

socketid = 5 

state = Established 

src = 172.16.1.2 

Source port:1025 

dst = 172.16.1.1 

Destination port: 4296 

seq = 1921836502 

ack = 4192768493 

flag = ACK 

window = 1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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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URPF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URPF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URPF技术简介

配置 URPF URPF配置

配置举例 URPF典型配置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业务处理板主要指 LSB1NAMB0 板。 

 

1.1  URPF 技术简介 

URPF（Unicast Reverse Path Forwarding，单播反向路径查找）是用来防止基于源

地址欺骗的网络攻击行为的特性。其主要功能是防止基于源地址欺骗的网络攻击行

为。 

一般情况下，路由交换机针对目的地址查找路由，如果找到了就转发报文，否则丢

弃该报文。 

在 URPF 功能启动后，通过获取报文的源地址和入接口，交换机以源地址为目的地

址在转发表中查找路由，如果查到的路由出接口和接收该报文的入接口不匹配，交

换机认为该报文的源地址是伪装的，丢弃该报文。 

通过 URPF 特性，交换机就能有效地防范网络中通过修改源地址而进行的恶意攻击

行为。例如一种常见的攻击模型如下： 

1.1.1.1

SwitchA SwitchB

2.1.1.1

SwitchC

Source address
2.1.1.1

 
图1-1 源地址欺骗攻击示意图 

在 SwitchA 上伪造源地址为 2.1.1.1 的报文，向服务器 SwitchB 发起请求，SwitchB
如果不进行 URPF 检查，SwitchB 响应请求时将向真正的“2.1.1.1”发送报文。这

种非法报文对 SwitchB 和 SwitchC 都造成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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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URPF 配置 

URPF 配置包括： 

 报文重定向配置 

 配置接口使能 URPF 功能 

 显示接口配置信息 

 将 URPF 统计计数器置零 

urpf enable 命令为设置某个 VLAN 接口下使能 URPF 功能，并指定相应的业务处

理板完成处理。至于将数据流引向业务处理板，是通过在端口视图下配置重定向到

业务处理板实现。 

  注意： 

URPF 功能和 VPLS 功能互相排斥，因此在同一 VLAN 接口视图下，不能同时使能

URPF 功能和 VPLS 功能。 

 

上述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 display urpf 命令查询当前 VLAN 接口使能 URPF 的情

况，如果使能且指定的 NAM 业务处理板在位，可以查询到相应的统计数据。 

VLAN 接口使能 URPF 时，长时间运行，计数器不断增大，因此有必要清除该接口

下 URPF 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通过 reset urpf statistic 命令清除接口接收数据包

数和丢弃数据包数的统计记录，将 URPF 统计计数器置零。 

URPF的配置过程如表 1-1。 

表1-1 配置接口使能 URPF，并指定相应的业务处理板完成处理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ethernetX/1/X - 

报文重定向配置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slot slotnum 
designated-vlan vlanidex 

必选 

目前业务板不支持组

播，可以通过 ACL 限

制组播报文重定向到

业务板 

退回到系统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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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配置接口使能 URPF 功能 urpf enable to slot slotid 

必选，在 VLAN 接口

视图下使能 URPF 功

能，并指定相应的业

务处理板槽位进行

URPF 检查操作。 

缺省情况下，不启动

URPF 功能。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urpf - 

将 URPF 统计计数器清零 reset urpf statistic - 

 

  说明： 

 重定向配置仅对访问列表中动作为 permit 的规则有效。 
 在配置 traffic-redirect 重定向报文时，需通过 ACL 限制组播报文重定向到业务

板。 

 

1.3  URPF 典型配置举例 

1.3.1  配置举例 1 

1. 组网需求 

同路由器不一样的是，交换机是在 VLAN 接口上使能 URPF 功能，在各个端口上只

是配置重定向功能，将特定要进行检查的报文送到业务处理板，业务处理板完成

URPF 检查后，转发或者丢弃。 

2. 组网图 

ISP

tchB
G6/1/2

SwitchA Swi

VLAN 1000 E3/1/30

 
图1-2 URPF 典型配置案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 SwitchB 上 5 槽为业务处理板，6 槽和 3 槽为普通接口板。 

# 配置 VLAN1000。 

[H3C] vlan 1000 

[H3C-vlan1000] port Ethernet 3/1/30 

[H3C-vlan1000] port GigabitEthernet6/1/2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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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interface1000] ip address 10.10.10.1 24  

# 配置流模板，6 槽和 3 槽接入板流模板关心报文目的 MAC 和以太网协议字段。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3 dmac 00-00-00 ethernet-protocol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6 dmac 00-00-00 ethernet-protocol 

# 配置二层的 ACL 规则。 

[H3C]acl number 4000 

# 配置具体的 Rule 允许 IP 报文通过，并且 DMAC 必须是接口 MAC01-02-03。 

[H3C-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ip egress 01-02-03 00-00-00 

# 在以太网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向。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30 

[H3C-Ethernet3/1/30]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H3C-Ethernet3/1/30]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slot 5 vlan 1000  

[H3C-Ethernet3/1/30] quit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6/1/2 

[H3C-GigabitEthernet6/1/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H3C-GigabitEthernet6/1/2]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slot 5 

designated-vlan 1000 

[H3C-GigabitEthernet6/1/2] quit 

# 在 VLAN 1000 下使能 URPF 功能。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0 

[H3C-Vlan-Interface1000] urpf enable to slot 5 

1.3.2  配置举例 2 

1. 组网需求 

NAM 业务处理板在 5 号槽，配置了 vlan-interface 1000 和 vlan-interface 1001，两

接口均使能 URPF（指定 5 槽位），端口 Ethernet6/1/1 为 Trunk 口，允许 VLAN 1000
和 VLAN 1001 的报文通过。 

要求端口 Ethernet6/1/1能够分别对 VLAN1000 和 VLAN 1001的报文进行 URPF检

查。 

2. 组网图 

ISP

tchBSwitchA Swi

VLAN 1000 Ethernet6/1/1

VLAN1001 Trunk口
 

图1-3 URPF 典型配置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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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配置 VLAN 信息。 

[H3C] vlan 1000 

[H3C-vlan1000] vlan 1001 

[H3C-vlan100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6/1/1 

[H3C-Ethernet6/1/1]quit 

[H3C] vlan 1001 

[H3C-vlan100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0 

[H3C-Vlan-interface1000] ip address 10.10.10.1 24 

[H3C-Vlan-interface100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1 

[H3C-Vlan-interface1001] ip address 11.11.11.1 24 

# 在 VLAN 接口下使能 URPF。 

[H3C-Vlan-interface1000] urpf enable to slot 5 

[H3C-Vlan-interface1000] interface vlan 1001 

[H3C-Vlan-interface1001]urpf enable to slot 5 

# 配置二层的 ACL 规则。 

<H3C> system-view 

[H3C] acl number 4000 

# 允 许 入 VLAN 为 1000 的 IP 报 文 通 过 ， 并 且 DMAC 必 须 是 接 口

MAC00e0-fc39-a9b8。 

[H3C-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ip ingress 1000 egress 00e0-fc39-a9b8 

0000-0000-0000 

# 允许入 VLAN 为 1001 的 IP 报文许通过。 

[H3C-acl-link-4000] rule 1 permit ip ingress 1001 egress 00e0-fc39-a9b8 

0000-0000-0000 

#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6 vlanid ethernet-protocol dmac 00-00-00 

# 在端口下使用该流模板，并配置重定向。 

[H3C-Ethernet6/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H3C-Ethernet6/2/1]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5 

designated-vlan 1000 

[H3C-Ethernet6/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1 slot 5 

designated-vlan 1001 

需要注意的是：acl number 4000 中配置的 rule 规则的入 VLAN ID 必须和 配置重定

向指定的 VLAN ID 一致，Trunk 口根据 VLAN 进行 URPF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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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P 路由协议概述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P 路由及路由表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P路由和路由表介绍

了解路由管理策略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路由管理策略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

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述中将

不另行说明。 

 

1.1  IP 路由和路由表介绍 

1.1.1  路由和路由段 

在因特网中进行路由选择要使用路由器，路由器根据所收到的报文的目的地址选择

一条合适的路由（通过某一网络），将报文传送到下一个路由器，路由中最后的路

由器负责将报文送交目的主机。 

如图 1-1所示，R代表路由器，主机A到主机C共经过了 2 个路由器，跳数为 2。若一

节点（路由器）通过一个网络与另一节点相连接，则此二节点在同一个路由段，因

而在因特网中是相邻的。同理，相邻的路由器是指这两个路由器都连接在同一个网

络上。一个路由器到本网络中的某个主机的路由段数算作零。在图中用粗的箭头表

示这些路由段。至于每一个路由段又由哪几条物理链路构成，路由器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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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路由段的概念 

由于网络大小可能相差很大，而每个路由段的实际长度并不相同，因此对不同的网

络，可以将其路由段乘以一个加权系数，用加权后的路由段数来衡量通路的长短。 

如果把网络中的路由器看成是网络中的节点，把因特网中的一个路由段看成是网络

中的一条链路，那么因特网中的路由选择就与简单网络中的路由选择相似了。采用

路由段数最小的路由有时也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例如，经过三个高速局域网段的

路由可能比经过两个低速广域网段的路由快得多。 

1.1.2  通过路由表进行选路 

路由器转发分组的关键是路由表。每个路由器中都保存着一张路由表，表中每条路

由项都指明分组到某子网或某主机应通过路由器的哪个物理端口发送，然后就可到

达该路径的下一个路由器，或者不再经过别的路由器而传送到直接相连的网络中的

目的主机。 

路由表中包含了下列关键项： 

 目的地址：用来标识 IP 包的目的地址或目的网络。 

 网络掩码：与目的地址一起来标识目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的网段的地址。将目

的地址和网络掩码“逻辑与”后可得到目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网段的地址。例

如：目的地址为 129.102.8.10，掩码为 255.255.0.0 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网段

的地址为 129.102.0.0。掩码由若干个连续“1”构成，既可以用点分十进制表

示，也可以用掩码中连续“1”的个数来表示。 

 输出接口：说明 IP 包将从该路由器的哪个接口转发。 

 下一跳 IP 地址：说明 IP 包所经由的下一个路由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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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路由加入 IP 路由表的优先级：针对同一目的地，可能存在不同下一跳的

若干条路由，这些不同的路由可能是由不同的路由协议发现的，也可以是手工

配置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数值小）将成为当前的最优路由。 

 路径花费：使用这条路由进行数据转发时所需要的代价。 

根据路由的目的地不同，可以划分为： 

 子网路由：目的地为子网。 

 主机路由：目的地为主机。 

另外，根据目的地与该路由器是否直接相连，又可分为： 

 直接路由：目的地所在网络与路由器直接相连。 

 间接路由：目的地所在网络与路由器不是直接相连。 

为了不使路由表过于庞大，可以设置一条缺省路由。凡遇到查找路由表失败后的数

据包，就选择缺省路由转发。 

在比较复杂的因特网中（如图 1-2），各网络中的数字是该网络的网络地址，R代表

路由器。路由器R8 与三个网络直接相连，因此有三个IP地址和三个物理端口，其路

由表如图所示。 

R1

R7

1

11.0.0.2

2

12.0.0.1

12.0.0.2

12.0.0.3

14.0.0.1

14.0.0.2 13.0.0.1

13.0.0.4
11.0.0.1

10.0.0.1

10.0.0.2

16.0.0.316.0.0.2

15.0.0.2

15.0.0.1 13.0.0.2

16.0.0.2

13.0.0.3
目的主机   从哪个路   经过

所在网络   由器转发   个端

  10.0.0.0     直接       2
  11.0.0.0     直接       1
  12.0.0.0    11.0.0.2  
  13.0.0.0     直接       3
  14.0.0.0 13.0.0.2      3
  15.0.0.0 10.0.0.2      2
  16.0.0.0  10.0.0.2      2

哪

口

路由器 R8 的路由表

      1

16.0.0.0

13.0.0.0

15.0.0.0

12.0.0.0

14.0.0.0

10.0.0.0

11.0.0.0

R8

R6

R2

R3

R4

R5

 
图1-2 路由表示意图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对静态路由的配置，同时支持 RIP、OSPF、IS-IS
和 BGP 等一系列动态路由协议，另外交换机在运行过程中根据接口状态和用户配

置，会自动获得一些直接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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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路由管理策略 

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可以使用手工配置到某一特定目的地的静态路

由，也可以配置动态路由协议与网络中其它路由器交互，并通过路由算法来发现路

由。用户配置的静态路由和由路由协议发现的动态路由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

机中是统一管理的。静态路由与各路由协议之间发现或者配置的路由也可以在路由

协议间共享。 

1.2.1  路由协议及其发现路由的优先级 

到相同的目的地，不同的路由协议（包括静态路由）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路由，但并

非这些路由都是最优的。事实上，在某一时刻，到某一目的地的当前路由仅能由唯

一的路由协议来决定。这样，各路由协议（包括静态路由）都被赋予了一个优先级，

这样当存在多个路由信息源时，具有较高优先级的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将成为当前

路由。各种路由协议及其发现路由的缺省优先级（数值越小表明优先级越高）如表

1-1所示。 

其中：0 表示直接连接的路由，255 表示任何来自不可信源端的路由。 

表1-1 路由协议及其发现路由的优先级 

路由协议或路由种类 相应路由的优先级 

DIRECT 0 

OSPF 10 

IS-IS 15 

STATIC 60 

RIP 100 

OSPF ASE 150 

OSPF NSSA 150 

IBGP 256 

EBGP 256 

UNKNOWN 255 

 

除了直连路由（DIRECT）、IBGP 及 EBGP 外，各动态路由协议的优先级都可根据

用户需求，手工进行配置。另外，每条静态路由的优先级都可以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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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对负载分担与路由备份的支持 

1. 负载分担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静态等价路由，即允许配置多条到同一目的地而且优先级相

同的路由。通过配置静态等价路由，到同一目的地存在多条不同的路径，而且它们

的优先级也相同。当没有到同一目的地的更高优先级路由时，这几条路由都被路由

器采纳，在转发去往该目的地报文时，由路由器按照一定的算法分别选择某条路径

发送，从而实现网络的负载分担。 

对于同一目的地，特定的路由协议可能会发现几条不同的优先级相同但下一跳不同

的路由，如果该路由协议在所有活跃的路由协议中优先级最高，那么这几条不同的

路由都被看作当前有效的路由。这样，在路由协议层面上，保证了 IP 流量的负载分

担。 

目前，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 8 条路由进行负载分担。 

2. 路由备份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路由备份，当主路由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份路由，提

高用户网络的可靠性。 

为了实现静态路由的备份，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到同一目的地的多条路由，

其中一条路由的优先级最高，称为主路由，其余的路由优先级依次递减，称为备份

路由。这样，正常情况下，路由器采用主路由发送数据。当线路发生故障时，该路

由自动隐藏，路由器会选择余下的优先级最高的备份路由作为数据发送的途径。这

样，也就实现了主路由到备份路由的切换。当主路由恢复正常时，路由器恢复相应

的路由，并重新选择路由。由于该路由的优先级最高，路由器选择主路由来发送数

据。上述过程是备份路由到主路由的自动切换。 

1.2.3  路由协议之间的共享 

由于各路由协议的算法不同，不同的协议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路由，因此各路由协议

之间存在如何共享各自发现结果的问题。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将一种路由协

议发现的路由引入（Import-route）到另一种路由协议中，每种协议都有相应的路由

引入机制，具体内容请参见各路由协议的配置中引入外部路由部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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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静态路由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静态路由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静态路由简介

了解静态路由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静态路由配置

显示配置后静态路由的运行情况 静态路由表显示

了解静态路由典型配置 静态路由典型配置案例

检测和排除静态路由的运行故障 静态路由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静态路由简介 

1.1.1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是一种特殊的路由，它由管理员手工配置而成。通过静态路由的配置可建

立一个互通的网络，但这种配置问题在于：当一个网络故障发生后，静态路由不会

自动发生改变，必须有管理员的介入。 

在组网结构比较简单的网络中，只需配置静态路由就可以使路由器正常工作，合理

配置和使用静态路由可以改进网络的性能，并可为重要的应用保证带宽。 

静态路由还有如下的属性： 

 可达路由，正常的路由都属于这种情况，即 IP 报文被送往路由的下一跳，这

是静态路由的一般用法。 

 目的地不可达的路由，当到某一目的地的静态路由具有“reject”属性时，任

何去往该目的地的 IP 报文都将被丢弃，并且通知源主机目的地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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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洞路由：当去往某一目的地的静态路由具有“blackhole”属性时，无论配

置的下一跳地址是什么，该路由的出接口均为 NULL 0 接口，任何去往该目的

地的 IP 报文都将被丢弃，并且不通知源主机。 

其中“reject”和“blackhole”属性一般用来控制本路由器可达目的地的范围，辅

助网络故障的诊断。 

1.1.2  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是一种特殊的路由，可以通过静态路由配置，某些动态路由协议也可以生

成缺省路由，如 OSPF 和 IS-IS。 

简单地说，缺省路由就是在没有找到匹配的路由表项时才使用的路由。即只有当没

有合适的路由时，缺省路由才被使用。在路由表中，缺省路由以到网络 0.0.0.0（掩

码为 0.0.0.0）的路由形式出现。可通过命令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的输出看它

是否被设置。如果报文的目的地址不能与路由表的任何表项相匹配，那么该报文将

选取缺省路由。如果没有缺省路由且报文的目的地不在路由表中，那么该报文被丢

弃的同时，将向源端返回一个 ICMP 报文报告该目的地址或网络不可达。 

1.2  静态路由配置 

静态路由的配置包括： 

 配置静态路由 

 配置缺省路由 

 删除全部静态路由 

1.2.1  配置静态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配置静态路由 

操作 命令 

增加一条静态路由 

ip route-static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xthop-ip-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tag tag-value ] * [ reject | blackhole ] [ description 
text ] 
 ip route-static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nexthop-ip-address }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tag tag-value | public ] * [ reject | 
blackhole ]  [ description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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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一条静态路由 

undo ip route-static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xthop-ip-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undo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destination-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name | 
vpn-instance vpn-nexthop-name ] nexthop-ip-address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其中各参数的解释如下： 

 IP 地址和掩码 

IP 地址为点分十进制格式，由于要求掩码 32 位中‘1’必须是连续的，因此掩码可

以用点分十进制表示，也可用掩码长度（即掩码中‘1’的位数）表示。 

 下一跳地址和 NULL 接口 

在配置静态路由时，可指定下一跳地址 nexthop-ip-address，实际上，所有的路由

项都必需明确下一跳地址。在发送 IP 报文时，首先根据报文的目的地址寻找路由表

中与之匹配的路由。只有路由指定了下一跳地址，链路层才能通过下一跳 IP 地址找

到对应的链路层地址，然后按照该地址转发报文。 

NULL 接口是一种虚拟接口，到这个接口的数据包会被立即丢弃，能够减少系统的

负荷。 

 优先级 

对优先级 preference 的不同配置，可以灵活应用路由管理策略。如在配置到达目的

网络的多条路由时，若指定相同优先级，可实现负载分担；若指定不同优先级，则

可实现路由备份。 

 其它参数 

tag tag-vlaue 表示该静态路由的 Tag 值，如果没有指明 Tag 值，则缺省为 0。 

属性 reject 和 blackhole 分别指明不可达路由和黑洞路由。 

description 表示配置的描述信息。 

1.2.2  配置缺省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配置缺省路由 ip route-static 0.0.0.0 { 0.0.0.0 | 0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gateway-address } [ preference value ] [ reject | blackho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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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缺省路由 undo ip route-static 0.0.0.0 { 0.0.0.0 | 0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gateway-address ] [ preference value ] 

 

命令中各参数意义与静态路由相同。 

1.2.3  删除全部静态路由 

使用 undo ip route-static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静态路由，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还

提供如下命令一次删除所有静态路由，包括缺省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 删除全部静态路由 

操作 命令 

删除全部静态路由 delete static-routes all 

删除 VPN 下全部静态路由 delete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static-routes all 

 

1.3  静态路由表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的静态路由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4 路由表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路由表摘要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查看路由表详细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verbose 

查看指定目的地址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longer-match ] [ verbose ] 

查看指定目的地址范围内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ip-address1 mask1 
ip-address2 mask2 [ verbose ] 

查看通过指定标准访问控制列表过滤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acl { acl-number | 
acl-name } [ verbose ] 

查看通过指定前缀列表过滤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ip-prefix 
ip-prefix-number [ verbose ] 

查看指定协议发现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protocol 
[ inactive | verbose ] 

查看树形式路由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radix 

查看路由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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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查看 VPN 实例的路由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ip-address ] [ verbose ] 
[ statistics ] 

 

1.4  静态路由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图中所有 IP 地址的掩码均为 255.255.255.0，要求通过配置静态路由，

使任意两台主机或交换机之间都能两两互通。 

2. 组网图  

Host 1.1 .4.2
B

H ost 1 .1 .5.1

1.1 .5 .2/24

1.1 .2.2 /24

1.1.2 .1 /24

1.1.1 .2/24

1.1 .3

Switch A Swi

Switch C

C

Host 1 .1.1 .1

.1 /24

1.1 .3 .2/24

1.1 .4.1 /24
tch B

A B

 
图1-1 静态路由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设置交换机 Switch A 的静态路由。 

[Switch A] ip route-static 1.1.3.0 255.255.255.0 1.1.2.2 

[Switch A] ip route-static 1.1.4.0 255.255.255.0 1.1.2.2 

[Switch A] ip route-static 1.1.5.0 255.255.255.0 1.1.2.2 

# 设置交换机 Switch B 的静态路由。 

[Switch B] ip route-static 1.1.2.0 255.255.255.0 1.1.3.1 

[Switch B] ip route-static 1.1.5.0 255.255.255.0 1.1.3.1 

[Switch B] ip route-static 1.1.1.0 255.255.255.0 1.1.3.1 

# 设置交换机 Switch C 的静态路由。 

[Switch C] ip route-static 1.1.1.0 255.255.255.0 1.1.2.1 

[Switch C] ip route-static 1.1.4.0 255.255.255.0 1.1.3.2 

# 在主机 A 上配缺省网关为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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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机 B 上配缺省网关为 1.1.4.1。 

# 在主机 C 上配缺省网关为 1.1.5.2。 

至此图中所有主机或交换机之间均能两两互通。 

1.5  静态路由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故障现象： 

交换机配置了静态路由协议，接口的物理状态和链路层协议状态均已处于 Up，但 IP
报文不能正常转发。 

故障排除： 

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命令查看是否正确配置相应静态路由，静

态路由是否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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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RI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RI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RIP简介

了解 RI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RIP的配置

显示配置后 RIP 的运行情况 RIP显示和调试

了解 RIP 典型配置 RIP典型配置案例

检测和排除 RIP 的运行故障 RIP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RIP 简介 

路由信息协议 RIP（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内部网关协议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IGP），主要用于规模较小的网络中。 

由于 RIP 的实现较为简单，在配置和维护管理方面也比 OSPF 和 IS-IS 容易，因此

在实际组网中仍有广泛的应用。 

1.1.1  RIP 的工作机制 

1. RIP 的基本概念 

RIP 是一种基于距离矢量（Distance-Vector）算法的协议，它通过 UDP 报文进行路

由信息的交换。 

RIP 使用跳数（Hop Count）来衡量到达信宿机的距离，称为路由权（Routing Cost）。
在 RIP 中，路由器到与它直接相连网络的跳数为 0，通过一个路由器，跳数加 1，
其余依此类推。为限制收敛时间，RIP 规定 Cost 取值 0～15 之间的整数，大于或等

于 16 的跳数被定义为无穷大，即目的网络或主机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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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性能，防止产生路由环，RIP 支持水平分割（Split Horizon）。RIP 还可引入

其它路由协议所得到的路由。 

2. RIP 的路由数据库 

每个运行 RIP 的路由器管理一个路由数据库，该路由数据库包含了到网络所有可达

信宿的路由项，这些路由项包含下列信息： 

 目的地址：主机或网络的地址。 

 下一跳地址：为到达目的地，需要经过的相邻路由器的接口 IP 地址。 

 接口：转发报文的接口。 

 Cost 值：本路由器到达目的地的开销。 

 路由时间：从路由项最后一次被修改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路由项每次被修改

时，路由时间重置为 0。 

3. RIP 使用的定时器 

在 RFC1058 中规定，RIP 受三个定时器的控制，分别是 Period update、Timeout
和 Garbage-Collection： 

 Period Update 定时触发，向所有邻居发送全部 RIP 路由； 

 RIP 路由如果在 Timeout 时间超时时仍没有被更新（收到邻居发来的路由刷新

报文），则认为该路由不可达，Cost 值计为 16； 

 如果 Garbage-Collection 超时，且不可达路由没有收到来自同一邻居的更新，

则该路由被从路由表中彻底删除。 

 缺省情况下，Period update 定时器是 30 秒，Timeout 定时器是 180 秒，

Garbage-collection 定时器则是 Period Update 定时器的 4 倍，即 120 秒。 

1.1.2  RIP 的启动和运行过程 

RIP 启动和运行的整个过程可描述如下： 

 某路由器刚启动 RIP 时，以广播或组播的形式向运行 RIP 协议的相邻路由器

发送请求报文，相邻路由器的 RIP 收到请求报文后，响应该请求，回送包含本

地路由表信息的响应报文。 

 路由器收到响应报文后，修改本地路由表，同时向运行 RIP 协议的相邻路由器

发送触发修改报文，广播路由修改信息，同时遵循水平分割机制。相邻路由器

收到触发修改报文后，又向其各自的相邻路由器发送触发修改报文。在一连串

的触发修改广播后，各路由器都能得到并保持最新的路由信息。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RIP 第 1 章  RIP 配置

 

1-3 

 RIP 每隔 30 秒向相邻路由器广播本地路由表，运行 RIP 协议的相邻路由器在

收到报文后，对本地路由进行维护，选择一条最佳路由，再向其各自相邻网络

广播修改信息，使更新的路由最终能达到全局有效。同时，RIP 采用超时机制

对过时的路由进行超时处理，以保证路由的实时性和有效性。 

RIP 正被大多数 IP 路由器厂商广泛使用。它可用于大多数校园网及结构较简单的连

续性强的地区性网络。对于更复杂环境及大型网络，一般不使用 RIP。 

1.2  RIP 的配置 

(1) RIP 基本配置 

对于基本的 RIP 配置，需要进行的操作包括： 

 启动RIP并进入RIP视图 

 在指定网段上使能RIP 

如果在不支持广播或组播报文的链路上运行 RIP，需要配置 RIP 报文定点传送，以

正确建立 RIP 邻居。 

对于采用 Frame Relay 子接口等 NBMA 链路组网的情况，为保证路由信息的正确传

播，可能还需要禁止水平分割特性。 

(2) RIP 路由管理 

在对路由信息的发布和接收上，可以对 RIP 进行以下配置： 

 配置报文的定点传送 

 配置水平分割 

 设置附加路由权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配置路由过滤 

 配置是否允许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配置RIP-2 路由聚合功能 

(3) RIP 协议本身的一些配置 

 设置RIP协议的优先级 

 指定接口的RIP版本 

 配置RIP-1 接口报文的零域检查 

 配置RIP定时器 

(4) 安全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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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 RIP 在交换路由信息时的安全性，或控制 RIP 报文的扩散范围，可以选择以

下配置： 

 配置RIP-1 接口报文的零域检查 

 设置对RIP-2 报文进行认证 

1.2.1  启动 RIP 并进入 RIP 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启动 RIP 并进入 RIP 视图 

操作 命令 

启动 RIP，进入 RIP 视图 rip 

停止 RIP 协议的运行 undo rip 

 

缺省情况下，不运行 RIP。 

1.2.2  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RIP 

为了灵活地控制 RIP 工作，可以在相应的网段上使能 RIP，使相应的接口可收发 RIP
报文。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使能 RIP 接口 

操作 命令 

在指定的网络接口上应用 RIP network network-address 

在指定的网络接口上取消应用 RIP undo network network-address 

 

需要注意的是，RIP 任务启动后必须指定其工作网段。RIP 只在指定网段上的接口

运行；对于不在指定网段上的接口，RIP 既不在它上面接收和发送路由，也不将它

的接口路由转发出去，就好像这个接口不存在一样。network-address 为使能或不使

能的网络的地址，也可配置为各个接口 IP 网络的地址。 

当对某一地址使用命令 network 时，效果是使能该接口的网段地址，同时包含了其

子网地址。例如：network 129.102.1.1，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和

display rip 命令看到的均是 network 129.102.0.0。 

缺省情况下，RIP 启动后在所有接口上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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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配置报文的定点传送 

通常，RIP 使用广播或组播地址发送报文，为了在不支持广播报文的链路上交换路

由信息，就必须采用定点传送的方式。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 RIP 报文的定点传送 

操作 命令 

配置 RIP 报文的定点传送 peer ip-address 

取消 RIP 报文的定点传送 undo pe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RIP 不向任何定点地址发送报文。 

需要注意的是：Peer 在发送报文时也要受 rip work、rip output、rip input 和

network 等的限制。 

1.2.4  配置水平分割 

水平分割是指不从本接口发送从此接口接收到的路由。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

生路由环。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却需要禁止水平分割，以牺牲效率来换取路由的

正确传播，比如在 NBMA 网络上运行 RIP 的时候，要禁止水平分割。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水平分割 

操作 命令 

启动水平分割 rip split-horizon 

禁止水平分割 undo rip split-horizon 

 

缺省情况下，接口允许水平分割。 

1.2.5  设置附加路由权 

附加路由权是对使用 RIP 的路由添加的输入或输出路由权值，附加路由权并不直接

改变路由表中路由的路由权值，而是使接口在接收或发送路由时增加一个指定的权

值。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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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设置附加路由权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在接收 RIP 报文时给路由的附加路

由权值 rip metricin value 

禁止接口在接收 RIP 报文时给路由附加路由

权值 undo rip metricin 

设置接口在发送 RIP 报文时给路由的附加路

由权值 rip metricout value 

禁止接口在发送 RIP 报文时给路由附加路由

权值 undo rip metricout 

 

缺省情况下，RIP 在接收报文时给路由增加的附加路由权值为 0，在发送报文时给

路由增加的附加路由权值为 1。 

  说明： 

metricout 的设置仅对路由器学习到的 RIP 路由，以及路由器自己产生的 RIP 路由

有效，对于从其他路由协议引入到 RIP 的路由无效。 

 

1.2.6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RIP 允许用户将其它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RIP 路由表中。 

在路由器中 RIP 可引入的路由协议或类型包括：Direct、Static、OSPF、OSPF-ASE、
OSPF-NSSA、IS-IS、BGP、NAT。当引入的源路由协议为 bgp 时，可以携带

allow-ibgp 参数来实现对 IBGP 路由的引入。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操作 命令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import-route protocol [ cost 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对其它协议路由的引入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设定缺省路由权值 default cost value 

恢复缺省路由权值 undo default cost 

 

缺省情况下，RIP 不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如果在引入路由时没有指定路由权，则使用缺省路由权，其缺省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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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配置路由过滤 

路由器提供路由过滤功能，通过指定访问列表和地址前缀列表，对路由的引入和发

布都可以配置策略规则从而对路由进行过滤。在引入路由时，可以指定只接收来自

某个邻居的 RIP 报文。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1. 配置 RIP 对接收的路由进行过滤 

表1-7 配置 RIP 对接收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对接收的由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

滤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对接收的由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取消过

滤 
undo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对接收的全局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对接收的全局路由信息取消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2. 配置 RIP 对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表1-8 配置 RIP 对发布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对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对发布的路由信息取消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缺省情况下，RIP 不对接收与发布的任何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说明： 

 filter-policy import 命令对从邻居收到的 RIP 路由进行过滤，被过滤掉的路由将

不被加入路由表，也不向邻居发布该路由。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对本机所有路由的发布进行过滤，包括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和从邻居学到的 RIP 路由。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中如果没有指定对哪种路由过滤，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所有路由及发布的 RIP 路由都有效。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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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配置是否允许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路由器会收到大量主机路由，这些路由对于路由寻址没有多少

作用，却占用了大量网络资源。配置了禁止主机路由功能后，路由器能够拒绝它所

收到的主机路由。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是否允许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操作 命令 

允许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host-route 

禁止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undo host-route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接收主机路由。 

1.2.9  配置 RIP-2 路由聚合功能 

所谓的路由聚合是指：同一自然网段内的不同子网的路由在向外（其它网段）发送

时聚合成一条自然掩码的路由发送。为了减少网络上的路由流量，减小路由表的大

小，可以对路由进行聚合操作。 

RIP-1 只发送自然掩码的路由，即总是以路由聚合形式向外发送路由。RIP-2 支持子

网掩码、无类地址域间路由。当需要将所有子网路由广播出去时，可关闭 RIP-2 的

路由聚合功能。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 RIP-2 路由聚合功能 

操作 命令 

启动 RIP-2 的路由聚合功能 summary 

关闭 RIP-2 的路由聚合功能 undo summary 

 

缺省情况下，RIP-2 启动路由聚合功能。 

1.2.10  设置 RIP 协议的优先级 

每一种路由协议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协议的优先级将最后决定路由策略采用哪种路

由协议获取的路由作为最优路由。优先级的数值越大，其实际的优先级越低。可以

手工设定 RIP 的优先级。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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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设置 RIP 协议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设置 RIP 协议的优先级 preference value 

将 RIP 协议的优先级恢复为缺省值 undo 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RIP 的优先级为 100。 

1.2.11  指定接口的 RIP 版本 

RIP 有 RIP-1 和 RIP-2 两个版本，可以指定接口所处理的 RIP 报文版本。 

RIP-1 的报文传送方式为广播方式。RIP-2 有两种报文传送方式：广播方式和组播方

式，缺省将采用组播方式发送报文。RIP-2 中组播地址为 224.0.0.9。组播发送报文

的好处是在同一网络中那些没有运行 RIP 的主机可以避免接收 RIP 的广播报文；另

外，以组播方式发送报文还可以使运行 RIP-1 的主机避免错误地接收和处理 RIP-2
中带有子网掩码的路由。当接口运行 RIP-2 广播方式时，也可接收 RIP-1 的报文。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指定接口的 RIP 版本 

操作 命令 

指定接口的 RIP 版本为 RIP-1 rip version 1 

指定接口的 RIP 版本为 RIP-2 rip version 2 [ broadcast | multicast ] 

将接口运行的 RIP 版本恢复为缺省值 undo rip version 

 

缺省情况下，接口接收和发送 RIP-1 报文；指定接口 RIP 版本为 RIP-2 时，缺省使

用组播形式传送报文。 

1.2.12  配置 RIP 定时器 

在本章开始已经介绍过，RIP 有三个定时器：Period update、Timeout 和

Garbage-collection。改变这几个定时器的值，可以影响 RIP 的收敛速度。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 RIP 定时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RIP 定时器的值 timers { update update-timer-length | 
timeout timeout-timer-length } * 

恢复 RIP 定时器的缺省值 undo timers { update | timeou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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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定时器的值在更改后立即生效。 

缺省情况下，Period update 定时器是 30 秒，Timeout 定时器是 180 秒，

Garbage-collection 定时器则是 Period update 定时器的 4 倍，即 120 秒。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可能会发现 Garbage-collection 定时器的超时时间并不固定，

当 Period update 定时器设为 30 秒时，Garbage-collection 定时器可能在 90 到 120
秒之间。 

这是因为：RIP 在将不可达路由从路由表中彻底删除前，将通过发送 4 次定时更新

报文对外发布这条路由（发送时权值设为 16），从而使所有邻居了解到这条路由已

经处于不可达状态。由于路由变为不可达状态并不总是恰好在一个更新周期的开始，

因此，Garbage-collection 定时器的实际时长是 Period update 定时器的 3～4 倍。 

  说明： 

在配置 RIP 定时器时需要注意，定时器值的调整应考虑网络的性能，并在所有运行

RIP 的路由器上进行统一配置，以免增加不必要的网络流量或引起网络路由震荡。 

 

1.2.13  配置 RIP-1 接口报文的零域检查 

根据 RFC1058 的规定，RIP-1 报文中的有些区域必须为零，称之为零域（zero field）。
因此当接口版本被设置为 RIP-1 时，将对报文进行零域检查；若零域的值不为零则

拒绝处理。由于 RIP-2 的报文没有零域，此项配置对 RIP-2 无效。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接口报文的零域检查 

操作 命令 

设置对 RIP-1 报文进行零域检查 checkzero 

禁止对 RIP-1 报文进行零域检查 undo checkzero 

 

缺省情况下，RIP-1 对报文进行零域检查。 

1.2.14  指定接口的工作状态 

在接口视图中可指定 RIP 在接口上的工作状态，如接口上是否运行 RIP，即是否在

接口发送和接收 RIP 更新报文；还可单独指定发送（或接收）RIP 更新报文。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指定接口的工作状态 

操作 命令 

指示接口运行 RIP rip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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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禁止接口运行 RIP undo rip work 

允许接口接收 RIP 更新报文 rip input 

禁止接口接收 RIP 更新报文 undo rip input 

允许接口发送 RIP 更新报文 rip output 

禁止接口发送 RIP 更新报文 undo rip output 

 

undo rip work 命令的功能与 undo network 命令功能相近，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在于，使用任一命令的接口都不收发 RIP 路由；区别在于：在 undo rip work
情况下，使用该命令的接口地址会被 RIP 发布出去；而在 undo network 的情况下，

其它接口对使用该命令的接口的路由不再转发，其效果就像少了一个接口。 

rip work 从功能上等价于 rip input 与 rip output 两个命令。 

缺省情况下，除 Loopback 接口之外的所有接口既接收 RIP 更新报文，也发送 RIP
更新报文。 

1.2.15  设置对 RIP-2 报文进行认证 

RIP-1 不支持报文认证。但当接口运行 RIP-2 时，可以配置报文的认证方式。 

RIP-2 支持两种认证方式：明文认证和 MD5 密文认证。MD5 密文认证的报文格式

有两种：一种遵循 RFC1723 规定，另一种遵循 RFC2082 规定。 

明文认证不能提供安全保障。由于未经加密的认证字随报文一同传送，所以明文认

证不能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情况。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设置对 RIP-2 报文进行认证 

操作 命令 

设置对 RIP-2 进行明文认证的认证字 rip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password-string 

对 RIP-2 进行通用的 MD5 认证 rip authentication-mode md5 usual 
key-string 

对 RIP-2 进行非标准兼容的 MD5 认证 rip authentication-mode md5 
nonstandard key-string key-id 

取消对 RIP-2 的认证 undo rip authentication-mode 

 

如果配置 MD5 认证，则必须配置 MD5 的类型，其中 usual 类型支持 RFC1723 规

定的报文格式，nonstandard 类型支持 RFC2082 规定的报文格式。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RIP 第 1 章  RIP 配置

 

1-12 

1.3  RI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IP 的运行情

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

令可对 RIP 进行调试。在 RIP 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复位 RIP 协议的系统配

置参数。 

表1-17 RI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RIP 的当前运行状态及配置信息 display rip 

打开 RIP 的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rip packet 

关闭 RIP 的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rip packet 

打开 RIP 的接收报文情况调试开关 debugging rip receive 

关闭 RIP 的接收报文情况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rip receive 

打开 RIP 的发送报文情况调试开关 debugging rip send 

关闭 RIP 的发送报文情况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rip send 

复位 RIP 协议的系统配置参数 reset 

 

1.4  RIP 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图 1-1中S9500 系列交换机Switch C通过以太网端口连接到子网 117.102.0.0，交换

机Switch A、Switch B的以太网端口分别连接到网络 155.10.1.0 和 196.38.165.0。
Switch C和Switch A、Switch B通过以太网 110.11.2.0 连接到一起。正确配置RIP
路由协议，使Switch C和Switch A、Switch B彼此能够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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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thernet

N etwork address:
117.102.0.0 /16

In terface address:
110.11.2 .1 /24

Interface address:
117.102.0.1 /16

In terface address:
155.10.1.1 /24

Interface address :

196.38.165.1/24

SwitchA

SwitchC

Inter face address:
110.11.2.3 /24 110.11.2.2 /24

Netw ork address:
196.38.165.0/24

N etwork address:
155.10.1.0 /24

SwitchB

Interface address :

 
图1-1 RIP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与 RIP 相关的操作。在进行下列配置之前，请先确保以太网

链路层能够正常工作。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RIP。 

[Switch A] rip 

[Switch A-rip] network 110.11.2.0 

[Switch A-rip] network 155.10.1.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RIP。 

[Switch B] rip 

[Switch B-rip] network 196.38.165.0 

[Switch B-rip] network 110.11.2.0  

(3) 配置 Switch C 

# 配置 RIP。 

[Switch C] rip 

[Switch C-rip] network 117.102.0.0 

[Switch C-rip] network 110.11.2.0 

1.5  RIP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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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在与对方路由设备物理连接正常的情况下收不到 RIP 更新报文。 

故障排除： 

相应的接口上 RIP 没有运行（如执行了 undo rip work 命令）或该接口未通过

network 命令使能。对端路由设备上配置的是组播方式（如执行了 rip version 2 
multicast 命令），但在本地交换机上的相应接口没有配置组播方式。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OSPF 目  录
 

i 

目  录 

第 1 章 OSPF配置 ...................................................................................................................1-1 

1.1 OSPF简介 .......................................................................................................................... 1-1 

1.1.1 OSPF概述 ............................................................................................................... 1-1 
1.1.2 OSPF协议基本原理 ................................................................................................. 1-2 
1.1.3 OSPF的协议报文..................................................................................................... 1-2 
1.1.4 OSPF的LSA类型 ..................................................................................................... 1-3 
1.1.5 与OSPF协议相关的基本概念 .................................................................................. 1-4 
1.1.6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的OSPF特性........................................................ 1-6 

1.2 OSPF GR简介.................................................................................................................... 1-6 

1.2.1 OSPF GR的工作机制 .............................................................................................. 1-6 
1.2.2 OSPF GR的报文格式 .............................................................................................. 1-8 
1.2.3 Comware支持的OSPF GR的特性 ......................................................................... 1-10 

1.3 OSPF的配置 .................................................................................................................... 1-10 

1.3.1 配置路由器ID......................................................................................................... 1-11 
1.3.2 启动OSPF ............................................................................................................. 1-12 
1.3.3 进入OSPF区域视图 ............................................................................................... 1-12 
1.3.4 在指定网段使能OSPF ........................................................................................... 1-13 
1.3.5 配置OSPF引入外部路由........................................................................................ 1-13 
1.3.6 在OSPF中生成缺省路由........................................................................................ 1-16 
1.3.7 配置OSPF路由过滤 ............................................................................................... 1-17 
1.3.8 配置OSPF的路由聚合 ........................................................................................... 1-19 
1.3.9 配置OSPF路由的优先级........................................................................................ 1-20 
1.3.10 配置OSPF定时器 ................................................................................................ 1-20 
1.3.11 配置在OSPF接口的网络类型 .............................................................................. 1-21 
1.3.12 配置OSPF的NBMA邻居 ...................................................................................... 1-23 
1.3.13 配置接口的选举优先级 ........................................................................................ 1-23 
1.3.14 设置发送链路状态更新报文所需时间 .................................................................. 1-24 
1.3.15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1-24 
1.3.16 配置DD报文中的MTU.......................................................................................... 1-25 
1.3.17 设置OSPF的SPF（Shortest Path First）计算间隔 ............................................. 1-25 
1.3.18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OSPF报文 .............................................................................. 1-26 
1.3.19 配置OSPF认证 .................................................................................................... 1-26 
1.3.20 配置OSPF虚连接 ................................................................................................ 1-27 
1.3.21 配置OSPF的Stub区域 ......................................................................................... 1-28 
1.3.22 配置OSPF的NSSA区域....................................................................................... 1-28 
1.3.23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 1-30 
1.3.24 配置OSPF与网管系统的配合 .............................................................................. 1-30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OSPF 目  录
 

ii 

1.3.25 配置OSPF GR..................................................................................................... 1-31 
1.3.26 配置重启OSPF进程 ............................................................................................. 1-32 

1.4 OSPF显示和调试 ............................................................................................................. 1-32 

1.5 OSPF典型配置案例.......................................................................................................... 1-33 

1.5.1 配置OSPF优先级的DR选择 .................................................................................. 1-33 
1.5.2 配置OSPF虚连接................................................................................................... 1-35 
1.5.3 OSPF GR配置举例................................................................................................ 1-36 

1.6 OSPF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 1-38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OSPF 第 1 章  OSPF 配置

 

1-1 

第1章  OSPF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OSPF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OSPF简介

了解 OSPF GR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OSPF GR简介

了解 OSPF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OSPF的配置

显示配置后 OSPF 的运行情况 OSPF显示和调试

了解 OSPF 典型配置 OSPF典型配置案例

检测和排除 OSPF 的运行故障 OSPF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OSPF 简介 

1.1.1  OSPF 概述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是 IETF 组织开发的一个

基于链路状态的内部网关协议。目前使用的是版本 2（RFC2328），其特性如下： 

 适应范围——支持各种规模的网络，最多可支持几百台路由器。 

 快速收敛——在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后立即发送更新报文，使这一变化在

自治系统中同步。 

 无自环——由于 OSPF 根据收集到的链路状态用最短路径树算法计算路由，从

算法本身保证了不会生成自环路由。 

 区域划分——允许自治系统的网络被划分成区域来管理，区域间传送的路由信

息被进一步抽象，从而减少了占用的网络带宽。 

 等值路由——支持到同一目的地址的多条等值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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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分级——使用 4 类不同的路由，按优先顺序来说分别是：区域内路由、区

域间路由、第一类外部路由、第二类外部路由。 

 支持验证——支持基于接口的报文验证以保证路由计算的安全性。 

 组播发送——协议报文支持以组播形式发送。 

1.1.2  OSPF 协议基本原理 

在不考虑区域划分的情况下，OSPF 协议的路由计算过程可简单描述如下： 

 每个支持 OSPF 协议的路由器都维护着一份描述整个自治系统拓扑结构的链

路状态数据库 LSDB（Link State Database）。每台路由器根据自己周围的网

络拓扑结构生成链路状态广播 LSA（Link State Advertisement），通过相互

之间发送协议报文将 LSA 发送给网络中其它路由器。这样每台路由器都收到

了其它路由器的 LSA，所有的 LSA 放在一起便组成了链路状态数据库。 

 由于 LSA 是对路由器周围网络拓扑结构的描述，那么 LSDB 则是对整个网络

的拓扑结构的描述。路由器很容易将 LSDB 转换成一张带权的有向图，这张图

便是对整个网络拓扑结构的真实反映。显然，各个路由器得到的是一张完全相

同的图。 

 每台路由器都使用 SPF 算法计算出一棵以自己为根的最短路径树，这棵树给

出了到自治系统中各节点的路由，外部路由信息为叶子节点，外部路由可由广

播它的路由器进行标记以记录关于自治系统的额外信息。显然，各个路由器各

自得到的路由表是不同的。 

此外，为使每台路由器能将本地状态信息（如可用接口信息、可达邻居信息等）广

播到整个自治系统中，在路由器之间要建立多个邻接关系，这使得任何一台路由器

的路由变化都会导致多次传递，既没有必要，也浪费了宝贵的带宽资源。为解决这

一问题，OSPF 协议定义了“指定路由器”DR（Designated Router），所有路由

器都只将信息发送给 DR，由 DR 将网络链路状态广播出去。这样就减少了多址访问

网络上各路由器之间邻接关系的数量。 

OSPF 协议支持基于接口的报文验证以保证路由计算的安全性；并使用 IP 多播方式

发送和接收报文（224.0.0.5 和 224.0.0.6）。 

1.1.3  OSPF 的协议报文 

OSPF 有五种报文类型： 

 HELLO 报文（Hello Packet） 

最常用的一种报文，周期性的发送给本路由器的邻居。内容包括一些定时器的数值、

DR、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以及自己已知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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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报文（Database Description Packet） 

两台路由器进行数据库同步时，用 DD 报文来描述自己的 LSDB，内容包括 LSDB
中每一条 LSA 的摘要（摘要是指 LSA 的 HEAD，通过该 HEAD 可以唯一标识一条

LSA）。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路由器之间传递信息的量，因为 LSA 的 HEAD 只占一条

LSA 的整个数据量的一小部分，根据 HEAD，对端路由器就可以判断出是否已有这

条 LSA。 

 LSR 报文（Link State Request Packet） 

两台路由器互相交换过DD报文之后，知道对端的路由器有哪些LSA是本地的LSDB
所缺少的，这时需要发送 LSR 报文向对方请求所需的 LSA。内容包括所需要的 LSA
的摘要。 

 LSU 报文（Link State Update Packet） 

用来向对端路由器发送对端所需要的 LSA，内容是多条 LSA（全部内容）的集合。 

 LSAck 报文（Link State Acknowledgment Packet） 

用来对接收到的 LSU 报文进行确认。内容是需要确认的 LSA 的 HEAD（一个报文

可对多个 LSA 进行确认）。 

1.1.4  OSPF 的 LSA 类型 

1. 五类基本的 LSA 

根据前面几节的介绍可以了解，链路状态广播报文 LSA 是 OSPF 协议计算和维护路

由信息的主要来源。在 RFC2328 中定义了五类 LSA，描述如下： 

 Router-LSAs：第一类 LSA（Type-1），由每个路由器生成，描述本路由器的

链路状态和花费，由路由器分别为每个区域生成，只在相关区域内传播。 

 Network-LSAs：第二类 LSA（Type-2），由广播网络和 NBMA 网络的 DR 生

成，描述本网段的链路状态，只在 DR 所处区域内传播。 

 Summary-LSAs：包含第三类 LSA 和第四类 LSA（Type-3，Type-4），由区

域边界路由器 ABR 生成，在与该 LSA 相关的区域内传播。每一条

Summary-LSA 描述一条到达本自治系统的、其它区域的某一目的地的路由（即

区域间路由：inter-area route）。Type-3 Summary-LSAs 描述去往网络的路

由（目的地为网段），Type-4 Summary-LSAs 描述去往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ASBR 的路由。 

 AS-external-LSAs：第五类 LSA（Type-5），也可以写成 ASE LSA，由自治

系统边界路由器 ASBR 生成，描述到达其它 AS 的路由，传播到整个 AS（Stub

区域除外）。AS 的缺省路由也可以用 AS-external-LSAs 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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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七类 LSA 

在 RFC1587（OSPF NSSA Option）中增加了一类新的 LSA：Type-7 LSAs。 

根据 RFC1587 的描述，Type-7 LSAs 与 Type-5 LSAs 主要有以下两点区别： 

 Type-7 LSAs 在 NSSA 区域（Not-So-Stubby Area）内产生和发布；但 NSSA

区域内不会产生或发布 Type-5 LSAs。 

 Type-7 LSAs 只能在一个 NSSA 内发布，当到达区域边界路由器 ABR 时，ABR

可以选择将Type-7 LSAs中的部分路由信息转换成Type-5 LSAs发布，Type-7 

LSAs 不直接发布到其它区域或骨干区域。 

1.1.5  与 OSPF 协议相关的基本概念 

1. 路由器 ID 号 

一台路由器如果要运行 OSPF 协议，必须存在 Router ID。如果没有配置 ID 号，协

议会从当前路由器配置的 Router ID 和接口的 IP 地址中自动选一个作为 OSPF 路由

器的 ID 号，选择方式如下：如果路由器已经配置了 Router ID，则优先选取该 Router 
ID 作为 OSPF 的 Router ID，如果有 LoopBack 接口地址，就选 IP 地址数值最大的

LoopBack 地址；如果没有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就选 IP 地址数值最大的物理

接口地址。在 OSPF 多进程的情况下，不同的进程会尽量选取不同的 Router ID。 

2. DR 和 BDR 

 指定路由器 DR（Designated Router） 

在多路访问网络中，如果路由器之间两两建立邻接关系，会导致在路由交换时同一

个 LSA 在网络内部被多次重复传递，浪费了宝贵的带宽资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OSPF 协议规定，在多路访问网络中必须选举 DR，网络中的路由器只和 DR（以及

后面提到的 BDR）建立邻接关系并交换路由，两台非 DR 和 BDR 路由器之间不建

立邻接关系，也不交换路由信息。 

哪一台路由器会成为本网段内的 DR 并不是人为指定的，而是由本网段中所有的路

由器共同选举出来的。 

 备份指定路由器 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 

如果 DR 由于某种故障而失效，这时必须重新选举 DR，并与之同步。这需要较长的

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路由计算是不正确的。为了能够缩短这个过程，OSPF 提出

了BDR的概念。BDR实际上是对DR的一个备份，在选举DR的同时也选举出BDR，

BDR也和本网段内的所有路由器建立邻接关系并交换路由信息。当DR失效后，BDR
会立即成为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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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Area） 

随着网络规模日益扩大，当一个巨型网络中的路由器都运行 OSPF 路由协议时，路

由器数量的增多会导致 LSDB 非常庞大，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并使得运行 SPF 算

法的复杂度增加，导致 CPU 负担很重；并且，网络规模增大之后，拓扑结构发生变

化的概率也增大，网络会经常处于“动荡”之中，造成网络中会有大量的 OSPF 协

议报文在传递，降低了网络的带宽利用率。而且每一次变化都会导致网络中所有的

路由器重新进行路由计算。 

OSPF 协议通过将自治系统划分成不同的区域（Area）来解决上述问题。区域是在

逻辑上将路由器划分为不同的组。区域的边界是路由器，这样会有一些路由器属于

不同的区域，连接骨干区域和非骨干区域的路由器称作区域边界路由器——ABR，

ABR 与骨干区域之间既可以是物理连接，也可以是逻辑上的连接。 

4. 骨干区域和虚连接 

 骨干区域（Backbone Area） 

OSPF 划分区域之后，并非所有的区域都是平等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与众不

同的，它的区域号（Area ID）是 0，通常被称为骨干区域。 

 虚连接（Virtual Link） 

由于所有区域都必须与骨干区域连通，特别引入了虚连接的概念，使那些物理上和

骨干区域分离的区域仍可在逻辑上保持和骨干区域的连通性。 

5. 路由聚合 

AS 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通过 OSPF 边界路由器（ABR）相连，区域

间可以通过路由汇聚来减少路由信息，减小路由表的规模，提高路由器的运算速度。 

ABR 在计算出一个区域的区域内路由之后，根据聚合相关设置，将其中多条 OSPF
路由聚合成一条发送到区域之外。 

例如，图 1-1中，Area 19 内有三条区域内路由 19.1.1.0/24，19.1.2.0/24，19.1.3.0/24，
如果此时配置了路由聚合，将三条路由聚合成一条 19.1.0.0/16，在RTA上就只生成

一条描述聚合后路由的LSA。 

Vi rtua l L ink

RTA

Area 12

Area 8

Area 0
Area 19

19.1

19.1.1.0/24
19.1.3.0/24

.2.0/24

 
图1-1 区域及路由聚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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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的 OSPF 特性 

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实现中，支持以下 OSPF 特性： 

 支持 Stub 区域：定义了 Stub 区域以节省该区域内路由器接收 ASE 路由时的

开销。 

 支持 NSSA 区域：定义了 NSSA 区域，以克服 Stub 区域对于拓扑结构的限制。

NSSA 是 Not-So-Stubby Area 的简写。 

 支持 OSPF 多进程（Multi-Process），可以在一台路由器上运行多个 OSPF

进程。 

 可以和其它动态路由协议共享所发现的路由信息：在现阶段，支持将 RIP 等动

态路由协议和静态路由作为 OSPF 的外部路由引入到路由器所属的自治系统

中去，或将 OSPF 自身发现的路由信息发布到其它路由协议中去。 

 授权验证字：OSPF 对同一区域内的相邻路由器之间可以选择明文串验证字和

MD5 加密验证字两种报文合法性验证手段。 

 路由器接口参数的灵活配置：在路由器的接口上，可以配置 OSPF 的参数包括：

输出花费、Hello 报文发送间隔、重传间隔、接口传输时延、路由优先级、相

邻路由器“失效”时间、报文验证方式和报文验证字等。 

 虚连接：支持创建与配置虚连接。 

 丰富的调试信息：提供了丰富的调试信息帮助用户诊断故障。 

1.2  OSPF GR 简介 

OSPF 是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最短路由优先协议)的缩写，它是 IETF 组织

开发的一个基于链路状态算法的内部网关协议。目前使用的是版本 2 （RFC2328）。 

GR 是 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主要是为了实现在交换机出现异常主备发生

倒换的时候保证 OSPF 路由数据转发正常，以保证关键业务不中断。 

1.2.1  OSPF GR 的工作机制 

1.OSPF GR 实现标准 

RFC3623:Graceful OSPF Restart 

IETF 草案： 

draft-nguyen-ospf-lls-05； 

draft-nguyen-ospf-oob-resync-05； 

draft-nguyen-ospf-restart-05.。 

2.RFC3623 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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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3623 中定义了 GR 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网络拓扑要保持稳定；重启协议路由器

可以在重启过程中保持转发表。 

在 GR 的过程中定义了 Restarter 和 Helper 的行为，GR 的过程是 Restarter 发送一

个 Grace LSA 的通告开始的。 

Restarter 是发生控制软件重启的设备，该设备在 GR 过程中，不会产生 LSA，在收

到自己产生的 LSA 的时候接收该 LSA，并将该 LSA 标记。路由项不下刷到转发表

中，Restarter 设备通过侦听接口上的 Hello 报文来发现自己在重启前的接口状态，

并且保持。当所有的邻居关系重建完成，或者是 GR 周期超时都会导致 Restarter
设备退出 GR。 

无论 Restarter 设备是否完成 GR 过程，在退出 GR 后，都会进行标准的 OSPF 重

新洪泛和路由计算。 

Helper 和 GR Restarter 具有邻居关系，并在 GR 过程中协助 GR Restarter 进行路

由信息同步的周边设备。该设备在收到 Restarter 设备的 Grace LSA 后判断与

Restarter 设备的关系，当邻居状态机是 FULL 的，且本身不在 GR 状态，则进入

Helper 模式。保存收到的 Grace LSA。Helper 路由帮助 Restarter 路由来重新获得

重启前的 LSDB 信息。 

当 Helper 设备中的 Grace LSA 被更新，或者是 GR 周期完成的时候退出 Helper 模
式，重新计算网络的 DR 路由器，重新生成 1 类 LSA，计算路由。 

3.IETF 草案的工作机制 

草案中定义了两个主要的概念：LLS（Link-Local Signaling）用来协商 OOB 能力和

触发 GR 过程；OOB(Out-of-band LSDB resynchronization)用来同步 LSDB。 

在 HELLO 报文中置为 L-bit，来协商 LLS 能力，并且通告对方自己的 LLS 数据，将

LLS 中的 EO_TLV 中的 LR_bit 置位来协商 OOB 能力。 

在发生协议重启的时候会将 HELLO 报文中的 EO_TLV 中的 RS_bit 置位，通告对方

自己要进行重启，让对方维持邻居关系，将 DD 报文中的 R-bit 置位表明这是一个

OOB 过程。 

邻居在收到RS-bit置位的HELLO报文后保持邻居关系不变并置位Restartstat-flag。 

当邻居双方退出 OOB 过程后，执行标准的 OSPF 算法。 

  说明： 

在 OSPF 邻居两端必须使能相同 GR 方式，不同的 GR 方式之间不能成功完成 GR
过程。一个 OSPF 进程只能使能一种 GR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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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OSPF GR 的报文格式 

1. Grace LSA 的格式 

该 LSA 是一个 Opaque-LSA，由 Restarter 产生。其中，LS-TYPE 为 9，Opaque Type
等于 3，Opaque ID 等于 0。 

 
图1-2 Grace LSA 的格式 

2. TLV 的格式如下： 

 
图1-3 TLV 的格式 

3. LLS 扩展后的 Option 字段 

 
图1-4 带 L-bit 的 Option 字段 

4. LLS Data 的格式 

 
图1-5 LLS Data 的格式 

5. TLV 结构有两种：EO_TLV 和 CA_TLV。 

(1) EO_TLV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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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O_TLV 的格式 

EO_TLV 中各个字段含义： 

类型字段表示 TLV 的类型，EO_TLV 的类型为 1； 

Length 字段表示该 TLV 的长度，EO_TLV 的长度为 4； 

Extend Options 中为 OSPF 的扩展选项，在 OSPF GR 中会在选项中置位 RS_bit
和 LR_bit。具体的格式： 

 
图1-7 Extend Option 的格式 

(2) CA_TLV 的格式： 

 
图1-8 7CA_TLV 的格式 

CA_TLV 各个字段的含义： 

类型字段表明了 CA_TLV 的类型，CA_TLV 的类型为 2； 

AuthLen 表明了 CA_TLV 的长度，CA_TLV 的长度是 20； 

Sequence Number 和 AuthData 由 OSPF 的校验信息决定。 

  说明： 

只有在 HELLO 和 DD 报文中才能包含 LLS Data。在一个报文中只能包含一个 LLS 
Data。在 LLS Data 中必须包含 EO_TLV，如果 OSPF 配置了 MD5 校验，则包含

CA_TLV。 

 

6. 扩展 OOB 的 DD 报文格式 

DD 报文中置位 R_bit 表明这是一个 OOB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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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置为 R-bit 的 DD 报文格式 

1.2.3  Comware 支持的 OSPF GR 的特性 

在 Comware 的实现中支持上述两种 GR 方式 

1.3  OSPF 的配置 

OSPF 的配置需要在各路由器（包括区域内路由器、区域边界路由器和自治系统边

界路由器等）之间相互协作。在未作任何配置的情况下，路由器的各参数将使用缺

省值。此时，发送和接收报文都无须进行验证，接口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自治系统的

区域。在改变缺省参数的过程中，请务必保证各路由器之间的配置是一致的。 

在各项配置任务中，必须先启动 OSPF、指定接口与区域号后，才能配置其它的功

能特性。而配置与接口相关的功能特性不受 OSPF 是否使能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

在关闭 OSPF 后，原来与 OSPF 相关的接口参数也同时失效。 

OSPF 的配置包括： 

(1) OSPF 的基本配置 

 配置路由器ID 

 启动OSPF 

 进入OSPF区域视图 

 在指定网段使能OSPF 

(2) OSPF 的路由相关配置 

 配置OSPF引入外部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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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SPF中生成缺省路由 

 配置OSPF路由过滤 

 配置OSPF的路由聚合 

(3) OSPF 协议本身的一些配置 

 配置OSPF路由的优先级 

 配置OSPF定时器 

 配置在OSPF接口的网络类型 

 配置OSPF的NBMA邻居 

 配置接口的选举优先级 

 设置发送链路状态更新报文所需时间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配置DD报文中的MTU 

 设置OSPF的SPF（Shortest Path First）计算间隔 

(4) OSPF 组网相关配置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OSPF报文 

 配置OSPF认证 

 配置OSPF虚连接 

 配置OSPF的Stub区域 

 配置OSPF的NSSA区域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5) 与具体应用相关的配置 

 配置OSPF与网管系统的配合 

 配置OSPF GR 

(6) 其它 

 配置重启OSPF进程 

1.3.1  配置路由器 ID 

路由器的 ID 是一个 32 比特无符号整数，采用 IP 地址形式，是一台路由器在自治系

统中的唯一标识。路由器的 ID 可以手工配置，如果没有配置 ID 号，系统会从当前

接口的 IP 地址中自动选一个作为路由器的 ID 号。 

手工配置路由器的 ID 时，必须保证自治系统中任意两台路由器的 ID 都不相同。通

常将路由器的 ID 配置为与该路由器某个接口的 IP 地址一致。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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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配置路由器 ID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的 ID router id router-id 

取消路由器的 ID undo router id 

 

如果 OSPF 进程没有配置 OSPF 对应的 router-id，，则 OSPF 会优先选取该路由器

ID 作为 OSPF 对应的 router-id，为保证 OSPF 运行的稳定性，在进行网络规划时，

应确定路由器 ID 的划分并手工配置。 

1.3.2  启动 OSPF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启动/关闭 OSPF 

操作 命令 

启动 OSPF，进入 OSPF 路由协议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关闭 OSPF 路由协议进程 undo ospf [ process-id ] 

 

缺省情况下，不运行 OSPF。 

启用 OSPF 时，需要注意： 

 如果在启动 OSPF 时不指定进程号，将使用缺省的进程号 1。 

 当在一台路由器上运行多个 OSPF 进程时，建议用户使用以上命令中的

router-id 为不同进程指定不同的 Router ID。 

 当在 OSPF 进程中需要使用虚链路的时候，建议用户使用以上命令中的

router-id 为该进程指定 Router ID。 

1.3.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OSPF 协议将自治系统划分成不同的区域（Area），在逻辑上将路由器分为不同的

组。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删除指定的 OSPF 区域 undo area are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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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用区域号 area-id 来标识，区域号可以是十进制整数（取值范围为 0～
4294967295）或 IP 地址格式，但显示时使用 IP 地址形式。 

在配置同一区域内的 OSPF 路由器时，应注意：大多数配置数据都应该对区域统一

考虑，否则可能会导致相邻路由器之间无法交换信息，甚至导致路由信息的阻塞或

者产生路由环。 

1.3.4  在指定网段使能 OSPF 

在系统视图下使用 ospf 命令启动 OSPF 后，还必须指定在哪个网段上应用 OSPF。
由于区域划分的结果，一台路由器可能会同时属于不同的区域（这样的路由器称作

区域边界路由器 ABR），但一个网段只能属于一个区域，也就是说每个运行 OSPF
协议的接口必须指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在指定网段使能 OSPF 

操作 命令 

指定接口运行 OSPF 协议 network ip-address ip-mask 

取消接口运行 OSPF 协议 undo network ip-address ip-mask 

 

其中，ip-mask 为 IP 地址通配符屏蔽字（类似于 IP 地址的掩码取反之后的形式）。 

1.3.5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 

路由器上各动态路由协议之间可以互相共享路由信息，由于 OSPF 的特性，其它的

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总被当作自治系统外部的路由信息处理。在接收命令中，可以

指定路由的花费类型、花费值和标记以覆盖缺省的路由接收参数（见“配置 OSPF
接收外部路由的默认选项”的配置部分）。 

OSPF 使用 4 类不同的路由，按优先顺序来说分别是： 

 区域内路由 

 区域间路由 

 第一类外部路由 

 第二类外部路由 

区域内和区域间路由描述的是自治系统内部的网络结构；外部路由则描述了应该如

何选择到自治系统以外目的地的路由。 

第一类外部路由是计算出的外部路由的花费与自治系统内部的路由花费的数量级是

相同的并且和 OSPF 自身路由的花费具有可比性，即到第一类外部路由的花费值=
本路由器到相应的 ASBR 的花费值+ASBR 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花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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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外部路由，OSPF 协议认为从 ASBR 到自治系统之外的花费远远大于在自治

系统之内到达 ASBR 的花费。所以计算路由花费时将主要考虑前者，即到第二类外

部路由的花费值=ASBR 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花费值。如果该值相等，再考虑本路由

器到相应的 ASBR 的花费值。 

1.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 

操作 命令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信息 import-route protocol [ cost value | type value | tag 
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引入其它协议路由信息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缺省情况下，OSPF 将不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信息。当配置引入其他协议的路由信

息时，缺省情况下，Cost 为 1，Type 为 2，Tag 为 1。 

可引入的路由包括 direct、static、rip、ospf-ase、ospf-nssa、nat、is-is 与 bgp，
也可以引入其它进程的 OSPF 路由。当引入的源路由协议为 bgp 时，可以携带

allow-ibgp 参数来实现对 IBGP 路由的引入。 

  说明： 

 建议在一条命令里配置引入路由的类型（type）、权值（cost）和标记值（tag）；

如果分别配置，后一次会覆盖前一次的配置。 
 在 OSPF 路由器上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引入外部路由信息后，这台 OSPF 路

由器就成为 ASBR。 

 

2. 配置引入外部路由的最大条数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引入外部路由的最大条数 

操作 命令 

配置引入外部路由的最大条数 import-route-limit num 

恢复引入外部路由的最大条数默认值 undo import-route-limit 

 

缺省情况下，引入外部路由条数最大值为 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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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参数 

当 OSPF 将其它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信息引入到本自治系统中时，还需要配置一些

额外的参数，如引入路由的缺省花费和缺省标记等。路由标记可以用来标识协议相

关的信息，如 OSPF 接收 BGP 时用来区分自治系统的编号。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参数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在接收外部路由时缺省的花费值 default cost value 

恢复 OSPF 在接收外部路由时花费的缺省值 undo default cost 

配置 OSPF 在接收外部路由时缺省的标记值 default tag tag 

恢复 OSPF 在接收外部路由时标记的缺省值 undo default tag 

配置 OSPF 在接收外部路由时缺省的类型 default type { 1 | 2 } 

恢复 OSPF 接收外部路由类型的缺省值 undo default type 

 

缺省情况下，引入外部路由时的 Cost 为 1，Tag 为 1，Type 为 2。 

4.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间隔和数量 

由于 OSPF 可引入外部路由信息并将它们传播到整个自治系统中，过于频繁地引入

大量路由，以及一次引入过多的外部路由都会显著影响设备性能，因此，有必要规

定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时间间隔，以及在一次传播中引入外部路由信息数量的缺省

条数。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间隔和数量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间隔 default interval seconds 

恢复 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间隔为缺省值 undo default interval 

配置 OSPF 每一次引入外部路由数量的缺省限制 default limit routes 

恢复引入外部路由数量的缺省限制的缺省值 undo default limit 

 

缺省情况下，OSPF 引入外部路由的缺省时间间隔为 1 秒，一次引入外部路由数量

的缺省条数为 10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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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在 OSPF 中生成缺省路由 

缺省情况下，普通的 OSPF 区域（骨干区域和非骨干区域）中是没有缺省路由的，

import-route 命令也无法向 OSPF 路由域中引入缺省路由。 

命令 default-route-advertise 和 nssa default-route-advertise 都可以发布缺省路

由，其中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用于处理 Type-5 的默认 LSA，nssa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用于处理 Type-7 的默认 LSA。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 OSPF 引入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发布 Type-5 的默认 LSA default-route-advertise [ always | cost value | type 
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发布 Type-5 的默认 LSA undo default-route-advertise [ always | cost | type 
| route-policy ]*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 OSPF 引入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发布 Type-7 的默认 LSA nssa [ default-route-advertise | 
no-import-route | no-summary ]* 

取消发布 Type-7 的默认 LSA undo nssa 

 

使用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时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如果配置的是 default-route-advertise always，则不管路由表中是否存在缺

省路由都会生成默认的 Type-5 的 LSA； 

 如果没有配置关键字 always，则只有在路由表中存在缺省路由时，才会生成

默认的 Type-5 的 LSA； 

 发布缺省路由的 Type-5 LSA 的扩散范围与普通的 Type-5 LSA 相同。 

使用 nssa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时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如果本路由器是 NSSA 区域的 ABR 设备，则不论路由表中是否存在缺省路由，

都会生成 Type-7 的默认的 LSA； 

 如果本路由器不是 NSSA 的 ABR，则只有在路由表中存在默认路由的时候才

会生成默认的 Type-7 的 LSA； 

 发布缺省路由的 Type-7 LSA 的扩散范围与普通的 Type-7 LSA 相同。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OSPF 第 1 章  OSPF 配置

 

1-17 

由于 OSPF 在进行 SPF 运算时不计算自己生成的 LSA，所以，本路由器上的 OSPF
路由中并不存在缺省路由。为保证路由信息的正确性，应只在那些与外部网络相连

的路由器上配置引入缺省路由。 

  说明： 

在OSPF路由器上配置 default-route-advertise命令后，这台路由器就成为ASBR，

这一点与在 OSPF 路由器上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的效果类似。。 

 

1.3.7  配置 OSPF 路由过滤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1. 配置对 OSPF 接收到的路由进行过滤 

表1-11 配置 OSPF 对引入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对引入的全局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gateway prefix-list- name } import 

取消对引入的全局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gateway ip-prefix-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OSPF 将不对接收到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2.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到 OSPF 的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export 配置 ASBR 路由器对引入到 OSPF 的外部路由进行过滤，只对

ASBR 路由器有效。 

表1-12 对其它协议发布到的 OSPF 路由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对其它协议发布到的 OSPF 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不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到 OSPF 的路由进行

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缺省情况下，OSPF 不接收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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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filter-policy import 命令只对从邻居收到的本进程 OSPF 路由进行过滤，没有通

过过滤的路由将不被加入路由表。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只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起作用。如果

仅配置了 filter-policy export，而没有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引入其它外部路

由（包括不同进程的 OSPF 路由），filter-policy export 不起作用。 
 如果在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中没有指定对哪种路由过滤，则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所有路由有效。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ip-prefix 为空时，默认为全部

Permit。 

 

3. 配置对区域接收的第三类 LSA 进行过滤 

配置 OSPF 区域间路由过滤。 

表1-13 配置区域对接收的第三类 LSA 的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对接收的第三类 LSA 的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第三类 LSA 的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OSPF 区域将不对接收到的第三类 LSA 进行过滤。 

4. 配置区域对其它区域发布的第三类 LSA 的过滤 

表1-14 对其它区域发布的第三类 LSA 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对其它区域发布的第三类 LSA 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取消对其它区域发布的第三类 LSA 的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缺省情况下，OSPF 区域不过滤发布给其它区域的第三类 LSA。 

  说明： 

 filter-policy import/export 命令只对自己产生的第三类 LSA 进行过滤，对从邻

居收到的第三类 LSA 不进行过滤，该命令只在 ABR 上有效。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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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配置 OSPF 的路由聚合 

1. 配置 OSPF 区域路由聚合 

路由聚合是指：具有相同前缀的路由信息，ABR 可以将它们聚合在一起，只发布一

条路由到其它区域。一个区域可以配置多条聚合网段，这样 OSPF 可以对多个网段

进行聚合。ABR 向其它区域发送路由信息时，以网段为单位生成 Sum_net_Lsa
（Type 3 LSA）。如果该区域中存在一些连续的网段，则可以使用 abr-summary
命令将这些连续的网段聚合成一个网段。这样 ABR 只发送一条聚合后的 LSA，所有

落入本命令指定的聚合网段范围的 LSA 将不再会被单独发送出去，这样可减少其它

区域中 LSDB 的规模。 

一旦将某一网络的聚合网段加入到区域中，该区域中所有落在这一聚合网段内的 IP
地址的内部路由都不再被独立地通告到别的区域，而只是通告整个聚合网段路由的

摘要信息。如果该网段范围用关键字 not-advertise 限定，则到这一网段路由的摘

要信息将不会被通告出去。这个网段是由 IP 地址/掩码的方式说明的。 

需要注意的是：路由聚合只有在 ABR 上配置才会有效。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配置 OSPF 区域路由聚合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区域路由聚合 abr-summary ip-address mask [ advertise | not-advertise ] 

取消 OSPF 区域路由聚合 undo abr-summary ip-address mask 

 

缺省情况下，区域边界路由器不对路由进行聚合。 

2. 配置 OSPF 引入路由聚合 

OSPF 支持对引入的路由进行聚合。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配置 OSPF 引入路由聚合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引入路由聚合 asbr-summary ip-address mask [ not-advertise | tag value ]

取消 OSPF 引入路由聚合 undo asbr-summary ip-address mask 

 

缺省情况下，不对引入路由进行聚合。 

配置引入路由聚合后，如果本地路由器是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ASBR，将对引入的

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5 LSA 进行聚合，当配置了 NSSA 区域时，还要对引入的

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7 LSA 进行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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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地路由器是区域边界路由器 ABR，且是 NSSA 区域的转换路由器，则对由

Type-7 LSA 转化成的 Type-5 LSA 进行聚合处理，对于不是 NSSA 区域转换路由器

的则不进行聚合处理。 

1.3.9  配置 OSPF 路由的优先级 

由于路由器上可能同时运行多个动态路由协议，就存在各个路由协议之间路由信息

共享和选择的问题。在不同协议发现同一条路由时，优先级高的协议将起决定作用。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7 配置 OSPF 路由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协议在各路由协议之间的优先级 preference [ ase ] preference 

恢复协议缺省优先级 undo preference [ ase ]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优先级为 10；引入外部路由协议的优先级为 150。 

1.3.10  配置 OSPF 定时器 

1. 配置 Hello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 

Hello 报文是一种最常用的报文，它周期性地被发送至邻居路由器，用于发现与维持

邻居关系、选举 DR 与 BDR。用户可对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 hello seconds
的值进行设置。 

根据 RFC2328 的规定，要保持网络邻居间的 Hello 时钟的时间间隔的一致性。需要

注意的是。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设置 Hello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 ospf timer hello seconds 

恢复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时间间隔的缺省值 undo ospf timer hello 

在 NBMA 接口上配置发送轮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ospf timer poll seconds 

恢复发送轮询报文间隔的缺省值 undo ospf timer poll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类型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的值为 10 秒；

p2mp、nbma 类型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的值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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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 

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如果路由器未收到对方的 Hello 报文，则认为对端路由器失效，

这个时间间隔被称为相邻路由器间的失效时间。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设置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 ospf timer dead seconds 

恢复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的缺省值 undo ospf timer dead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类型接口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的值为 40 秒；p2mp、
nbma 类型接口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的值为 120 秒。 

需要注意的是：在用户修改了网络类型后，hello seconds 与 dead seconds 都将恢

复缺省值。 

3. 设置邻接路由器重传 LSA 的间隔 

当一台路由器向它的邻居发送一条 LSA 后，需要等到对方的确认报文。若在

Retransmit 时间内没有收到对方的确认报文，就会向邻居重传这条 LSA。用户可对

Retransmit 的值进行设置。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设置邻接路由器重传 LSA 的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 ospf timer retransmit interval 

恢复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缺省值 undo ospf timer retransmit 

 

缺省情况下，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的值为 5 秒。 

interval 的值必须大于一个报文在两台路由器之间传送一个来回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时间间隔的值不要设置得太小，否则将会引起

不必要的重传。 

1.3.11  配置在 OSPF 接口的网络类型 

OSPF 协议计算路由是以本路由器邻接网络的拓扑结构为基础的。每台路由器将自

己邻接的网络拓扑描述出来，传递给所有其它的路由器。 

OSPF 根据链路层协议类型将网络分为下列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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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类型：当链路层协议是 Ethernet、FDDI 时，OSPF 缺省认为网络类型是

Broadcast。 

 非广播多路访问 NBMA（Non Broadcast MultiAccess）类型：当链路层协议

是帧中继、ATM、HDLC 或 X.25 时，OSPF 缺省认为网络类型是 NBMA。 

 Point-to-Multipoint（p2mp）类型：没有一种链路层协议会被缺省的认为是

Point-to-Multipoint 类型。点到多点必须是由其他的网络类型强制更改的。最

常见的做法是将非全连通的 NBMA 改为点到多点的网络。 

 点到点类型（p2p）当链路层协议是 PPP 或 HDLC 时，OSPF 缺省认为网络

类型是 p2p。 

NBMA 网络是指非广播、多点可达的网络，比较典型的有 ATM。可通过配置轮询间

隔来指定路由器在与相邻路由器构成邻接关系之前发送轮询 Hello报文的时间周期。

广播网络中如果存在不支持组播地址的路由器，可将网络类型配置成 NBMA 方式。 

若在NBMA网络中并非所有路由器之间都直接可达时，可将接口配置成p2mp方式。 

若该路由器在 NBMA 网络中只有一个对端，则也可将接口类型改为 p2p 方式。 

NBMA 与点到多点之间的区别： 

 在 OSPF 协议中 NBMA 是指那些全连通的、非广播、多点可达网络。而点到

多点的网络，则并不需要一定是全连通的。 

 在 NBMA 上需要选举 DR 与 BDR，而在点到多点网络中没有 DR 与 BDR。 

 NBMA 是一种缺省的网络类型，例如：如果链路层协议是 ATM，OSPF 会缺

省的认为该接口的网络类型是 NBMA（不论该网络是否全连通）。点到多点不

是缺省的网络类型，没有哪种链路层协议会被认为是点到多点，点到多点必须

是由其它的网络类型强制更改的。最常见的做法是将非全连通的 NBMA 改为

点到多点的网络。 

 NBMA 用单播发送报文，需要手工配置邻居。点到多点采用多播方式发送报文。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配置 OSPF 接口的网络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的网络类型 ospf network-type { broadcast | nbma | p2mp | p2p } 

恢复 OSPF 接口缺省的网络类型 undo ospf network-type 

 

缺省情况下，OSPF 根据链路层类型得出网络类型。如果用户为接口配置了新的网

络类型，原接口的网络类型自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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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配置 OSPF 的 NBMA 邻居 

对于 NBMA 网络，无法通过广播 Hello 报文的形式发现相邻路由器，因此，必须手

工为其指定相邻路由器的 IP 地址，并说明该相邻路由器是否有选举权。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2 配置 OSPF 的 NBMA 邻居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的 NBMA 邻居 peer ip-address [ dr-priority dr-priority-number ] 

取消配置的 NBMA 邻居 undo pe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NBMA 类型的邻居优先级为 1。 

1.3.13  配置接口的选举优先级 

广播网络或 NBMA 类型的网络需要选举指定路由器 DR（Designated Router）和备

份指定路由器 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 

路由器接口的优先级 Priority 将影响接口在选举 DR 时所具有的资格。优先级为 0 的

路由器不会被选举为 DR 或 BDR。 

DR 由本网段中所有路由器共同选举。Priority 大于 0 的路由器都可作为“候选者”，

选票就是 Hello 报文，OSPF 路由器将自己选出的 DR 写入 Hello 报文中，发给网段

上的其它路由器。当同一网段的两台路由器都宣布自己是 DR 时，选择 Priority 高的。

如果 Priority 相等，选择 Router ID 大的。 

如果 DR 由于某种故障而失效，则网络中的路由器必须重新选举 DR，并与新的 DR
同步。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路由的计算是不正确的。为了能够缩短

这个过程，OSPF 提出了 BDR 的概念。BDR 实际上是对 DR 的一个备份，在选举

DR 的同时也选举出 BDR，BDR 也和本网段内的所有路由器建立邻接关系并交换路

由信息。当 DR 失效后，BDR 会立即成为 DR，由于不需要重新选举，并且邻接关

系事先已建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当然这时还需要再重新选举出一个新

的 BDR，虽然一样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并不会影响路由的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 

 网段中的 DR 并不一定是 priority 最大的路由器；同理，BDR 也并不一定就是

Priority 第二大的路由器。若 DR、BDR 已经选择完毕后，一台新路由器加入，

即使它的 Priority 值最大，也不会成为该网段中的 DR。 

 DR 是指某个网段中概念，是针对路由器的接口而言的。某台路由器在一个接

口上可能是 DR，在另一个接口上可能是 BDR，或者是 D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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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广播或 NBMA 类型接口时才会选举 DR，在点到点或点到多点类型的接

口上不需要选举 DR。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3 设置接口在选举 DR 时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在选举“指定路由器”时的优先级 ospf dr-priority priority-num 

恢复接口的缺省优先级 undo ospf dr-priority 

 

缺省情况下，接口在选举 DR 时的优先级为 1。 

使用 ospf dr-priority 命令和使用 peer 命令设置的优先级用途不同： 

 ospf dr-priority 命令设置的优先级用于实际的 DR 选举； 

 peer 命令设置的优先级用于表示邻居是否具有选举权。如果在配置邻居时将

优先级指定为 0，则本地路由器认为该邻居不具备选举权，不向该邻居发送

Hello 报文，这种配置可以减少在 DR 和 BDR 选举过程中网络上的 Hello 报文

数量。但如果本地路由器是 DR 或 BDR，它也会向优先级为 0 的邻居发送 Hello

报文，以建立邻接关系。 

1.3.14  设置发送链路状态更新报文所需时间 

链路状态更新报文（LSU 报文）中链路状态广播（LSA）的老化时间在传送之前要

增加 Trans-delay 秒。该参数的设置主要考虑到接口上发送报文的所需的时间。 

用户可以配置用于发送 LSU 报文的时钟间隔。很显然，在低速的网络上需要对该项

配置进行重点考虑。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配置用于发送 LSU 报文的时钟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用于发送 LSU 报文的时钟间隔 ospf trans-delay seconds 

恢复发送 LSU 报文的时钟间隔的缺省值 undo ospf trans-delay 

 

缺省情况下，发送链路状态更新报文时间的值为 1 秒。 

1.3.15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用户可以通过在不同接口上配置发送报文的开销值，从而控制网络的流量。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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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5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ospf cost value 

将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恢复为缺省值 undo ospf cost 

 

对于交换机，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运行 OSPF 协议所需的开销值为 10。 

1.3.16  配置 DD 报文中的 MTU 

运行OSPF协议的路由器在进行数据库同步时，使用DD报文（Database Description 
Packet）描述自己的 LSDB。 

DD 报文中的 MTU 值缺省为 0，用户可以使用本命令手工设定指定接口在发送时填

写 DD 报文中的 MTU 值域，设定的 MTU 值是接口的实际 MTU 值。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配置 DD 报文中的 MTU 

操作 命令 

使能接口发送 DD 报文时填写 MTU 值 ospf mtu-enable 

禁止接口发送 DD 报文时填写 MTU 值 undo ospf mtu-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DD 报文时不填 MTU 值，即 DD 报文中的 MTU 值为 0。 

1.3.17  设置 OSPF 的 SPF（Shortest Path First）计算间隔 

当 OSPF 的链路状态数据库 LSDB 发生改变时，需要重新计算最短路径，如果每次

改变都立即计算最短路径，将占用大量资源，并会影响路由器的效率，通过调节 SPF
的计算间隔时间，可以抑制由于网络频繁变化带来的占用过多资源。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7 设置 SPF 计算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 SPF 计算间隔 spf-schedule-interval seconds 

恢复 SPF 计算间隔 undo spf-schedule-interval seconds 

 

缺省情况下，SPF 时间间隔为 5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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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 OSPF 报文 

如果要使 OSPF 路由信息不被某一网络中的路由器获得，可使用 silent-interface
命令来禁止在此接口上发送 OSPF 报文。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8 禁止/允许接口发送 OSPF 报文 

操作 命令 

禁止接口发送 OSPF 报文 silent-interface { default | vlan-interface 
vlan-interface-number } 

允许接口发送 OSPF 报文 undo silent-interface { default | 
vlan-interface vlan-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允许所有接口收发 OSPF 报文。 

当运行 OSPF 协议的接口被配置为 Silent 状态后，该接口的直连路由仍可以由同一

路由器的其它接口通过 Router-LSA 发布，但接口上不会建立 OSPF 邻居关系。这

一特性可以增强 OSPF 的组网适应能力。在交换机中，该命令可以禁止/允许指定的

VLAN 接口发送 OSPF 报文。 

1.3.19  配置 OSPF 认证 

1. 配置 OSPF 区域支持报文认证 

一个区域中所有的路由器的验证类型必须一致（不支持验证、支持明文验证或者支

持 MD5 密文验证）。一个网段中所有路由器的验证字口令必须一致。用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为 该 区 域 配 置 明 文 验 证 口 令 ； 用

authentication-mode md5 为该区域配置 MD5 密文验证字口令。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9 配置 OSPF 区域支持报文认证 

操作 命令 

配置区域支持 MD5 报文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取消区域支持 MD5 认证属性 undo authentication-mode 

 

缺省情况下，区域不支持报文认证。 

2. 配置 OSPF 报文的认证 

OSPF 支持在相邻路由器之间支持明文验证（Simple）或 MD5 密文验证。 

只有接口所在的区域配置了相应的认证类型后，接口配置的认证类型才能生效。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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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0 配置 OSPF 报文的认证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接收使用报文明文验证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password 

取消接口使用报文明文验证口令 undo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配置接口使用报文 MD5 密文验证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md5 key-id key 

取消接口使用报文 MD5 密文验证 undo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md5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配置任何明文或 MD5 验证。 

1.3.20  配置 OSPF 虚连接 

根据 RFC2328 的介绍，OSPF 划分区域之后，并非所有的区域都是平等的关系。

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区域号 Area-id 是 0.0.0.0，通常被称为骨干区

域。非骨干区域之间的 OSPF 路由更新是通过骨干区域来交换完成的。OSPF 协议

规定：所有非骨干区域必须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即 ABR 上至少有一个端口应在区

域 0.0.0.0 中。如果一个区域没有与骨干区域 0.0.0.0 形成直接的物理连接，就必须

建立一个虚连接。 

如果由于网络拓扑结构的限制可能无法保证物理上连通，可以通过创建虚连接来满

足这一要求。虚连接是指在两台 ABR 之间通过一个非骨干区域内部路由的区域而建

立的一条逻辑上的连接通道。它的两端必须是 ABR，而且必须在两端同时配置方可

生效。虚连接由对端路由器的 ID 号来标识。为虚连接两端提供一条非骨干区域内部

路由的区域称为运输区域（Transit Area），其区域号也必须在配置时指明。 

虚连接在穿过运输区域的路由计算出来后被激活，相当于在两个端点之间形成了一

个点到点的连接，因此，在这个连接上，和物理接口一样可以配置接口的各参数，

如发送 HELLO 报文间隔等。 

“逻辑通道”是指两台 ABR 之间的多台运行 OSPF 的路由器只是起到一个转发报

文的作用（由于协议报文的目的地址不是这些路由器，所以这些报文对于他们而言

是透明的，只是当作普通的 IP 报文来转发），两台 ABR 之间直接传递路由信息。

这里的路由信息是指由 ABR 生成的 Type3 的 LSA，区域内的路由器同步方式没有

因此改变。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1 配置 OSPF 虚连接 

操作 命令 

创建并配置虚连接 vlink-peer router-id [ hello seconds | retransmit seconds | trans-delay 
seconds | dead seconds | simple password | md5 keyid key ]* 

取消创建的虚连接 undo vlink-peer rout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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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hello seconds 的值为 10 秒；retransmit seconds 的值为 5 秒；

trans-delay seconds 的值为 1 秒；dead seconds 的值为 40 秒。 

1.3.21  配置 OSPF 的 Stub 区域 

Stub 区域是指那些不传播接收到的外部 LSA 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中路由器的路由表

规模以及路由信息传递的数量都会大大减少，此时，将有一条缺省路由被广播到该

区域内去。它是一些特定的 LSA 区域，Stub 区域的 ABR 不传播它们接收到的自治

系统外部路由。 

Stub 区域是一种可选的配置属性，但并不是每个区域都符合配置的条件。通常的，

Stub 区域位于自治系统的边界，是那些只有一个 ABR 的非骨干区域；或者该区域

虽然有多个 ABR，但这些 ABR 之间没有配置虚连接。 

为保证到自治系统外的路由依旧可达，该区域的 ABR 将生成一条缺省路由

（0.0.0.0），并将此缺省路由发布给区域内的其它非 ABR 路由器。 

配置 Stub 区域时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骨干区域不能配置成 Stub 区域，虚连接不能穿过 Stub 区域。 

 如果想将一个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都要配置

该属性。 

 Stub 区域内不能存在 ASBR，即自治系统外部的路由不能在本区域内传播。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2 配置 OSPF 的 Stub 区域 

操作 命令 

配置一个区域为 Stub 区域 stub [ no-summary ] 

取消配置的 Stub 区域 undo stub 

配置发送到 Stub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值 default-cost value 

取消发送到 Stub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值 undo default-cost 

 

缺省情况下，不配置 Stub 区域；发送到 Stub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值为 1。 

1.3.22  配置 OSPF 的 NSSA 区域 

在 RFC1587 NSSA Option 中增加一类新的区域：NSSA 区域，同时增加一类新的

LSA：NSSA LSA（或称为 Type-7 LSA）。NSSA 区域其实是 Stub 区域的一个变

形，它和 Stub 区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NSSA 区域也不允许 AS-External-LSA（即

Type-5 LSA）注入，但可以允许 Type-7 LSA 注入。Type-7 LSA 由 NSSA 区域的

ASBR 产生，在 NSSA 区域内传播，当 Type-7 LSA 到达 NSSA 的 ABR 时，由 ABR
将 Type-7 LSA 转换成 AS-External-LSA，传播到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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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如下的组网中，运行 OSPF 协议的自治系统包括 3 个区域：区域 1、区域

2 和区域 0，区域 0 是骨干区域，另外两个自治系统运行 RIP 协议。区域 1 被定义

为 NSSA 区域，区域 1 的 RIP 路由传播到 NSSA ASBR 后，由 NSSA ASBR 产生

Type-7 LSA在区域1内传播，当Type-7 LSA到达NSSA ABR后，转换成Type-5 LSA
传播到区域 0 和区域 2。另一方面，区域 2 中运行 RIP 的自治系统的 RIP 路由通过

区域 2的 ASBR产生 Type-5 LSA在 OSPF自治系统中传播，但由于区域 1是 NSSA
区域，所以 Type-5 LSA 不会到达区域 1，NSSA 区域和 Stub 区域在这一点上是一

致的。 

与 Stub 区域类似，NSSA 区域也不能配置虚连接。 

NSSA
ASBR

RIP

NSSA
ABR

RIP

area 0 area
NSSA

area 2  1

 
图1-10 NSSA 区域 

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3 配置 OSPF 的 NSSA 区域 

操作 命令 

配置一个区域为 NSSA 区域 nssa [ default-route-advertise | 
no-import-route | no-summary ]* 

取消配置的 NSSA 区域 undo nssa 

配置发送到 NSSA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值 default-cost cost 

恢复发送到 NSSA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缺省值 undo default-cost  

 

所有连接到 NSSA 区域的路由器必须使用 nssa 命令将该区域配置成 NSSA 属性。 

参 数 default-route-advertise 用 来 产 生 默 认 的 Type-7 LSA ， 在 配 置 了

default-route-advertise 的情况下，在 ABR 上无论路由表中是否存在缺省路由

0.0.0.0，都会产生 Type-7 LSA 缺省路由，在 ASBR 上当路由表中存在缺省路由

0.0.0.0，才会产生 Type-7 LSA 缺省路由。 

参数 no-import-route 在 ASBR 上使得 OSPF 通过 import-route 命令引入的其它

外部路由不发布到 NSSA 区。如果 NSSA 的路由器既是 ASBR 也是 ABR，一般选

用该参数选项。 

default-cost 用在连接在该 NSSA 区域的边界路由器 ABR 上。该命令配置区域边界

路由器发送到 NSSA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花费值。 

缺省情况下，不配置 NSSA 区域；发送到 NSSA 区域缺省路由的花费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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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当打开邻接状态输出开关后，OSPF 邻接状态的变化会输出到配置终端上，直至邻

接状态输出开关被关闭。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34 设置 OSPF 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必选 

打开 OSPF 邻接状态输出开

关 
log-peer-change 

必选 

缺省情况下，OSPF 邻居状态

变化信息上报开关是关闭的 

 

1.3.24  配置 OSPF 与网管系统的配合 

1. 配置 OSPF MIB 绑定 

当启动了多个 OSPF 进程时，可以配置 OSPF MIB 对哪个进程进行处理，即绑定在

哪个进程。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5 配置 OSPF MIB 绑定 

操作 命令 

配置 OSPF MIB 绑定 ospf mib-binding process-id 

恢复缺省的 OSPF MIB 绑定 undo ospf mib-binding 

 

缺省情况下，MIB 绑定在第一个启动的 OSPF 进程上。 

2. 配置 OSPF TRAP 功能 

通过配置 OSPF TRAP 功能，当 OSPF 进程异常时，交换机将发送多种 SNMP TRAP
报文，并可以通过指定进程号使此功能只对某个 OSPF 进程生效。如果配置时不指

定进程号，将对所有 OSPF 进程生效。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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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6 配置 OSPF TRAP 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 OSPF 的 TRAP 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ospf [ process-id ] 
[ ifstatechange | virifstatechange | nbrstatechange | 
virnbrstatechange | ifcfgerror | virifcfgerror | 
ifauthfail | virifauthfail | ifrxbadpkt | virifrxbadpkt | 
iftxretransmit | viriftxretransmit | originatelsa | 
maxagelsa | lsdboverflow | lsdbapproachoverflow ] 

取消 OSPF 的 TRAP 功能 

undo snmp-agent trap enable ospf [ process-id ] 
[ ifstatechange | virifstatechange | nbrstatechange | 
virnbrstatechange | ifcfgerror | virifcfgerror | 
ifauthfail | virifauthfail | ifrxbadpkt | virifrxbadpkt | 
iftxretransmit | viriftxretransmit | originatelsa | 
maxagelsa | lsdboverflow | lsdbapproachoverflow ] 

 

缺省情况下，OSPF 的 TRAP 功能是禁止的，即：OSPF 进程异常时，交换机不发

送 TRAP 报文。 

关于 SNMP TRAP 的详细配置，请参考本手册的“系统管理”部分。 

1.3.25  配置 OSPF GR 

1. 配置 GR 方式为 RFC3623 

表1-37 配置 OSPF GR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 router-id router-id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 

配置 GR graceful-restart [ value ] 必选，缺省时间 120s 

 

2. 配置 GR 方式为 IETF 草案 

表1-38 配置 OSPF GR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 router-id router-id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 

配置 GR graceful-restart compatib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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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配置重启 OSPF 进程 

如果对路由器先执行undo ospf，再执行ospf来重启OSPF，路由器上原来的OSPF
配置会丢失。而使用 reset ospf 命令，可以在不丢失原有 OSPF 配置的前提下重启

OSPF 进程。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9 配置重启 OSPF 进程 

操作 命令 

重启 OSPF 进程 reset ospf [ statistics ] { all | process-id }  

 

重启路由器的 OSPF 进程，可以立即清除无效的 LSA、使改变的 Router ID 立即生

效或者进行 DR、BDR 的重新选举。 

如果不指定 OSPF 进程号，将重启所有 OSPF 进程。 

1.4  OSPF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OSPF 的运行

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OSPF 进行调试。 

表1-40 OSPF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 OSPF 路由过程的摘要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brief 

查看 OSPF 统计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cumulative 

查看 OSPF 的 LSDB 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area-id ] lsdb [ brief 
| [ asbr | ase | network | nssa | router | 
summary ] [ ip-address ] [ originate-router 
ip-address | self-originate ] [ verbose ] ] 

查看 OSPF 邻接点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peer [ brief ] 

查看 OSPF 下一跳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nexthop 

查看 OSPF 路由表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outing 

查看 OSPF 虚连接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vlink 

查看 OSPF 请求列表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equest-queue 

查看 OSPF 重传列表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etrans-queue 

查看 OSPF ABR 及 ASBR 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abr-asbr 

查看 OSPF 的区域间汇总路由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abr-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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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查看 OSPF 的引入路由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asbr-summary 
[ ip-address mask ] 

查看 OSPF 接口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interface 

查看 OSPF 错误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error 

查看 OSPF Graceful Restart 的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graceful-restart 
status 

查看全局 OSPF 调试开关状态和各进程的

调试开关状态 display debugging ospf 

打开 OSPF 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ospf packet [ ack | dd | hello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request I update ] 

关闭 OSPF 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ospf packet [ ack | dd | hello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request I update ] 

打开 OSPF 事件调试信息 debugging ospf event 

关闭 OSPF 事件调试信息 undo debugging ospf event 

打开 OSPF LSA 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ospf lsa-originate 

关闭 OSPF LSA 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ospf lsa-originate 

打开 OSPF 的 SPF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ospf spf 

关闭 OSPF 的 SPF 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ospf spf 

 

1.5  OSPF 典型配置案例 

1.5.1  配置 OSPF 优先级的 DR 选择 

1. 组网需求 

4 台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Switch D 在同一网段，

运行 OSPF 协议，如下图所示。要求正确配置，使 Switch A 成为 DR，SwitchC 成

为 BDR（Switch A 的优先级为 100，它是网络上的最高优先级，所以 Switch A 被

选为 DR；Switch C 的优先级为 2，是第二高的优先级，所以被选为 BDR；Switch B
的优先级为 0，这意味着它将无法成为 DR；Switch D 没有配置优先级而取缺省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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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BD R

196.1.1.4 /24

196.1.1 .3 /24

Swi tch  D

 C

4.4 .4.4

3.3 .3.3

196.1.1.2 /24

DR

Switch A

Swi tch B Switch

1.1.1 .1

2.2.2.2

196.1.1 .1/24

 
图1-11 配置 OSPF 优先级的 DR 选择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Switch A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6.1.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100 

[Switch A] router id 1.1.1.1 

[Switch A] ospf 

[Switch A-ospf-1] area 0 

[Switch 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 配置 Switch B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B-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6.1.1.2 255.255.255.0 

[Switch B-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0 

[Switch B] router id 2.2.2.2 

[Switch B] ospf 

[Switch B-ospf-1] area 0 

[Switch 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 配置 Switch C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C-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6.1.1.3 255.255.255.0 

[Switch C-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2 

[Switch C] router id 3.3.3.3 

[Switch C] ospf 

[Switch C-ospf-1] area 0 

[Switch 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 配置 Switch D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D-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6.1.1.4 255.255.255.0 

[Switch D] router id 4.4.4.4 

[Switch D] 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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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D-ospf-1] area 0 

[Switch 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在 Switch A 上运行 display ospf peer 来显示 OSPF 邻居，注意 Switch A 有三个邻

居。 

每个邻居的状态都是 full，这意味着 Switch A 与它的每个邻居都形成了邻接（Switch 
A 和 Switch C 必须与网络中的所有交换机形成邻接，才能分别充当网络的 DR 和

BDR）。Switch A是网络中的DR，而Switch C是BDR。其它所有的邻居都是DRother
（这意味着它们既不是 DR，也不是 BDR）。 

# 将 Switch B 的优先级改为 200 

[Switch B-Vlan-interface2000] ospf dr-priority 200 

在 Switch A 上运行 display ospf peer 来显示 OSPF 邻居，注意 Switch B 的优先级

变为 200；但它并不是 DR。 

只有当现在的 DR 不在网络上了后，DR 才会改变。关掉 Switch A，在 Switch D 上

运行 display ospf peer 命令可显示邻居，注意本来是 BDR 的 Switch C 成为了 DR，

并且 Switch B 现在成为了 BDR。 

若网络中所有的交换机被移走后又重新加入，Switch B 就被选为 DR（优先级为

200），Switch A 成为了 BDR（优先级为 100）。关掉所有的路由交换机再重新启

动，这个操作会带来一个新的 DR/BDR 选择。 

1.5.2  配置 OSPF 虚连接 

1. 组网需求 

在下图中区域 2 与区域 0 没有直接相连。要求将区域 1 用作运输区域来连接区域 2
和区域 0，在区域 1 的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正确配置一条虚连接。 

2. 组网图 

152.1.1.1 /24

A rea 2

196.1.1.2/24

Switch A
1.1.1.1

Switch B
2.2.2.2

Virtual
Link

197.1.1.2/24

Area 1

Area 0

Sw itch C
3.3.3.3

197.1.1.1/24

196.1.1.1/24

 
图1-12 配置 OSPF 虚链路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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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配置 Switch A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6.1.1.1 255.255.255.0 

[Switch A] router id 1.1.1.1 

[Switch A] ospf 

[Switch A-ospf-1] area 0 

[Switch 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 配置 Switch B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7 

[Switch B-Vlan-interface7] ip address 196.1.1.2 255.255.255.0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8 

[Switch B-Vlan-interface8] ip address 197.1.1.2 255.255.255.0 

[Switch B] router id 2.2.2.2 

[Switch B] ospf 

[Switch B-ospf-1] area 0 

[Switch 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1.0 0.0.0.255 

[Switch 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 B-ospf-1] area 1 

[Switch B-ospf-1-area-0.0.0.1] network 197.1.1.0 0.0.0.255 

[Switch B-ospf-1-area-0.0.0.1] vlink-peer 3.3.3.3 

# 配置 Switch C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 C-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52.1.1.1 255.255.255.0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7.1.1.1 255.255.255.0 

[Switch C] router id 3.3.3.3 

[Switch C] ospf 

[Switch C-ospf-1] area 1 

[Switch C-ospf-1-area-0.0.0.1] network 197.1.1.0 0.0.0.255 

[Switch C-ospf-1-area-0.0.0.1] vlink-peer 2.2.2.2 

[Switch 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 C-ospf-1] area 2 

[Switch C-ospf-1-area-0.0.0.2] network 152.1.1.0 0.0.0.255 

1.5.3  OSPF GR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于提供 GR 功能的交换机，需要在相应进程的视图下配置 GR 方式，并且

NSM (Neighbour State Machine：邻居状态机) 应该处于 FULL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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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中包含三台交换机 S9500A、S9500B 和 S9500C，彼此之间互相邻接。

S9500A 作为 Restarter，S9500B 和 S9500C 作为 Helper。 

2. 组网图 

S9500A

S9500B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2

Vlan- interface 192

Vlan-inter face 192
192.168.1.2/24

192.168.1.1/24 192.168.1.3/2

S9500C

GigabitEthernet3/1/1

Vlan-interface 1924

 
图1-13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交换机 S9500 A。 

<S9500A> system-view 

[S9500A] vlan 192 

[S9500A-vlan192]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S9500A-vlan192] interface vlan 192 

[S9500A-Vlan-interface192] ip address 192.168.1.1 24 

[S9500A-Vlan-interface192] quit 

[S9500A] ospf 1 

[S9500A-ospf-1] graceful-restart 180 

[S9500A-ospf-1] area 0 

[S9500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 配置交换机 S9500 B。 

<S9500B> system-view 

[S9500B] vlan 192 

[S9500B-vlan192]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S9500B-vlan192] interface vlan 192 

[S9500B-Vlan-interface192] ip address 192.168.1.2 24 

[S9500B-Vlan-interface192] quit 

[S9500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3/1/2 

[S9500B-GigabitEthernet3/1/2] port access vlan 192 

[S9500B-GigabitEthernet3/1/2] quit 

[S9500B] ospf 1 

[S9500B-ospf-1] graceful-restart 180 

[S9500B-ospf-1] area 0 

[S9500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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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交换机 S9500 C 

<S9500C> system-view 

[S9500C] vlan 192 

[S9500C-vlan192]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S9500C-vlan192] interface vlan 192 

[S9500C-Vlan-interface192] ip address 192.168.1.3 24 

[S9500C-Vlan-interface192] quit 

[S9500C] ospf 1 

[S9500C-ospf-1] graceful-restart 180 

[S9500C-ospf-1] area 0 

[S9500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1.6  OSPF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故障之一：如果按前述步骤配置了 OSPF，但路由器 OSPF 却不能正常运行。 

故障排除：可按如下步骤进行检查。 

局部故障排除：首先检查两台直接相连的路由器之间协议运行是否正常，正常的标

志是两台路由器之间 peer 状态机达到 FULL 状态。（注：在广播和 NBMA 网络上，

两台接口状态是 DROther 的路由器之间 peer 状态机并不达到 FULL 状态，而是 2 
way 状态。DR，BDR 与其它所有路由器之间达到 FULL 状态） 

 使用 display ospf peer 命令查看邻居。 

 查看接口上 OSPF 信息可用 display ospf interface 命令。 

 检查物理连接及下层协议是否正常运行。可通过 Ping 命令测试，若从本地路

由器 ping 对端路由器不通，则表明物理连接和下层协议有问题。 

 如果物理连接和下层协议正常，则检查在接口上配置的 OSPF 参数，必须保证

与和该接口相邻的路由器的参数一致。区域（Area）号必须相同；网段与掩码

也必须一致（点到点与虚连接的网段与掩码可以不同）。 

 检查在同一接口上 Dead Timer 值应至少为 Hello Timer 值的 4 倍。 

 若网络的类型为 NBMA，则必须手工指定 Peer。使用 peer ip-address 命令。 

 若网络类型为广播网或 NBMA，至少有一个接口的 Priority 应大于零。 

 如果一个 Area 配置成 Stub 区域，则在与这个区域相连的所有路由器中都应将

该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 

 相邻的两台路由器接口类型必须一致。 

 若配置了两个以上的区域，则至少有一个区域应配成骨干区域（即 Area 号为

0）。 

 应保证骨干区域与所有的区域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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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连接不能穿越 Stub 区域。 

全局故障排除：如果上述步骤无误，但 OSPF 仍不能发现远端路由，则检查如下配

置。 

 若一台路由器配置了两个以上的区域，则至少有一个区域应配成骨干区域。 

如下图所示：RTA和RTD上只配置了一个区域，RTB（Area0，Area1）和RTC（Area1，
Area2）分别配置了两个区域，其中 RTB 中有一个区域为 0，符合要求，但 RTC 中

的两个区域都不为 0，则必须在 RTC 与 RTB 之间配置一条虚连接。保证 Area 2 与

Area 0（骨干区域）相连接。 

area 0 area  1 area  2

A B C D

 
图1-14 OSPF 区域示意图 

 虚连接不能穿越 Stub 区域，骨干区域（Area 0）也不能配置成 Stub 区域。即

如果 RTB 与 RTC 之间配置了一条虚连接，则 Area 1 不能配置成 Stub Area，

Area 0 也不能配置成 Stub area，上图中只有 Area 2 可以配置成 Stub 区域。 

 在 Stub 区域内的路由器不能接收外部路由。 

 骨干区域必须保证各个节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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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集成化 IS-IS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集成化 IS-IS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集成化IS-IS简介

了解集成化 IS-IS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集成化IS-IS配置

显示配置后集成化 IS-IS 的运行情况 集成化IS-IS显示和调试

了解集成化 IS-IS 典型配置 集成化IS-IS典型配置案例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集成化 IS-IS 简介 

中 间 系 统 到 中 间 系 统 的 域 内 路 由 信 息 交 换 协 议 IS-IS （ Intermediate 
System-to-Intermediate System intra-domain rout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tocol）最初是 ISO（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

准化组织）为它的无连接网络协议 CLNP（Connection-Less Network Protocol）设

计的一种动态路由协议，为了提供对 IP 的路由支持，IETF 在 RFC1195 中对 IS-IS
进行了扩充和修改，使它能够同时应用在 TCP/IP 和 OSI 环境中，称为集成化 IS-IS
（Integrated IS-IS 或 Dual IS-IS）。 

IS-IS 是一种链路状态协议，使用最短路径优先 SPF（Shortest Path First）算法，

与 OSPF 协议有很多相似之处。IS-IS 属于内部网关协议 IGP（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用于自治系统内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ISIS 第 1 章  集成化 IS-IS 配置

 

1-2 

1.1.1  IS-IS 路由协议的一些概念 

1. IS-IS 路由协议的一些术语 

 IS（Intermediate System），中间系统。相当于 TCP/IP 中的路由器，是 IS-IS

协议中生成路由和传播路由信息的基本单元。在下文中 IS 和路由器具有相同

的含义。 

 ES（End System），终端系统。相当于 TCP/IP 中的主机系统。ES 不参与 IS-IS

路由协议的处理，ISO有专门的ES-IS协议定义终端系统与中间系统间的通信。 

 RD（Routing Domain），路由域。在一个路由域中一群 IS 通过相同的路由协

议来交换路由信息。 

 Area，区域，路由域的划分单元。 

 LSDB（Link State DataBase），链路状态数据库。所有的网络内连接状态组

成了链路状态数据库，在每一个 IS 中都至少有一个 LSDB。IS 使用 SPF 算法，

利用 LSDB 来生成自己的路由。 

 LSPDU（Link State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状态协议数据单元。在 IS-IS

中，每一个 IS 都会生成一个 LSP，此 LSP 包含了本 IS 的所有链路状态信息。

每个 IS 收集本区域内所有的 LSP 生成自己的 LSDB。 

 NPDU（Network Protocol Data Unit），网络协议数据单元。是 ISO 中的网络

层协议报文，相当于 TCP/IP 中的 IP 报文。 

 DIS（Designated IS），广播网上的指定中间系统。 

 NSAP（Network Service Access Point），网络服务接入点，即 ISO 中网络

层的地址。用来标识一个抽象的网络层访问服务点，描述 ISO 模型的网络地址

结构。 

2. IS-IS 路由协议适用的链路类型 

IS-IS 可以运行在点到点链路（Point to Point Links），如 PPP、HDLC 等，也可以

运行在广播链路（Broadcast Links），如 Ethernet、Token-Ring 等，对于 NBMA
（Non-Broadcast Multi-Access）网络，如 ATM，需对其配置子接口，并将子接口

类型配置为 P2P 或广播网络。IS-IS 不能在点到多点链路（Point to MultiPoint Links）
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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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S-IS 路由协议的两级结构 

1. 两级结构 

为了支持大规模的路由网络，IS-IS 在路由域内采用两级的分层结构。一个大的路由

域被分成一个或多个区域（Areas）。区域内的路由通过 Level-1 路由器管理，区域

间的路由通过 Level-2 路由器管理。 

2. Level-1 与 Level-2 

 Level-1 路由器 

Level-1 路由器负责区域内的路由，它与同一区域的 Level-1 路由器或 Level-1-2 路

由器形成邻居关系，维护一个 Level-1 的 LSDB，该 LSDB 包含本区域的路由信息，

到区域外的报文转发给最近的 Level-1-2 路由器。 

 Level-2 路由器 

Level-2 路由器负责区域间的路由，可以与其它区域的 Level-2 路由器或 Level-1-2
路由器形成邻居关系，维护一个 Level-2 的 LSDB，该 LSDB 包含区域间的路由信

息。所有 Level-2 路由器组成路由域的骨干网，负责在不同区域间通信，路由域中

的 Level-2 路由器必须是连续的，以保证骨干网的连续性。 

 Level-1-2 路由器 

同时属于 Level-1 和 Level-2 的路由器称为 Level-1-2 路由器，每个区域至少有一个

Level-1-2 路由器，以将区域连在骨干网上。它维护两个 LSDB，Level-1 的 LSDB
用于区域内路由，Level-2 的 LSDB 用于区域间路由。 

下图所示为一个运行 IS-IS 协议的网络，包含路由域 Routing Domain 1 和 Routing 
Domain 2。Routing Domain 1 包含两个区域：Area 1 和 Area 2，Routing Domain 2
仅包含一个区域：Area 3。在 Routing Domain 1 中，用粗黑线条相连的 3 个 IS 构

成了该路由域的骨干，这 3 个 IS 均是 Level-2 路由器，另外 4 个没有直接用粗黑线

条相连的 IS 是 Level-1-2 路由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ISIS 第 1 章  集成化 IS-IS 配置

 

1-4 

ES

Routing Domain Boundary

IS-IS Area

End system

Subnetwork Path

Level 1 IS-IS Routing

Interdomain Routing

Intermediate system

Level 2 IS-IS Routing

ES

IS

Area 1 Area 2

Routing Domain 1

Routing Domain 2

ES

ES

IS

IS

IS IS IS

IS

ES

ES
ES

IS
Area 3

IS

ES

ES

IS

 
图1-1 IS-IS 拓扑结构图 

1.1.3  IS-IS 路由协议的地址结构 

1. 地址结构 

IDI High Order D SPAFI System  ID SEL (1 octet)

IDP

Area Address

DSP

 
图1-2 IS-IS 协议的地址结构示意图 

ISO 采用如上图所示的地址结构，即 NSAP，它由初始域部分（IDP，Initial Domain 
Part）和域特定部分（DSP，Domain Specific Part）组成。IDP 部分是 ISO 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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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了可分配地址其余部分的责任者和地址使用的格式，DSP 部分由 IDP 中指定的

责任者进行分配。IDP 和 DSP 的长度都是可变的，总长最多是 20 个字节。 

 区域地址 

IDP 由地址格式标识符（AFI，Authority and Format Identifier）与初始域标识符（IDI，
Initial Domain Identifier）组成，AFI 定义了 IDI 的格式。DSP 由多个字节构成。IDP
和 DSP 的 HO-DSP 一起，既能够标识路由域，也能够标识路由域中的区域，因此，

〔IDP，HO-DSP〕也被一起称为区域地址（Area Address）。 

一般情况下，一台路由器只需要配置一个区域地址，且同一区域中所有节点的区域

地址都相同。为支持区域的平滑合并、分割、转换，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

持最多配置 3 个区域地址。 

 System ID 

System ID 用来在路由域内唯一标识终端系统或路由器，它的长度是可选的，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System ID 的长度为 48bit（6 字节）。一般使用 Router_ID
与 System ID 进行对应。 

假设一台路由器使用接口 LoopBack0 的 IP 地址 168.10.1.1 作为 Router_ID，则它

在 IS-IS 使用的 System ID 可通过如下方法转换得到： 

将 IP 地址 168.10.1.1 的每一部分都扩展为 3 位，不足 3 位的在前面补 0； 

将扩展后的地址 168.010.001.001 分为 3 部分，每部分由 4 位数字组成； 

重新组合的 1680.1000.1001 就是 System ID。 

实际 System ID 的指定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要保证能够唯一标识终端系统或路由

器。 

 SEL 

SEL（NSAP Selector，有时也写成 N-SEL）的作用类似 IP 中的“协议标识符”，

不同的传输协议对应不同的 SEL。在 ISIS 协议中 SEL 为 00。 

由于这种地址结构明确地定义了区域，Level-1 路由器很容易识别出发往它所在的区

域之外的报文，这些报文是需要转交给 Level-2 路由器的。 

Level-1 路由器利用 System ID 进行区域内的路由，如果发现报文的目的地址不属于

自己所在的区域，就将报文转发给最近的 Level-1-2 路由器。 

Level-2 路由器根据区域地址（IDP＋HO-DSP）进行区域间的路由。 

2. 网络实体名称 NET 

网络实体名称 NET（Network Entity Title）指示的是 IS 本身的网络层信息，不包括

传输层信息（SEL＝0），可以看作是一类特殊的 NSAP。 

通常情况下，一台路由器配置一个 NET 即可，当区域需要重新划分时，例如将多个

区域合并，或者将一个区域划分为多个区域，这种情况下配置多个 NET 可以在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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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时仍然能够保证路由的正确性。由于区域地址最多可配置 3 个，所以 NET 最多

也只能配 3 个。 

例如，有 NET 名为：47.0001.aaaa.bbbb.cccc.00，其中： 

Area=47.0001，System ID=aaaa.bbbb.cccc，SEL=00。 

又例如，有 NET 名为：01.1111.2222.4444.00，其中： 

Area=01，System ID=1111.2222.4444，SEL=00。 

1.1.4  IS-IS 路由协议使用的报文 

IS-IS 报文直接封装在数据链路帧中，主要分 3 类：Hello 报文，LSP 和 SNP。 

1. Hello 报文 

Hello 报文用于建立和维持邻居关系，也称为 IIH（IS-to-IS Hello PDUs），其中，

广播局域网中的 Level-1 路由器使用 Level-1 LAN IIH；广播局域网中的 Level-2 路

由器使用 Level-2 LAN IIH；非广播网络中则使用 Point-to-Point IIH。 

2. LSP 

LSP（Link State Packet），链路状态报文。用来交换链路状态信息。LSP 分为两

种：Level-1 LSP 和 Level-2 LSP。Level-2 LSP 由 Level-2 路由器传送，Level-1 LSP
由 Level-1 路由器传送，Level-1-2 路由器则可传送以上两种 LSP。 

3. SNP 

SNP（Sequence Number Packet），时序报文，用于确认邻居之间最新接收的 LSP，
作用类似于确认（Acknowledge）报文，但更有效。SNP 包括 CSNP（Complete SNP，
全时序报文）和 PSNP（Partial SNP，部分时序报文），进一步又分为 Level-1 CSNP、
Level-2 CSNP、Level-1 PSNP 和 Level-2 PSNP。 

PSNP只列举最近收到的一个或多个LSP的序号，它能够一次对多个LSP进行确认，

当发现 LSDB 不同步时，也用 PSNP 来请求邻居发送新的 LSP。 

CSNP 包括 LSDB 中所有 LSP 的摘要信息，从而可以在相邻路由器间保持 LSDB 的

同步。在广播网络上，CSNP 由 DIS 定期发送（缺省的发送周期为 10 秒）；在点

到点的链路上，CSNP 只在第一次建立邻接关系时发送。 

1.2  集成化 IS-IS 配置 

使能 IS-IS 是必需的，其它配置则是可选的。 

集成化 IS-IS 配置可大体分为以下几部分： 

(1) IS-IS 的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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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IS-IS 

 配置网络实体名称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IS-IS 

 配置选举DIS的优先级 

 配置路由器的类型 

 配置接口线路类型 

(2) IS-IS 的路由相关配置 

 配置IS-IS引入外部路由 

 配置IS-IS路由过滤 

 配置IS-IS路由渗透 

 配置IS-IS路由聚合 

 配置生成缺省路由 

(3) IS-IS 协议本身的一些配置 

 配置IS-IS协议的优先级 

 配置IS-IS路由权值的类型 

 设置IS-IS链路状态路由权 

 配置IS-IS协议的定时器 

 设置LSP刷新周期 

 设置LSP有效时间 

 配置SPF相关参数 

(4) IS-IS 组网相关配置 

 配置IS-IS的认证 

 设置接口的Mesh Group 

 设置过载标志位 

 设置丢弃检验出校验和错误的LSP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设置是否允许接口发送IS-IS报文 

 ISIS协议的GR配置 

(5) 一些操作命令 

 清除所有IS-IS数据结构 

 清除IS-IS特定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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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使能 IS-IS 

创建一个 ISIS 路由进程，并在可能和其他路由器存在关联关系的接口上激活这个路

由进程，才可以启动运行 ISIS 协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1 使能 IS-IS 

操作 命令 

使能 IS-IS 路由进程，进入 IS-IS 视图 isis [ tag ] 

 

参数 tag 是 IS-IS 进程的标识，在目前的版本中仅允许运行一个 IS-IS 进程。 

缺省情况下，不使能 IS-IS 路由进程。 

1.2.2  配置网络实体名称 

网络实体名称 NET（Network Entity Title）同时定义了当前 IS-IS 的区域地址和路由

器的系统 ID。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网络实体名称。 

操作 命令 

设置网络实体名称 network-entity net 

删除网络实体名称 undo network-entity net 

 

参数 net 的格式为 X…X.XXXXXXXXXXXX.XX，其中前面的“X…X”指区域地址，

中间的 12 个“X”用于标识路由器的 System ID。最后的“XX”必须是 00。 

1.2.3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IS-IS 

在使能 IS-IS 后，还需要指定 IS-IS 在哪些接口上运行。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IS-IS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接口上使能 IS-IS isis enable [ tag ] 

在指定接口上关闭 IS-IS undo isis enable [ t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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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配置选举 DIS 的优先级 

在广播网络中，IS-IS 需要在所有的路由器中选举一个路由器作为 DIS。 

当需要在广播网络上的 IS-IS 邻居中挑选 DIS 时，应该分别挑选 level-1 和 level-2 
DIS。优先级数值越高，被挑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广播网络上优先级最高的路由器

有两台或更多，则其中 MAC 地址最大的路由器会被选中。当其相邻的路由器的优

先级都是 0 时，则仍然会是其中 MAC 地址最大的路由器会被选中。 

Level-1 和 Level-2 的 DIS 是分别选举的，用户可以为不同级别的 DIS 选举设置不同

的优先级。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选举 DIS 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设置用来选举 DIS 的优先级 isis dis-priority value [ level-1 | level-2 ] 

恢复用来选举 DIS 的优先级缺省值 undo isis dis-priority [ level-1 | level-2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优先级为 64。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

为 Level-1、Level-2 都设置。 

1.2.5  配置路由器的类型 

依据路由器所处的位置不同，可以分为 Level-1（区域内路由器），Level-2（区域

间路由器）和 Level-1-2（既是区域内路由器又是区域间路由器）。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路由器的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的类型 is-level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恢复路由器类型的缺省设置 undo is-level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的类型为 level-1-2。 

1.2.6  配置接口线路类型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接口线路类型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的线路类型 isis circuit-level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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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恢复接口的线路类型缺省值 undo isis circuit-level 

 

  说明： 

只有当接口所在的路由器是 Level-1-2 类型时，改变接口线路类型才有意义，否则将

由路由器的类型决定所能建立的邻接关系层次。 

 

设置接口的线路类型可以限制接口所能建立的邻接关系，如 level-1 的接口只能建立

Level-1 的邻接关系，level-2 的接口只能建立 Level-2 的邻接关系。对于 Level-1-2
的路由器，将某些接口配置为 Level-2，可以防止将 Level-1 的 Hello 报文发送到

Level-2 骨干上，从而节省带宽。需要注意的是，在点到点链路上，Level-1、Level-2
使用相同的 Hello 报文，这种设置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线路类型为 level-1-2。 

1.2.7  配置 IS-IS 引入外部路由 

对 IS-IS 而言，其它的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被当作路由域外部的路由处理。在引入

其它协议路由时，可指定引入路由的缺省开销。 

在 IS-IS 引入路由时，可以指定将路由引入到 Level-1 级、Level-2 级以及 Level-1-2
级。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 IS-IS 引入外部路由 

操作 命令 

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import-route protocol [ cost value | type { external | internal } 
|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引入其它协议路由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 cost value | type { external | 
internal } |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如果命令中不指定引入的级别，则默认为引入路由到 Level-2 路由表中。 

protocol 指定可引入的源路由协议，目前可为 Direct、Static、Rip、Bgp、Ospf 
OSPF-ASE、OSPF-NSSA、NAT 等。 

缺省情况下，IS-IS 不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信息。当引入的源路由协议为 bgp 时，

可以携带 allow-ibgp 参数来实现对 IBGP 路由的引入。 

有关引入路由信息更详细的描述请参见“路由策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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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配置 IS-IS 路由过滤 

IS-IS 协议可以对接收和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过滤的标准基于访问控制列表

（acl-number）。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1. 配置 IS-IS 对接收路由信息的过滤 

表1-8 配置 IS-IS 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缺省情况下，IS-IS 不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2.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表1-9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不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缺省情况下，IS-IS 不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虑。 

protocol 指定发布路由信息的协议，目前可包括：direct、static、rip、bgp、ospf、
ospf-ase、ospf-nssa。 

  说明： 

 filter-policy import 命令只对从邻居收到 ISIS 路由进行过滤，没有通过过滤的

路由将不被加入路由表。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只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起作用。如果

仅配置了 filter-policy export，而没有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引入其它非 IS-IS
路由，filter-policy export 不起作用。 

 如果在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中没有指定对哪种路由协议的路由过滤，则对本

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所有路由有效。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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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配置 IS-IS 路由渗透 

通过 IS-IS 路由渗透功能，Level-1-2 路由器可以将它所知道的 Level-2 区域路由信

息发布给 Level-1 路由器。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 IS-IS 路由渗透 

操作 命令 

使能 IS-IS 路由渗透 import-route isis level-2 into level-1 [ acl acl-number ] 

禁止 IS-IS 路由渗透 undo import-route isis level-2 into level-1 

 

缺省情况下，Level-2 路由器的路由信息不发布到 Level-1 区域中。 

1.2.10  配置 IS-IS 路由聚合 

用户可以将有相同 IP 地址前缀的路由设置成一条聚合路由。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11 配置 IS-IS 路由聚合 

操作 命令 

设置聚合路由 summary ip-address ip-mask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删除聚合路由 undo summary ip-address ip-mask [ level-1 | level-1-2 | level-2 ]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进行路由聚合。 

1.2.11  配置生成缺省路由 

IS-IS 路由域中，Level-1 路由器只有本区域内的 LSDB，只生成本区域内的路由；

Level-2路由器有 IS-IS路由域内骨干的LSDB，只生成骨干的路由。区域内的Level-1
路由器如果要将报文转发到其它区域中，需要将报文先转发到本区域中离它最近的

一个 Level-1-2 路由器上，这条路由就是 Level-1 的缺省路由。Level-1 的缺省路由

不需要配置，Level-2 的缺省路由需要手工配置。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12 配置生成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设置生成缺省路由 default-route-advertis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设置不生成缺省路由 undo default-route-advertis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ISIS 第 1 章  集成化 IS-IS 配置

 

1-13 

由该命令产生的缺省路由只被引入到同级别的路由器上。 

1.2.12  配置 IS-IS 协议的优先级 

在一台同时运行多种路由协议的路由器上，各个路由协议之间存在路由信息共享和

选择的问题。系统为每一种路由协议设置一个优先级，当不同协议都发现了到同一

目的地的路由时，优先级高的协议将起决定作用。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 IS-IS 协议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 IS-IS 协议的优先级 preference value 

恢复 IS-IS 协议优先级的缺省值 undo 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IS-IS 路由的优先级为 15。 

1.2.13  配置 IS-IS 路由权值的类型 

IS-IS 路由协议对于链路路由权值的表示方式有两种： 

 采用 Narrow 方式，路由权值的取值范围为 1～63。 

 采用Wide方式，路由权值的取值范围是 1～224-1，即 1～16777215。 

可以选择支持其中一种方式，也可以同时支持这两种方式。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 IS-IS 报文中路由权值的表示方式 

操作 命令 

设置路由权值的表示方式 cost-style { narrow | wide | wide-compatible | { compatible 
| narrow-compatible } [ relax-spf-limit ] } 

恢复缺省设置 undo cost-style 

 

缺省情况下，IS-IS 只收发采用 Narrow 方式表示路由权值的报文。 

1.2.14  设置 IS-IS 链路状态路由权 

用户可以配置接口的开销，也就是缺省路由权。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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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 设置 IS-IS 链路状态路由权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的路由权 isis cost default-metric [ level-1 | level-2 ] 

恢复接口的路由权缺省值 undo isis cost [ level-1 | level-2 ] 

 

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为设置的是 Level-1 的路由权。 

参数 default-metric 需依据接口所在的链路状态进行配置。 

缺省情况下，IS-IS 在接口上的路由权值为 10。 

1.2.15  配置 IS-IS 协议的定时器 

1. 设置 Hello 报文广播间隔 

IS-IS 周期性从接口上发送 Hello 报文，路由器通过对 Hello 报文的收发来维护相邻

关系。Hello 报文的发送间隔可以通过配置更改。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设置 Hello 报文广播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上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时间单位为

秒 isis timer hello seconds [ level-1 | level-2 ]

恢复接口上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缺省值 undo isis timer hello [ level-1 | level-2 ] 

 

通常，在广播链路上存在 Level-1 和 Level-2 两种 Hello 报文，针对不同的报文，广

播间隔应分别设置不同的值。但有两种例外情况，其一是如果链路中不存在分层的

情况，则命令中可以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 的参数（缺省赋值），系统将所有报

文默认设置为 Level-1 的 Hello 报文广播间隔。其二则是如果在点到点链路上，Hello
报文没有 Level-1 和 Level-2 之分，这时也无需设定报文属性了。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 Hello 报文的发送间隔时间为 10 秒。 

指定以 Fast Hello 方式（即指定发送 hello 报文的间隔为最小值 1 秒），发送对应层

次 Hello 报文，如果相关操作命令中不指定发送个数，则默认为每秒发送 3 个 Hello
报文。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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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 指定以 Fast Hello 方式发送对应层次 Hello 报文 

操作 命令 

设置以 Fast Hello 方式发送对应层次 Hello 报

文 isis timer hello minimal [ level-1 | level-2 ]

恢复以 Fast Hello 方式发送对应层次 Hello 报

文缺省值 
undo isis timer hello minimal [ level-1 | 
level-2 ] 

 

如果不指定参数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设置为 Level-1、Level-2 的 Hello 报文

发送间隔，即对 Level-1 和 Level-2 同时起作用。 

2. 设置 CSNP 报文广播间隔 

CSNP 报文是指派的中间系统 DIS（Designated IS）在广播型网络上同步链路状态

数据库 LSDB 所发送的报文。在广播网络上，CSNP 报文周期性地广播，用户可以

设置它的广播间隔。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设置 CSNP 报文广播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上 CSNP 报文发送间隔 isis timer csnp seconds [ level-1 | level-2 ]

恢复接口上 CSNP 报文发送间隔缺省值 undo isis timer csnp [ level-1 | level-2 ] 

 

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为设置 Level-1 的 CSNP 报文广播间

隔。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 CSNP 报文发送的间隔时间为 10 秒。 

3. 设置产生 LSP 时间间隔 

在 IS-IS 协议中，当有事件发生时，需要重新产生相关的 LSP，如果频繁地产生 LSP，
将占用大量的资源，影响路由器的效率。而采用指数递减方法产生 LSP 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效率，产生 LSP 的时间间隔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设置产生 LSP 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产生 LSP 时间间隔 timer lsp-generation x y z [ level-1 | level-2 ] 

恢复产生 LSP 时间间隔的默认值 undo timer lsp-generation x y z [ level-1 | level-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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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 LSP 报文发送间隔 

链路状态报文 LSP 用来在区域内传播链路状态记录。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设置 LSP 报文发送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上 LSP 报文的发送间隔 isis timer lsp time 

恢复接口上 LSP 报文发送间隔的缺省值 undo isis timer lsp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 LSP 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33 毫秒。 

5. 设置接口的 LSP 重传间隔 

在点到点的链路中，本端发送的 LSP 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应答，则认为原先发

送的 LSP 丢失或被丢弃，为保证发送的可靠性，本端路由器会将原先的 LSP 重新

发送一次。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设置接口的 LSP 重传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 LSP 在点到点链路上的重传间隔 isis timer retransmit seconds 

恢复 LSP 在点到点链路上重传间隔的缺省值 undo isis timer retransmi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 LSP 报文在点到点链路上的重传间隔时间为 5 秒。 

6. 配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失效数目 

IS-IS 协议通过 Hello 报文的收发来维护与相邻路由器的邻居关系，当本端路由器在

一段时间间隔内收不到对端发送的 Hello 报文时，将认为邻居路由器已经失效，这

段等待时间就是 IS-IS 的 Holddown 时间（保持时间）。 

在 IS-IS 中，Holddown 时间是通过设置 Hello 报文失效数目来调整的，即，连续没

有收到指定数目的 Hello 报文后，认为邻居失效。 

表1-22 设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失效数目 

操作 命令 

设置 Hello 报文失效数目 isis timer holding-multiplier value [ level-1 | level-2 ] 

恢复缺省设置 undo isis timer holding-multiplier [ level-1 | level-2 ] 

 

缺省情况下，Hello 报文失效数目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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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认为是设置 Level-1 和 Level-2 的 Hello 报

文失效数目。 

1.2.16  设置 LSP 刷新周期 

为了保证整个区域中的 LSP 能够保持同步，路由器周期性发送当前全部 LSP。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23 设置 LSP 刷新周期 

操作 命令 

设置 LSP 刷新周期 timer lsp-refresh seconds 

恢复 LSP 刷新周期缺省值 undo timer lsp-refresh 

 

缺省情况下，LSP 刷新周期为 900 秒，即 15 分钟。 

1.2.17  设置 LSP 有效时间 

路由器生成系统 LSP 时，会在 LSP 中填写此 LSP 的最大有效时间。当此 LSP 被其

它路由器接收后，它的有效时间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减小，如果路由器一直没有

收到更新的 LSP，而此 LSP 的有效时间已减少到 0，那么此 LSP 将被从 LSDB 中

删除。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设置 LSP 有效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 LSP 有效时间 timer lsp-max-age seconds 

恢复 LSP 有效时间缺省值 undo timer lsp-max-age 

 

缺省情况下，LSP 有效时间为 1200 秒，即 20 分钟。 

1.2.18  配置 SPF 相关参数 

1. 设置 SPF 计算间隔 

当 IS-IS 的链路状态数据库 LSDB 发生改变时，路由器需要重新计算最短路径，如

果每次改变都立刻计算最短路径，将占用大量资源，影响路由器的效率。设置 SPF
的计算间隔后，当 LSDB 改变时，如果 SPF 的计算间隔定时器未超时，则等待，直

到超时后才运行 SPF 算法。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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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5 设置 SPF 计算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 SPF 计算间隔 timer spf second [ level-1 | level-2 ] 

恢复 SPF 计算间隔的缺省值 undo timer spf [ level-1 | level-2 ] 

 

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为设置 Level-1 的 SPF 计算间隔。 

缺省情况下，SPF 计算间隔为 10 秒钟。 

2. 设置 SPF 分段计算 

当路由表中的路由数目很多时（超过 15 万条），IS-IS 的 SPF 计算可能会长时间占

用系统资源，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设置 SPF 的计算分段进行。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设置 SPF 分段计算 

操作 命令 

设置 SPF 分段计算 spf-slice-size seconds 

恢复缺省设置 undo spf-slice-size 

 

缺省情况下，SPF 的计算不分段，一次运行至结束，参数 seconds 取值为 0 也可以

达到这种效果。 

设置分段计算后，一次运行未处理完的路由，等待 1 秒后继续计算。 

通常情况下，建议不要改变缺省设置。当路由数目超过 15 万至 20 万条时，推荐的

seconds 取值为 1，即每次 SPF 的计算持续时间为 1 秒。 

3. 设置 SPF 主动释放 CPU 

为防止 IS-IS 的 SPF 计算长时间占用系统资源，影响控制台的响应速度，可以设置

SPF 每处理一定数量的路由后，自动释放系统 CPU 资源，未处理完的路由等待 1
秒后继续计算。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7 设置 SPF 主动释放 CPU 

操作 命令 

设置 SPF 主动释放 CPU 的间隔 spf-delay-interval number 

恢复缺省设置 undo spf-delay-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S-IS 的 SPF 每处理 2500 条路由主动释放一次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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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配置 IS-IS 的认证 

1. 配置接口的认证 

接口上设置的认证密码用在 Hello 报文中，以确认邻居的有效性和正确性。配置时，

应保证同一网络所有接口的相同级别的认证密码一致。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8 设置接口的认证密码 

操作 命令 

设置认证密码 isis 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password 
[ { level-1 | level-2 } [ ip | osi ] ] 

删除认证密码 undo isis 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不设置认证密码，不做认证。如果命令中不指定 level-1 或

level-2，则默认为设置 Level-1、Level-2 的认证密码。 

2. 配置 IS-IS 区域或路由域的认证 

用户可以为 IS-IS 区域或者 IS-IS 路由域配置认证密码。 

如果需要区域验证，区域验证密码就会按照设定的方式封装到1层（Level-1）的LSP、
CSNP、PSNP 报文。如果同一区域内的其他路由器也启动了区域验证，那么这些

路由器的验证方式和密码必须和邻居的相符才能正常工作。同样，对于域验证的情

况，域验证密码也会按照设定的方式封装到 2 层（Level-2）的 LSP、CSNP、PSNP
报文。如果骨干层（Level-2）的其他路由器也需要域验证，验证方式和密码必须和

邻居的相符才行。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9 设置 IS-IS 认证密码 

操作 命令 

设置区域认证密码 area-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password [ ip | osi ] 

删除区域认证密码 undo area-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 ip | osi ] 

设置路由域认证密码 domain-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password [ ip | osi ]

删除路由域认证密码 undo domain-authentication-mode { simple | md5 } [ ip | osi ]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设置密码，也不做认证。 

3. 配置 IS-IS 采用与其他厂商兼容的 MD5 算法 

当交换机和除 H3C 外其他厂商的设备进行 IS-IS MD5 验证时，必须使用以下命令配

置 IS-IS 采用与其他厂商兼容的 MD5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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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0 配置 IS-IS 采用与其他厂商兼容的 MD5 算法 

操作 命令 

配置 IS-IS 采用与其他厂商兼容的 MD5 算法 md5-compatible 

配置 IS-IS 采用缺省的 MD5 算法 undo md5-compatible 

 

缺省情况下，采用与 H3C 兼容的 MD5 算法。 

  说明： 

当发现和对端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无法 MD5 对接成功时，可以尝试配置此命令，配置

或删除该命令后需执行 reset isis 命令的操作。 

 

1.2.20  设置接口的 Mesh Group 

在NBMA网络上，路由器的一个接口收到一个新的LSP，会将该LSP扩散（Flooding）
到路由器的其它接口，在一个连通程度比较高、有多条点到点链路的网络中，这种

处理方式会造成 LSP 的重复扩散，浪费带宽。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将一些接口组成 Mesh Group，一个组中的接口不

把从本组接口扩散来的LSP扩散到同组中的其它接口，而只扩散到其它组的接口上。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1 设置接口的 Mesh Group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加入 Mesh Group isis mesh-group { mesh-group-number | mesh-blocked }

将接口移出 Mesh Group undo isis mesh-group 

 

缺省情况下，接口正常进行 LSP 的扩散。当对接口设置了 mesh-blocked 参数后，

接口被阻塞，不再向其它接口扩散 LSP。 

至此，接口上的 IS-IS 配置任务就结束了，下面的配置任务主要是用来配置 IS-IS 其

它参数。 

1.2.21  设置过载标志位 

如果 IS-IS 域中的路由器在运行中发生问题，会导致整个区域路由的错误，为避免

这种问题的发生，我们可以为此路由器设置过载标志位。 

当限定了过载位后，该路由器不能成为网络中的穿越节点，也就是说该路由器不再

转发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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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32 设置过载标志位 

操作 命令 

设置过载标志位 set-overload 

清除过载标志位 undo set-overload 

 

缺省情况下，不设置过载标志位。 

1.2.22  设置丢弃检验出校验和错误的 LSP 

当本地 IS-IS 收到 LSP 报文时，要对收到的 LSP 进行校验和计算，并将计算出来的

校验和跟 LSP 报文中的校验和进行比较，即对收到的 LSP 进行校验和检验。在缺

省情况下，即使发现报文中的校验和与计算出来的校验和不一致，也不会将此 LSP
丢弃。通过命令 ignore-lsp-checksum-error 可将 IS-IS 设置为如果检验出 LSP 的

校验和错误，则将此报文做丢弃处理。校验和不一致会 Flooding 删除该 LSP，消耗

链路带宽。为消除该影响，可以配置该命令不泛洪（Flooding）。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3 设置丢弃检验出校验和错误的 LSP 

操作 命令 

当 LSP 校验和检验错误时丢弃该 LSP ignore-lsp-checksum-error 

忽略 LSP 的校验和检验错误 undo ignore-lsp-checksum-error 

 

缺省情况下，忽略 LSP 的校验和检验错误。 

1.2.23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当打开邻接状态输出开关后，IS-IS 邻接状态的变化会输出到配置终端上，直至邻接

状态输出开关被关闭。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34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操作 命令 

打开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log-peer-change 

关闭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undo log-peer-change 

 

缺省情况下，关闭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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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设置是否允许接口发送 IS-IS 报文 

为使 IS-IS 路由信息不被某一网络中的路由器获得，可通过配置 silent-interface 命

令，使得在包含某一网段的 VLAN 接口上只接收 IS-IS 报文，而不发送 IS-IS 报文。 

请在 IS-I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5 禁止/允许接口发送报文 

操作 命令 

禁止接口发送 IS-IS 报文 silent-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允许接口收发 IS-IS 报文 undo silent-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允许接口收发 IS-IS 报文。 

silent-interface 只是抑制 IS-IS 报文不在接口上发送，但接口路由仍然会从其它的

接口发送。在交换机中，该命令可以禁止/允许指定的 VLAN 接口发送 IS-IS 报文。 

1.2.25  ISIS 协议的 GR 配置 

当一台 IS-IS 路由器重启时会引起网络暂时的中断，这是因为该路由器与其它邻居

的邻接关系被拆除，LSP 报文被扩散。IS-IS 的 GR 特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该特性

使重启路由器将其重启状态通知给邻居，允许邻居重新建立邻接关系而不终止连接。

IS-IS 的 GR 特性有以下几个优点： 

 在重启路由器和第一次启动的路由器上应用 GR 特性，重启路由器可重新向邻

居发送连接请求，而不会终止邻接关系。 

 GR 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生成 LSP 报文前因等待数据库同步而导致的对网络干

扰。 

 对于第一次启动的路由器，在 LSP 报文中设置过载标记位直到数据库同步，

可以保证网络不产生路由环路。 

表1-36 IS-IS 协议的 GR 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 IS-IS 路由进程，进入

IS-IS 视图 
isis [ process id ] 

必选 

缺省情况下，不使能 IS-IS 路由进

程。 

使能 ISIS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必选 

缺省情况下，ISIS GR 能力被禁止。

配置重启间隔（Restart）时间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timer 

可选 

缺省情况下，Restart时间为3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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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重启时抑制 SA graceful-restart 
suppress-sa 

必选 

缺省情况下，不对 SA 位进行抑制。

查看 IS-IS Graceful Restart
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sis 
graceful-restart 
status [ l1 | l2 | level-1 | 
level-2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执行 

 

  说明： 

 重启间隔时间用来指定路由器的重启时间。重启间隔时间在 IS-IS 的 Hello PDU
中设置为保持时间，这样在该路由器重启的时间内邻居不会断掉与其的邻接关

系。 
 重启路由器在 Hello PDU 中设置抑制发布 SA（Suppress-Advertisement）位，

请求邻居在其设置的时间段内抑制发布邻接关系。直到该路由器的数据库完成同

步，SA 位被删除。如果管理员不想重启路由器在 Hello PDU 中设置 SA 位，可

通过 graceful-restart suppress-sa 命令禁止该功能。使能该特性，可有效避免

GR 重启过程中，因发送/接收 LSP 引起的黑洞效应。 

 

1.2.26  清除所有 IS-IS 数据结构 

需要立即刷新某些 LSP 时，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7 清除所有 IS-IS 的数据结构 

操作 命令 

清除 IS-IS 的数据结构 reset isis all 

 

缺省情况下，不清除 IS-IS 的数据结构。 

1.2.27  清除 IS-IS 特定邻居 

需要重新建立与某个特定邻居的连接时，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8 清除 IS-IS 的特定邻居 

操作 命令 

清除 IS-IS 的特定邻居 reset isis peer system-id 

 

缺省情况下，不清除 IS-IS 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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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集成化 IS-IS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S-IS 的运行情

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IS-IS 进行调试。 

通过如下的操作，可以查看 IS-IS 的链路状态数据库，查看 IS-IS 各种报文发送接收

情况和 SPF 计算，从而确定 IS-IS 路由维护的情况。 

表1-39 集成化 IS-IS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 IS-IS Graceful Restart 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sis graceful-restart status [ l1 | l2 | 
level-1 | level-2 ] 

查看使能了 IS-IS 的接口信息 display isi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erbose ] 

查看 IS-IS 链路状态数据库 display isis lsdb [ [ l1 | l2 | level-1 | level-2 ] | 
[ [ LSPID | local ] | verbose ]* ]* 

查看 IS-IS 的 SPF 计算日志 display isis spf-log 

查看 IS-IS 路由信息 display isis route 

查看 IS-IS 邻居信息 display isis peer [ verbose ] 

查看 mesh group 信息 display isis mesh-group 

打开 IS-IS 的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isis { adjacency | all | 
authentication-error | checksum-error | 
circuit-information | configuration-error | 
datalink-receiving-packet | 
datalink-sending-packet | general-error | 
interface-information | memory-allocating | 
receiving-packet-content | restart-events | 
self-originate-update | sending-packet-content 
| snp-packet | spf-event | spf-summary | 
spf-timer | task-error | timer | update-packet } 

关闭 IS-IS 的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isis { adjacency | all | 
authentication-error | checksum-error | 
circuit-information | configuration-error | 
datalink-receiving-packet | 
datalink-sending-packet | general-error | 
interface-information | memory-allocating | 
receiving-packet-content | restart-events | 
self-originate-update | sending-packet-content 
| snp-packet | spf-event | spf-summary | 
spf-timer | task-error | timer | update-pac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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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成化 IS-IS 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在四台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D）上运行 IS-IS 路由协议，从而实现路由的互通。在网络设计中，Switch A、
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属于同一个区域。 

2. 组网图 

Switch A

100.20.0.2 /24

Vlan- interface 100

Swi tch D

Vlan-interface 102

Vlan-inter face 102

Vlan-inter face

Vlan- interface 101 Vlan- interfac

Vlan-interfac

Vlan-interfac

Vlan-in ter face 100 Vlan- interface 100

100.20.0 .1/24

100.10.0.1/24 100.10.0.2 /

200.10.

200.10.0.2

100.0.0.1 /24 200.0.0

100.30.0 .1/24
200.20.0.

 
图1-3 IS-IS 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 Switch A 的配置。 

[Switch A] isis 

[Switch A-isis] network-entity 86.0001.0000.0000.0005.00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10.0.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0] isis enable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Switch A-Vlan-interface101] ip address 100.0.0.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1] isis enable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2 

[Switch A-Vlan-interface102] ip address 100.20.0.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2] isis enable 

# Switch B 的配置。 

[Switch B] isis 

[Switch B-isis] network-entity 86.0001.0000.0000.0006.00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Switch B-Vlan-interface101] ip address 200.10.0.1 255.255.255.0 

[Switch B-Vlan-interface101] isis enable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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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Vlan-interface102] ip address 200.0.0.1 255.255.255.0 

[Switch B-Vlan-interface102] isis enable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B-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10.0.2 255.255.255.0 

 [Switch B-Vlan-interface100] isis enable 

# Switch C 的配置。 

[Switch C] isis 

[Switch C-isis] network-entity 86.0001.0000.0000.0007.00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Switch C-Vlan-interface101] ip address 200.10.0.2 255.255.255.0 

[Switch C-Vlan-interface101] isis enable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C-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200.20.0.1 255.255.255.0 

[Switch C-Vlan-interface100] isis enable 

# Switch D 的配置。 

[Switch D] isis 

[Switch D-isis] network-entity 86.0001.0000.0000.0008.00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2 

[Switch D-Vlan-interface102] ip address 100.20.0.2 255.255.255.0 

[Switch D-Vlan-interface102] isis enable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D-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30.0.1 255.255.255.0 

[Switch D-Vlan-interface100] isi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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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G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BG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BGP/MBGP简介

了解 BGP 及配置过程 BGP的配置

显示配置后 BGP 运行情况 BGP显示和调试

了解 BGP 的典型配置 BGP典型配置案例

检测和排除 BGP 的运行故障 BGP故障诊断与排除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BGP/MBGP 简介 

1.1.1  BGP 概述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是自治系统（AS，Autonomous System）间的

动态路由发现协议。早期发布的三个版本分别是 BGP-1（RFC1105）、BGP-2
（RFC1163）和 BGP-3（RFC1267），当前使用的版本是 BGP-4（RFC1771）。

BGP-4 适用于分布式结构，并支持无类域间路由 CIDR（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BGP-4 作为事实上的 Internet 外部路由协议标准，广泛应用于 ISP 之间。 

对 BGP 的特性描述如下： 

 BGP 是一种外部网关协议（EGP），不同于 OSPF、RIP 等内部网关协议（IGP），

其着眼点不在于发现和计算路由，而在于控制路由的传播和选择最佳路由。 

 BGP 路由通过携带 AS 路径信息彻底解决路由循环问题。 

 BGP 使用 TCP 作为其传输层协议，提高了协议的可靠性。 

 路由更新时，BGP 只发送更新的路由，大大减少了 BGP 传播路由所占用的带

宽，适于在 Internet 上传播大量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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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P-4 支持无类域间路由 CIDR。这是较 BGP-3 的一个重要改进。 

 出于管理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每个自治系统都希望能够对进出自治系统的路由

进行控制，BGP-4 提供了丰富的路由策略，能够对路由实现灵活的过滤和选择。 

 BGP-4 易于扩展，能够适应网络新的发展。 

  说明： 

 一个 AS 是一组使用相同路由管理策略的路由器组成的区域。在外部看来，一个

AS 是单一的实体，每个 AS 运行自己的一套 IGP 来提供其路由选择策略。 
 CIDR 以一种全新的方法看待 IP 地址，不再区分 A 类网、B 类网及 C 类网。例如，

一个非法的 C 类网络地址 192.213.0.0（255.255.0.0）采用 CIDR 表示法

192.213.0.0/16 就成为一个合法的超级网络，其中，/16 表示子网掩码由从地址

左端开始的 16 比特构成。 
 CIDR 的引入简化了路由聚合（Routes Aggregation），路由聚合实际上是合并

多条不同路由的过程，这样从通告几条路由变为通告一条路由，减小了路由表规

模。 

 

BGP 在路由器上以下列两种方式运行： 

 IBGP（Internal BGP） 

 EBGP（External BGP） 

当 BGP 运行于同一自治系统内部时，称为 IBGP；当 BGP 运行于不同自治系统之

间时，称为 EBGP。 

1.1.2  BGP 的消息类型 

BGP 的运行是通过消息驱动的，BGP 使用以下消息类型： 

 Type 1，OPEN：TCP 连接建立后发送的第一个消息，用于建立 BGP 对等体

间的连接关系 

 Type 2，UPDATE：BGP 系统中最重要的信息，用于在对等体之间交换路由

信息，它最多由三部分构成：不可达路由（Unreachable）、路径属性（Path 

Attributes）、网络可达性信息 NLRI（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 

 Type 3，NOTIFICATION：错误通告消息。 

 Type 4，KEEPALIVE：用于检测连接有效性的消息。 

 Type 5，ROUTE-REFRESH：用于通知对等体自己支持路由刷新能力。 

其中，前四种消息的定义可以在RFC1771中找到，而Type 5的消息则是在RFC2918
（Route Refresh Capability for BGP-4）中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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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BGP 的路由机制 

BGP 初次启动时，路由器发送整个 BGP 路由表与对等体交换路由信息，之后只交

换更新消息（Update Message）。运行过程中，通过接收和发送 keep alive 消息检

测相互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发送 BGP 消息的路由器称为 BGP 发言人（Speaker），它接收或产生新的路由信

息，并发布（Advertise）给其它 BGP 发言人。当 BGP 发言人收到来自其它自治系

统的新路由时，如果该路由比当前已知路由更优、或者当前还没有该路由，它就把

这条路由发布给自治系统内所有其它 BGP 发言人。 

相互交换消息的 BGP 发言人之间互称对等体（Peer），若干相关的对等体可以构

成对等体组（Group）。 

1. BGP 发布路由的策略 

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实现中，BGP 发布路由时采用如下策略： 

 有多条可选路径时，BGP 发言人只选择最优的使用； 

 BGP 发言人只把自己使用的路由通告给对等体； 

 BGP 发言人从 EBGP 获得的路由会向它所有 BGP 对等体通告（包括 EBGP

对等体和 IBGP 对等体）； 

 BGP 发言人从 IBGP 获得的路由不向它的 IBGP 对等体通告； 

 BGP 发言人从 IBGP 获得的路由通告给它的 EBGP 对等体（H3C S9500 系列

路由交换机中，BGP 与 IGP 不同步）； 

 连接一旦建立，BGP 发言者将把自己所有 BGP 路由通告给新对等体。 

2. BGP 选择路由的策略 

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实现中，BGP 选择路由时采取如下策略： 

 首先丢弃下一跳（Next hop）不可达的路由； 

 优选最高本地优先级（Local-preference）的路由； 

 优选本路由器始发的路由； 

 优选经过 AS（AS-Path）最少的路由； 

 优选起源类型（Origin）最低的路由； 

 优选 MED 值最低的路由； 

 优选从 EBGP 学来的路由； 

 优选 BGP ID 最低的路由器发布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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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MBGP 

1. MBGP 概述 

传统的 BGP-4 只能管理 IPv4 的路由信息，对于使用其它网络层协议（如 IPv6 等）

的应用，在跨自治系统传播时会受到一定限制。 

为支持多种网络层协议，IETF 扩展了 BGP-4，形成 MBGP。目前 MBGP 的标准是

RFC2858（Multiprotocol Extensions for BGP-4，BGP-4 的多协议扩展）。 

MBGP 向后兼容，即，支持 BGP 扩展的路由器与不支持 BGP 扩展的路由器可以互

通。 

2. MBGP 的扩展属性 

BGP-4 使用的报文中，与 IPv4 相关的三条信息都由 Update 报文携带，这三条信息

分别是：NLRI、路径属性中的 Next_Hop（下一跳的 IP 地址）、路径属性中的

Aggregator（该属性包含形成聚合路由的 BGP 发言者的 IP 地址）。 

为支持多种网络层协议，BGP-4 需要将网络层协议的信息反映到 NLRI 及

Next_Hop。为此，MBGP 中引入了两个新的路径属性： 

 MP_REACH_NLRI：Multiprotocol Reachable NLRI，多协议可达 NLRI。用于

发布可达路由及下一跳信息； 

 MP_UNREACH_NLRI：Multiprotocol Unreachable NLRI，多协议不可达

NLRI。用于撤销不可达路由； 

这两种属性都是可选非过渡（Optional Non-transitive）的，因此，不提供多协议能

力的 BGP 发言者将忽略这两个属性的信息，不把它们传递给其它邻居。 

3. 地址族 

BGP 采用地址族（Address Family）来区分不同的网络层协议，关于地址族的一些

取值可以参考 RFC1700（Assigned Numbers）。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实现

多种 MBGP 扩展应用，包括对组播的扩展、对 MPLS VPN 的扩展等，不同的扩展

应用在各自的地址族视图下配置。 

在 MBGP 地址族视图下配置的、与特定应用相关的命令不在本章进行介绍，具体的

内容可参考本手册的“组播协议”和“MPLS”。 

1.1.5  BGP 的对等体与对等体组 

1. 对等体与对等体组的定义 

在“1.1.3  BGP的路由机制”中介绍过：相互交换消息的BGP发言人之间互称对等

体（Peer），若干相关的对等体可以构成对等体组（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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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等体与对等体组配置的关系 

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BGP 对等体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属于某一个

对等体组。因此，配置 BGP 对等体时，首先需要创建对等体组，然后将对等体加入

对等体组。 

BGP 对等体组能够方便用户配置。当一个对等体加入对等体组中时，此对等体将获

得与所在对等体组相同的配置，这一特性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简化配置。另外，将对

等体加入对等体组中还可以提高路由发布效率。 

当对等体组的配置改变时，组内成员的配置也相应改变。对某些属性可以通过 IP 地

址指定只对某个组员进行配置，通过 IP 地址配置的属性优先级高于通过对等体组配

置的属性。需要注意：对等体组的成员与所在组的路由更新策略必须一致，但可以

使用不同的入口策略。 

1.2  BGP 的配置 

BGP 的配置可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 

(1) BGP 的基本配置 

 启动BGP 

 配置BGP对等体基本特性 

(2) BGP 对等体的配置 

 配置BGP对等体应用特性 

 配置BGP对等体的路由过滤 

(3) BGP 的路由相关配置 

 配置BGP通告的网络路由 

 配置BGP与IGP的交互（引入IGP路由） 

 配置允许BGP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默认路由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配置BGP路由聚合 

 配置BGP路由过滤 

 配置BGP路由衰减 

(4) BGP 协议本身的一些配置 

 配置BGP优先级 

 配置BGP定时器 

 配置本地优先级 

 配置自治系统的MED值 

(5) 与具体应用相关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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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来自不同AS邻居路径的MED值 

(6) BGP 组网相关配置 

 配置BGP路由反射器 

 配置BGP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配置BGP负载分担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7) 其它命令 

 复位BGP连接 

 进行BGP路由刷新 

1.2.1  启动 BGP 

启动 BGP 时应指定本地的自治系统号。启动 BGP 后，本地路由器监听相邻路由器

的 BGP 连接请求。要使本地路由器主动向相邻路由器发出 BGP 连接请求，请参照

peer 命令的配置。关闭 BGP 时，BGP 将切断所有已经建立的 BGP 连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启动/关闭 BGP 

操作 命令 

启动 BGP，进入 BGP 视图 bgp as-number

关闭 BGP undo bgp [ as-number ]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运行 BGP。 

1.2.2  配置 BGP 对等体基本特性 

在配置 MBGP 对等体/对等体组时，首先在 BGP 视图下配置对等体或对等体组的

AS 号，再进入相应的地址族视图下激活该应用的对等体/对等体组关系。 

1. 创建对等体组 

在配置 BGP 对等体之前，首先需要创建对等体所属的对等体组。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创建一个对等体组 group group-name [ internal | external ] 

删除指定的对等体组 undo group grou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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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ternal 创建的对等体组是 IBGP 对等体组；使用 external 创建的对等体组是

EBGP 对等体组，包括联盟 EBGP 对等体组。group-name 仅具有本地意义。 

缺省情况下，创建的是 IBGP 对等体组。 

2. 指定 EBGP 对等体组的自治系统号 

可以为 EBGP 对等体组指定自治系统号，IBGP 对等体组无需配置自治系统号。为

对等体组指定自治系统号后，加入该对等体组的所有对等体都继承组的自治系统号。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为 EBGP 对等体组指定自治系统号 

操作 命令 

为 EBGP 对等体组指定自治系统号 peer group-name as-number as-number

删除指定 EBGP 对等体组的自治系统号 undo peer group-name as-number

 

如果对等体组中已经存在对等体，将不能为该对等体组指定自治系统号；并且，删

除对等体组的自治系统号时，对等体组中的所有组员也被同时删除。 

3. 向对等体组中加入组员 

BGP 对等体不能脱离对等体组独立存在，在配置对等体时必须指定其所属的对等体

组。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向对等体组中加入组员 

操作 命令 

向对等体组中加入一个对等体 peer peer-address group group-name 
[ as-number as-number ] 

从对等体组中删除一个对等体 undo peer peer-address

 

如果加入 IBGP 对等体组，则命令中不能指定自治系统号。 

如果加入 EBGP 对等体组，并且对等体组已经配置了自治系统号，对等体将继承组

的配置，不能单独指定；如果对等体组没有配置自治系统号，则每个对等体加入时，

都必须指定它自己的自治系统号，组内各对等体的自治系统号可以不同。 

4. 配置对等体的状态 

BGP 对等体有使能和禁止两种状态，BGP 路由信息只在被使能的对等体之间交换。 

如果需要改变某类对等体的状态，需要进入相应的视图下配置。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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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配置对等体的状态 

操作 命令 

使能对等体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enable

禁止对等体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enable

 

缺省情况下，只有 BGP 的 IPv4 单播地址族的对等体组才是激活的，其它类型的对

等体或对等体组都是不激活的，不能交换路由信息。 

BGP 发言者之间交换路由信息，必须首先将单播地址族下的对等体组激活，再将单

播地址族下的对等体加入到激活的对等体组中。 

5. 配置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的 Graceful-restart 能力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对等体的状态 

操作 命令 

使能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的graceful-restart
能力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graceful-restart

去使能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的

graceful-restart能力 
undo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graceful-restart

 

6. 配置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 Graceful-restart 的 Restart-timer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 Graceful-restart 的 Restart-time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 Graceful-restart 的
Restart-time 

peer group-name restart-timer time-value

恢复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的 Graceful-restart
的 Restart-time undo peer group-name restart-timer 

 

Restart-time 值的设置与是否配置了 Graceful-restart 没有直接联系，即在没有配置

Graceful-restart 能力之前就能配置 Restart-time。缺省情况下，Restart-time 值为

180 秒。 

7. 配置对等体或对等体组的描述信息 

为便于网络维护，用户可以为 BGP 对等体或对等体组配置描述信息。 

为对等体配置的描述信息和为对等体组配置的描述信息是相互独立的，彼此没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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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对等体描述信息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的描述信息 peer peer-address description description-line

配置对等体组的描述信息 peer group-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line

删除对等体的描述信息 undo peer peer-address description

删除对等体组的描述信息 undo peer group-name description

 

缺省情况下，BGP 对等体及对等体组没有描述信息。 

8. 配置对等体的定时器 

用户可以使用 peer timer 命令为 BGP 对等体配置定时器，这种配置的优先级高于

为所有 BGP 邻居配置定时器时使用的 timer 命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对等体的定时器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的 keepalive 发送间隔和保持时间
peer peer-address timer keep-alive 
keepalive-interval hold holdtime-interval

配置对等体组的 keepalive 发送间隔和保持时

间 
peer group-name timer keep-alive 
keepalive-interval hold holdtime-interval

恢复对等体的定时器缺省设置 undo peer peer-address timer

恢复对等体组的定时器缺省设置 undo peer group-name timer

 

缺省情况下，Keepalive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为 60 秒，保持时间为 180 秒。 

9. 配置对等体组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最小时间间隔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对等体组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组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时间间隔 peer group-name route-update-interval 
seconds

恢复对等体组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缺省时间

间隔 
undo peer group-name 
route-update-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BGP 对等体组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5 秒，EBGP 对等体组

发送路由更新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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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配置 BGP 对等体应用特性 

1. 同非直接相连网络上的 EBGP 对等体组建立连接 

通常情况下，EBGP 对等体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物理连接，如果不满足这一要求，

则必须使用 peer ebgp-max-hop 命令允许它们建立连接。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配置允直接相连的 EBGP 对等体组建立连接 

操作 命令 

允许与非直接相连网络上的 EBGP 对等体组

建立连接 peer group-name ebgp-max-hop [ ttl ] 

只允许与直接相连网络上的 EBGP 对等体组

建立连接 undo peer group-name ebgp-max-hop

 

缺省情况下，只允许与直接相连网络上的 EBGP 对等体组建立连接。 

ttl 为允许的与非直连网络上的 EBGP 对等体组相隔的最大跳步数，缺省值为 64。 

2.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操作 命令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客户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取消 IBGP 对等体组作为路由反射器客户 undo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此配置只能用于 IBGP 对等体组。 

缺省情况下，自治系统中的所有 IBGP必须是全连接的，且邻居间不通告学到的 IBGP
路由。 

3. 向对等体发送缺省路由 

如果只需要在某对 BGP 对等体之间通告一条缺省路由，而不是在整个网络中传播这

条缺省路由，可以使用 peer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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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配置向对等体发送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peer group-name default-route-advertise

取消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undo peer group-name 
default-route-advertise

 

缺省情况下，BGP 发言者不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执行 peer default-route-advertise 命令后，不论本地路由表中是否存在缺省路由，

都将向指定对等体发布一条下一跳地址为本地地址的缺省路由。 

4. 在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通常情况下，BGP 发言者在向 EBGP 对等体发布路由时，将会把路由信息的下一跳

地址设置为本地地址；而在向 IBGP 对等体发布路由时，不改变路由信息的下一跳

地址。 

在某些组网环境中，为保证 IBGP 邻居能够找到正确的下一跳，可以配置在向 IBGP
对等体发布路由时，也使用发送者的本地地址作为下一跳。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操作 命令 

配置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peer group-name next-hop-local

取消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undo peer group-name next-hop-local

 

5. 传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通常情况下，BGP 在发送更新报文时携带自治系统号（可能是公有的 AS 号，也可

能是私有的 AS 号）。某些情况下，私有 AS 号信息并不需要被传播出去，这时可以

配置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配置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操作 命令 

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peer group-name public-as-only

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undo peer group-name public-as-only

 

缺省情况下，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该配置只对对等体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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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组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6 配置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配置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组 peer group-name advertise-community

不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组 undo peer group-name 
advertise-community

 

缺省情况下，BGP 发言者不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组。 

7. 配置本地 AS 号的重复次数 

BGP 在路由信息中记录所经过的 AS 号，并根据 AS 号是否重复来判断路由环路，

在某些特殊应用中，需要允许接收 AS 号重复的路由信息。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7 配置路径列表中 AS 号可重复的次数 

操作 命令 

配置接收路由信息中允许的 AS 号重复次数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llow-as-loop [ number ]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llow-as-loop

 

缺省情况下，允许的 AS 号重复次数为 3。 

8. 指定路由更新报文的源接口 

为使接口在出现问题时仍能发送更新报文，可配置允许内部 BGP 会话使用任何可与

对端建立 TCP 连接的接口，本配置中通常指定的接口为 Loopback 接口。 

表1-18 配置指定路由更新报文的源接口 

操作 命令 

配置指定路由更新报文的源接口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connect-interface interface-name

恢复使用最佳路由更新报文的源接口 undo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connect-interface interface-name

 

缺省情况下，BGP 使用建立 BGP 链接的接口作为更新报文的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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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置 BGP 的 MD5 认证 

BGP 使用 TCP 作为传输层协议，为提高 BGP 的安全性，可以在建立 TCP 连接时

进行 MD5 认证，如果认证失败则不建立 TCP 连接。也就是说，BGP 的 MD5 认证

并不对 BGP 报文认证，它只是为 TCP 连接设置 MD5 认证密码，由 TCP 完成认证。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配置 BGP 的 MD5 认证 

操作 命令 

配置 MD5 认证密码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password

取消 MD5 认证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BGP 在建立 TCP 连接时，不进行 MD5 认证。 

  说明： 

当在 BGP 视图下配置时，对 MBGP 的组播扩展同样有效，因为二者使用同一条 TCP
连接。 

 

1.2.4  配置 BGP 对等体的路由过滤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通过路由策略（Route-policy）、AS 路径列表、访

问控制列表（ACL）、或前缀列表为对等体引入的路由或向外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对等体组的成员必须与所在的组使用相同的出方向路由更新策略，但入方向的策略

可以不同。即，对外发布路由时，一个对等体组遵循的策略是相同的，而在接收路

由时，各对等体可以选择自己的策略。 

1. 配置基于路由策略的路由过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配置基于路由策略的路由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路由策略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import

取消入方向路由策略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import

配置出方向路由策略 peer group-nam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export

取消出方向路由策略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export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BGP 第 1 章  BGP 配置

 

1-14 

2. 配置基于 ACL 的路由过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配置基于 ACL 的路由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过滤策略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取消入方向过滤策略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配置出方向过滤策略 peer group-name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取消出方向过滤策略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3. 配置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2 配置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import

取消入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import

配置出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group-name as-path-acl acl-number 
export

取消出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as-path-acl 
acl-number export

 

其中，acl-number 是 AS 路径列表号，它不是由命令 acl 配置的，而是通过命令 ip 
as-path-acl 配置。其配置方法请参见“3-6 路由策略”。 

4. 配置基于地址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3 配置基于地址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ip-prefix 
prefixname import 

取消入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ip-prefix prefixname import

配置出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group-name ip-prefix prefixnam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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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取消出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ip-prefix prefixname 
export

 

缺省情况下，对等体没有配置任何方式的路由过滤。 

1.2.5  配置 BGP 通告的网络路由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指定 BGP 发布的网络路由 

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 BGP 发布的网络路由 network ip-address [ address-mask ] 
[ route-policy policy-name ] 

取消本地 BGP 发布的网络路由 undo network ip-address [ address-mask ] 
[ route-policy policy-name ] 

 

缺省情况下，本地 BGP 不发布任何网络路由。 

1.2.6  配置 BGP 与 IGP 的交互（引入 IGP 路由） 

BGP 可以向其它的自治系统发送本自治系统内部网络的信息。为了达到此目的，可

以将本地路由器通过 IGP 路由协议得到的关于本系统内部的网络信息通过 BGP 发

送出去。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5 引入 IGP 的路由信息。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引入 IGP 路由 import-route protocol [ med med-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 BGP 引入 IGP 路由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protocol 指定可引入的源路由协议，目前可引入的路由类型包括：Direct、Static、
RIP、ISIS、OSPF、Ospf-ase 和 Ospf-nssa、Nat。如果引入 OSPF 类型的路由，

还可以指定 OSPF 的进程号。 

缺省情况下，BGP 不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需要注意的是：BGP 在引入其他路由协议时，不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默认路由。 

在 BGP 某类视图下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后，缺省情况下，引入的源路由协议的

缺省路由不会被引入 B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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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配置允许 BGP 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默认路由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配置允许 BGP 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默认路由 

操作 命令 

配置允许 BGP 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默认路由 default-route imported 

配置 BGP 引入其他路由协议的路由时过滤掉其默认路由 undo default-route imported 

 

默认情况下，BGP 在引入其他协议的路由的时候，是不引入其他协议的默认路由的。 

1.2.8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请在 BGP 视图、BGP Multicast 视图、BGP VPNv4 视图、BGP VRF 视图下进行下

列配置。 

表1-27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peer { peer-addr | group-name } route-limit 
route-limit-value [ route-limit-percent] 
[ alter-only | idle-forever | idle-timeout 
timeout-value ] 

取消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undo peer { peer-addr | group-name } 
route-limit

 

1.2.9  配置 BGP 路由聚合 

BGP 支持以下两种方式的路由聚合： 

 自动聚合（summary）：对 BGP 引入的 IGP 子网路由进行聚合。配置自动聚

合后，BGP 将不接收从 IGP 引入的子网路由，聚合为自然网段的路由。 

 手动聚合（aggregate）：对 BGP 本地路由进行聚合。通常情况下，手动聚

合的优先级高于自动聚合的优先级。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8 配置 BGP 路由聚合 

操作 命令 

配置子网路由自动聚合 summary 

取消子网路由自动聚合 undo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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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路由聚合 
aggregate address mask [ as-set | attrib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tail-suppressed | origin-policy 
route-policy-name | suppress-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本地路由聚合 
undo aggregate address mask [ as-set | attrib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tail-suppressed | origin-policy 
route-policy-name | suppress-policy route-policy-name ]* 

 

缺省情况下，BGP 不对路由进行聚合。 

1.2.10  配置 BGP 路由过滤 

1. 配置 BGP 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可对 BGP 引入的路由进行过滤，只有满足某些条件的路由才能被 BGP 引入。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9 配置对引入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对接收的由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

滤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

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对接收的全局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全局路由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BGP 不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2.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0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取消对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缺省情况下，BGP 不接收其它路由协议发布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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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filter-policy import 命令对从邻居收到的 BGP 路由进行过滤，没有通过过滤的

路由将不被加入路由表，也不向邻居发布该路由。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对本机所有路由的发布进行过滤，包括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和从邻居学到的 BGP 路由。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在发布给邻居前进行过滤时，必须与 import-route 命令配合使用。 

 filter-policy export 命令中如果没有指定对哪种路由过滤，则对本机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所有路由及发布的 BGP 路由有效。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 

 

1.2.11  配置 BGP 路由衰减 

路由衰减用于解决路由不稳定问题。导致路由不稳定的主要可能原因是振荡

（Flapping），即，路由表中的路由反复消失和重现。振荡发生时，BGP 更新报文

在网络上多次传播，占用带宽和路由器资源，严重时影响网络正常工作。 

应用路由衰减将抑制不稳定的路由，不将这类路由发布到网络中。 

评估路由是否稳定的依据是这条路由在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每当路由发生振荡，就

给予惩罚，当惩罚到达一个预定的门限值时，路由被抑制。随着时间推移，惩罚值

递减，下降到一个门限时，路由解除抑制，被重新发布。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1 配置 BGP 路由衰减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路由衰减参数 dampening [ half-life-reachable half-life-unreachable reuse 
suppress ceiling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 BGP 路由衰减 undo dampen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GP 路由衰减。 

清除路由振荡衰减信息需要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2 清除衰减信息 

操作 命令 

清除路由振荡衰减信息 reset bgp dampening [ network-address [ mask ] ] 

 

执行 reset bgp dampening 命令后，将同时解除对已抑制路由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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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配置 BGP 优先级 

BGP 有三种路由：从外部对等体学到的路由（EBGP）、从内部对等体学到的路由

（IBGP）、本地产生的路由（Local Origined）。可以为这三种路由设定不同的优

先级。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3 设定 BGP 的优先级 

操作 命令 

设定 BGP 协议的优先级 preference ebgp-value ibgp-value local-value

恢复 BGP 协议优先级的缺省值 undo 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ebgp-value 和 ibgp-value 都为 256，而 local-value 是 130，取值范围

都为 1～256。 

1.2.13  配置 BGP 定时器 

当对等体间建立了 BGP 连接后，它们定时向对端发送 Keepalive 消息，以防止路由

器认为 BGP 连接已中断。若路由器在设定的连接保持时间内（Holdtime）未收到对

端的 Keepalive 消息或任何其它类型的报文，则认为此 BGP 连接已中断，从而退出

此 BGP 连接。 

路由器在与对等体建立 BGP 连接时，将比较双方保持时间，以数值较小者作为协商

后的保持时间。如果协商结果为 0，则不发送 Keepalive 消息，且不检测 Holdtime
是否超时。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4 配置 BGP 定时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定时器 timer keep-alive keepalive-interval hold holdtime-interval

恢复定时器的缺省值 undo timer 

 

缺省情况下，发送 keepalive 的时间间隔为 60 秒；保持定时器时间为 180 秒。 

合理的最大 Keepalive 消息发送间隔为保持时间的三分之一，且该发送间隔不能小

于 1 秒，因此，保持时间如果不为 0，则最小为 3 秒。 

1.2.14  配置本地优先级 

BGP 在进行路由选择时，优先选取本地优先级最高的路由。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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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 配置本地优先级 

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优先级 default local-preference value

恢复缺省的本地优先级 undo default local-preference 

 

本地优先级只在 IBGP 对等体之间交换 Update 报文时发送，不发送到本自治系统之

外。 

缺省情况下，本地优先级的值为 100。 

1.2.15  配置自治系统的 MED 值 

MED（Multi-Exit Discriminators，多出口区分）属性是路由的外部路由权，自治系

统使用本地优先级属性来进行出自治系统的路由选择，而使用 MED 属性进行进入

自治系统的路由选择。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BGP 将选择 MED 值较小者作为

进入自治系统的优选路由。MED 属性在自治系统之间交换，但进入自治系统的 MED
不会再发送到该自治系统以外。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6 配置自治系统的 MED 值 

操作 命令 

配置自治系统的 MED 值 default med med-value

恢复自治系统缺省的 MED 值 undo default med 

 

缺省情况下，MED 值为 0。 

上述配置的路由器只比较来自同一 AS 中的不同 EBGP 对等体的路由的 MED 值，

如果要比较来自不同自治系统的对等体的路由的 MED 值，需要使用

compare-different-as-med 命令。 

1.2.16  比较来自不同 AS 邻居路径的 MED 值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MED 较小的路由被优选作为自治系统的外部路由。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7 比较来自不同 AS 邻居路径的 MED 值 

操作 命令 

比较来自不同 AS 邻居路径的 MED 值 compare-different-as-med 

禁止比较来自不同 AS 邻居路径的 MED 值 undo compare-different-as-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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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不允许比较来自不同 AS 邻居路径的 MED 属性值。 

除非能够确认不同的自治系统采用了同样的 IGP 和路由选择方式，否则不要使用该

配置。 

1.2.17  配置 BGP 路由反射器 

为保证 IBGP 对等体之间的连通性，需要在 IBGP 对等体之间建立全连接关系。当

IBGP 对等体数目很多时，建立全连接网的开销很大。 

可以利用路由反射来解决这一问题：路由反射器作为网络的中心，其它路由器作为

客户机，与路由反射器建立对等体关系，由路由反射器在客户机之间传递（反射）

信息。 

EBGPEBGP

路由反射器
反射的路由

更新路由

Router A Router B

Router C

 
图1-1 路由反射器示意图 

在上图中，Router C 作为路由反射器，Router A 和 Router B 是它的两个客户机。

Router A 从外部对等体收到一个更新报文并把它传递到 Router C，Router C 把这个

更新报文反射给客户机 Router B。由此可以看出，采用路由反射技术后，不需要

Router A 和 Router B 建立对等体关系，它们只需分别与 Router C 建立对等体关系

即可。 

既不是反射器也不是客户机的 BGP 路由器被称为非客户机。非客户机与路由反射

器，以及非客户机互相之间仍必须具有全连接关系。 

路由反射功能只需要在路由反射器上配置，在配置路由反射器的同时指定哪些路由

器将作为客户机。 

1.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8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操作 命令 

配置 IBGP 对等体组为路由反射器客户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取消 IBGP 对等体组作为路由反射器客户 undo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此配置只能用于 IBGP 对等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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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自治系统中的所有 IBGP必须是全连接的，且邻居间不通告学到的 IBGP
路由。 

2. 配置客户到客户的路由反射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9 配置客户到客户的路由反射 

操作 命令 

允许客户到客户的路由反射 reflect between-clients 

禁止客户到客户的路由反射 undo reflect between-clients 

 

缺省情况下，允许客户到客户的路由反射。如果路由反射器的客户已经是全连接的，

建议使用 undo reflect between-clients 命令禁止客户间的反射，以减少开销。 

3. 配置路由反射器的群 ID 

通常一个群中有一个路由反射器，该群由路由反射器的路由器 ID 来识别。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0 配置路由反射器的群 ID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反射器的群 ID reflector cluster-id { cluster-id | address } 

取消路由反射器的群 ID undo reflector cluster-id 

 

随着路由反射器的引入，就有自治系统内产生选路循环的可能性。离开一个群的选

路更新报文可能会试图回到这个群中。传统的 AS 路径方法不能探测到 AS 内部的循

环，因为选路更新报文尚未离开 AS。BGP 在配置路由反射器时，提供了两种在 AS
内部避免循环的措施，一种是上面提到的配置路由反射器的群 ID，另一种是使用路

由反射器的始发者 ID。 

始发者 ID（Originator_ID）如果配置不当，更新报文回到始发者，始发者会放弃它。

此项功能无须配置，在启动 BGP 时自动生效。 

1.2.18  配置 BGP 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联盟是处理 AS 内部 IBGP 网络连接数量过大的另一种方法，它将一个自治系统划分

为若干个子自治系统，每个子自治系统内部的 IBGP 对等体全连接，并同联盟其它

的子自治系统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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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缺陷是：从非联盟向联盟方案转变时，需要对路由器重新进行配置，逻辑拓

扑基本上也要改变；并且，如果没有手工设置的 BGP 策略，通过联盟的选路有可能

选不到最佳路径。 

1. 配置联盟 ID 

对于不属于联盟的 BGP 发言者，属于同一个联盟的多个子自治系统是一个整体，外

界不需要了解内部的子自治系统情况，联盟 ID 就是标识联盟这一整体的自治系统

号。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1 配置联盟的 ID 

操作 命令 

配置联盟的 ID confederation id as-number 

取消联盟的 ID undo confederation 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联盟的 ID 号。 

在配置联盟的 ID 号时，不能够与已经存在的对等体或者对等体组的自治系统号相

同。 

2. 配置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 

请先配置联盟 ID，再配置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一个联盟最多可包括 32 个子自

治系统。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2 配置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 

操作 命令 

配置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 confederation peer-as as-number-1 [ ... as-number-n ]

删除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 undo confederation peer-as [ as-number-1 ] 
[ ...as-number-n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属于联盟的子自治系统。 

配置联盟子自治系统号时，所配置的子自治系统号在联盟内部有效，并且，这个号

不能与未配置对等体组 AS 号下某个对等体的 AS 号相同。 

3. 配置可同非标准兼容的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如果需要与实现机制不同于 RFC1965（Autonomous System Confederations for 
BGP）的设备互通，必须配置联盟中所有需要互通的路由器能够兼容非标准的自治

系统联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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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3 配置可同非标准兼容的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操作 命令 

配置可同非标准兼容的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confederation nonstandard 

撤消同非标准兼容的自治系统联盟 undo confederation nonstandard 

 

缺省情况下，配置的联盟与 RFC1965 一致。 

1.2.19  配置 BGP 负载分担 

BGP 本身并没有路由计算的算法，它只是一个选路的路由协议。因此，不能根据一

个明确的度量值决定是否对路由进行负载分担，但 BGP 有丰富的选路规则，可以在

对路由进行一定的选择后，有条件的进行负载分担，也就是将负载分担加入到 BGP
的选路规则中去。 

当配置了BGP负载分担后，BGP在选择路由时，在最后两条选路规则“优选从EBGP
学来的路由”和“优选 BGP ID 最低的路由器发布的路由”之间增加一条规则：如

果配置了负载分担，并且有多条到达同一 AS 或 AS 联盟的外部路由，则根据配置的

路由条数选择多条路由进行负载分担。BGP 对从 EBGP/IBGP 学来的路由进行负载

分担： 

 对从 EBGP 学来的路由，BGP 只对来自同一 AS，且 med 值相同的路由进行

负载分担； 

 对从 IBGP 学来的路由，med 值，local_pref，AS_PATH 以及 origin 属性完全

相同的路由进行负载分担。 

AS200

AS100

R outer A

Router  C

R outer  B

R outer E Router D

 
图1-2 BGP 负载分担示意图 

在图 1-2中，RouterD和RouterE是Router C的IBGP对等体。当RouterA和RouterB
同时向RouterC通告到达同一目的地的路由时，如果用户在RouterC配置了负载分担

（如balance 2），则在满足一定的选路规则后，并且两条路由具有相同的AS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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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RouterC就将接收的两条路由同时加入到转发表中，实现BGP路由的负载分

担。RouterC只向RouterD和RouterE转发一次该路由，AS_PATH不变，但

NEXT_HOP属性改变为RouterC的地址，而不是原来的EBGP对等体地址。其它的

BGP过渡属性将按最佳路由的属性传递。 

BGP 负载分担特性同样适用于联盟内部的自治系统之间。 

  说明： 

对 BGP 默认路由，不进行负载分担。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4 配置 BGP 负载分担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负载分担 balance balance-number 

取消 BGP 负载分担 undo balance 

 

缺省情况下，BGP 不进行负载分担。 

1.2.20  设置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当打开邻接状态输出开关后，BGP 邻接状态的变化会输出到配置终端上，直至邻接

状态输出开关被关闭。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45 设置 BGP 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BGP 视图 bgp as-number 必选 

打开邻接状态输出开关 log-peer-change 
必选 

缺省情况下，BGP 邻居状态变

化信息上报开关是关闭的 

 

1.2.21  复位 BGP 连接 

当 BGP 路由策略或协议发生变化后，如果需要通过复位 BGP 连接使新的配置生效，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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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6 复位 BGP 连接 

操作 命令 

复位 BGP 与特定对等体间的连接 reset bgp peer-address 

复位所有的 BGP 连接 reset bgp all 

复位指定对等体组中的所有成员的 BGP 连接 reset bgp group group-name 

 

1.2.22  进行 BGP 路由刷新 

当 BGP 路由策略变化时，需要重新计算相关路由信息，对于支持 BGP 路由刷新能

力的路由器，可以利用这一能力进行路由刷新。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47 进行 BGP 路由刷新 

操作 命令 

刷新普通 BGP 路由 refresh bgp { all | peer-address | group group-name } [ multicast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vpnv4 ] { import | export } 

 

1.3  BG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BGP 的运行情

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

令可对 BGP 进行调试；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BGP 的相关统计信息。 

表1-48 BG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 BGP 路由表中的信息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 ip-address 
[ mask ] ] 

查看 BGP 中 AS 路径列表信息 display ip as-path-acl [ acl-number ] 

查看 CIDR 路由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cidr 

查看指定 BGP 团体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community 
[ aa:nn ]* [ no-export-subconfed | 
no-advertise | no-export ]* [ whole-match ]

查看指定 BGP 团体列表允许的路由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community-list 
community-list-number [ whole-match ] 

查看 BGP 衰减的路由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dampened 

显示 BGP 对等体通告或者收到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peer 
peer-address { advertised | received } 
[ network-address [ mask ] | statis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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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的 BGP 对等体通告或者收到的路由

信息的总数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  advertised | 
received ] statistic 

查看与指定路径列表相匹配的路由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as-path-acl 
acl-number 

查看路由摆动统计信息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flap-info 
[ egular-expression as-regular-expression | 
as-path-acl acl-number | network-address 
[ mask [ longer-match ] ] ]  

查看源 AS 不一致的路由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different-origin-as 

查看对等体信息 display bgp peer [ peer-address ] 
[ verbose ] 

查看已经配置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network 

查看 AS 路径信息 display bgp paths as-regular-expression 

查看对等体组信息 display bgp group [ group-name ] 

查看匹配 AS 正则表达式的 AS 路径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regular-expression as-regular-expression 

查看配置的 Route-policy 信息 display route-policy [ route-policy-name ] 

打开/关闭 BGP 所有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all 

打开/关闭 BGP 事件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event 

打开/关闭 BGP Keepalive 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keepalive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打开/关闭 BGP Open 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open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打开/关闭 BGP 包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packet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打开/关闭 BGP Route-Refresh 报文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route-refresh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打开/关闭 BGP Update 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update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打开/关闭 BGP 常用功能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normal 

清除 BGP 的路由摆动统计信息 
reset bgp flap-info [ regular-expression 
as-regular-expression | as-path-acl 
acl-number |  network-address [ mas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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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GP 典型配置案例 

1.4.1  配置 BGP 自治系统联盟属性 

1. 组网需求 

将下图所示的自治系统 100 划分为 3 个子自治系统 1001，1002，1003，配置 EBGP、
联盟 EBGP 和 IBGP。 

2. 组网图 

A S200

A S100

A S1002AS1001

A S1003

Ethernet172.68.10.1 172.68.10.2

172.68.10.3

172.68.1.2

172.68.1.1

156.10.1.1

156.10.1.2

S 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Switch  D

S wit ch E

 
图1-3 配置自治系统联盟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Switch A。 

[Switch A] bgp 1001 

[Switch A-bgp] confederation id 100 

[Switch A-bgp] confederation peer-as 1002 1003 

[Switch A-bgp] group confed1002 external 

[Switch A-bgp] peer confed1002 as-number 1002 

[Switch A-bgp] group confed1003 external 

[Switch A-bgp] peer confed1003 as-number 1003 

[Switch A-bgp] peer 172.68.10.2 group confed1002  

[Switch A-bgp] peer 172.68.10.3 group confed1003  

# 配置 Switch B。 

[Switch B] bgp 1002 

[Switch B-bgp] confederation id 100 

[Switch B-bgp] confederation peer-as 1001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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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bgp] group confed1001 external 

[Switch B-bgp] peer confed1001 as-number 1001 

[Switch B-bgp] group confed1003 external 

[Switch B-bgp] peer confed1003 as-number 1003 

[Switch B-bgp] peer 172.68.10.1 group confed1001 

[Switch B-bgp] peer 172.68.10.3 group confed1003 

# 配置 Switch C。 

[Switch C] bgp 1003 

[Switch C-bgp] confederation id 100 

[Switch C-bgp] confederation peer-as 1001 1002 

[Switch C-bgp] group confed1001 external 

[Switch C-bgp] peer confed1001 as-number 1001 

[Switch C-bgp] group confed1002 external 

[Switch C-bgp] peer confed1002 as-number 1002 

[Switch C-bgp] peer 172.68.10.1 group confed1001 

[Switch C-bgp] peer 172.68.10.2 group confed1002 

[Switch C-bgp] group ebgp200 external 

[Switch C-bgp] peer 156.10.1.2 group ebgp200 as-number 200 

[Switch C-bgp] group ibgp1003 internal 

[Switch C-bgp] peer 172.68.1.2 group ibgp1003 

1.4.2  配置 BGP 路由反射器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接收了一个经过 EBGP 的更新报文并将之传给 Switch C。Switch C 被配

置为路由反射器，它有两个客户：Switch B 和 Switch D。当 Switch C 接收了来自

Switch B 的路由更新，它将此信息反射给 Switch D，Switch B 和 Switch D 间不需

一个 IBGP 连接，因为 Switch C 将反射信息给 Switch D。 

2. 组网图 

IBGP IBGP

VLAN  3
193.1.1.2/24

Switch  B

EBG P

Client

Route reflec tor
VLAN 4
194.1.1.1/24VLAN 3

193.1.1.1/24

VLAN 2192.1.1.2/24
AS100

AS200
Ne twork
1.0.0.0

VLAN 10 0
1.1.1.1/8

S witch  A

Switch  C

S witch  D192.1.1. 1/24

VLAN 2

C lient

VLAN  4
194.1.1.2/24

 
图1-4 配置 BGP 路由反射器的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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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1.1.1 255.0.0.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 A] bgp 100 

[Switch A-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 A-bgp] peer 192.1.1.2 group ex as-number 200 

[Switch A-bgp] network 1.0.0.0 255.0.0.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1.2 255.255.255.0 

# 配置 VLAN 3。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 B-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3.1.1.2 255.255.255.0 

# 配置 BGP 对等体。 

[Switch B] bgp 200 

[Switch B-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 B-bgp] peer 192.1.1.1 group ex as-number 100 

[Switch B-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 B-bgp] peer 193.1.1.1 group in 

(3) 配置 Switch C 

# 配置 VLAN 3。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 C-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3.1.1.1 255.255.255.0 

# 配置 VLAN 4。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 C-Vlan-interface4] ip address 194.1.1.1 255.255.255.0 

# 配置 BGP 对等体及路由反射器。 

[Switch C] bgp 200 

[Switch C-bgp] group rr internal 

[Switch C-bgp] peer rr reflect-client 

[Switch C-bgp] peer 193.1.1.2 group rr 

[Switch C-bgp] peer 194.1.1.2 group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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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Switch D 
# 配置 VLAN 4。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 D-Vlan-interface4] ip address 194.1.1.2 255.255.255.0 

# 配置 BGP 对等体。 

[Switch D] bgp 200 

[Switch D-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 D-bgp] peer 194.1.1.1 group in 

在 Switch B 上用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查看 BGP 路由表。注意：Switch B 已

知道了网络 1.0.0.0 的存在。 

在 Switch D 上用 display bgp routing-table 查看 BGP 路由表。注意：Switch D 也

知道网络 1.0.0.0 的存在。 

1.4.3  配置 BGP 路径选择 

1. 组网需求 

本例说明管理员怎样通过 BGP 属性的使用来管理路由选择。所有路由交换机都配置

了 BGP，AS200 中的 IGP 使用 OSPF。交换机 A 在 AS100 中，交换机 B、交换机

C 和交换机 D 在 AS200 中。交换机 A 与交换机 B 和交换机 C 之间运行 EBGP。交

换机 B 和交换机 C 与交换机 D 之间运行 IBGP。 

2. 组网图 

VLAN 4
194.1.1.2/ 24

VLAN 2
192 .1.1.1/24

VLAN 3
193 .1.1.1/24

VLAN 3
193.1.1. 2/24

VLAN 5
195.1.1.2/24

VLAN  2
192.1.1.2/24

2.2.2.2

4.4.4.43.3.3.3

1.1.1.1

AS100
AS200

VLAN 4
194.1.1. 1/24

VLAN 5
195.1.1.1/ 24

IBGP

IBG P

EBGP

EBG P

1.0.0.0

To network
2.0.0.0

To network
4.0.0.0

To network
3.0.0.0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Switch D

 
图1-5 配置 BGP 路径选择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1.1 255.255.255.0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 A-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3.1.1.1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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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BGP。 

[Switch A] bgp 100 

# 指定 BGP 要发送的网络。 

[Switch A-bgp] network 1.0.0.0 

# 配置对等体。 

[Switch A-bgp] group ex192 external 

[Switch A-bgp] peer 192.1.1.2 group ex192 as-number 200 

[Switch A-bgp] group ex193 external 

[Switch A-bgp] peer 193.1.1.2 group ex193 as-number 200 

[Switch A-bgp] quit 

# 配置 Switch A 的 MED 属性。 

增加访问列表到 Switch A 上，允许网络 1.0.0.0。 

[Switch A] acl number 2000 

[Switch A-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1.0.0.0 0.255.255.255 

[Switch A-acl-basic-2000] rule deny source any 

定义两个 Route-policy，一个名为 Apply_med_50，另一个名为 Apply_med_100，
第一个 Route-policy 为网络 1.0.0.0 设置的 MED 属性为 50，第二个 Route-policy
设置的 MED 属性为 100。 

[Switch A] route-policy apply_med_50 permit node 10 

[Switch A-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 A-route-policy] apply cost 50 

[Switch A-route-policy] quit 

[Switch A] route-policy apply_med_100 permit node 10 

[Switch A-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 A-route-policy] apply cost 100 

[Switch A-route-policy] quit 

应用 Apply_med_50 到邻居 SwitchC（ 193.1.1.2）出口路由更新上，应用

Apply_med_100 到邻居 SwitchB（192.1.1.2）的出口路由更新上。 

[Switch A] bgp 100 

[Switch A-bgp] peer 193.1.1.2 route-policy apply_med_50 export 

[Switch A-bgp] peer 192.1.1.2 route-policy apply_med_100 export 

(2) 配置 Switch B 
[Switch B] interface vlan 2 

[Switch 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1.2 255.255.255.0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 B-Vlan-interface4] ip address 194.1.1.2 255.255.255.0 

[Switch B] ospf 

[Switch B-ospf-1] ar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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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4.1.1.0 0.0.0.255  

[Switch 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1.0 0.0.0.255 

[Switch B] bgp 200 

[Switch B-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 B-bgp] peer 192.1.1.1 group ex as-number 100 

[Switch B-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 B-bgp] peer 194.1.1.1 group in 

[Switch B-bgp] peer 195.1.1.2 group in 

(3) 配置 Switch C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 C-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3.1.1.2 255.255.255.0 

[Switch 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5 

[Switch C-Vlan-interface5] ip address 195.1.1.2 255.255.255.0 

[Switch C] ospf 

[Switch C-ospf-1] area 0 

[Switch 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3.1.1.0 0.0.0.255 

[Switch 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5.1.1.0 0.0.0.255  

[Switch C] bgp 200 

[Switch C-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 C-bgp] peer 193.1.1.1 group ex as-number 100 

[Switch C-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 C-bgp] peer 195.1.1.1 group in 

[Switch C-bgp] peer 194.1.1.2 group in 

(4) 配置 Switch D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 D-Vlan-interface4] ip address 194.1.1.1 255.255.255.0 

[Switch 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5 

[Switch D-Vlan-interface5] ip address 195.1.1.1 255.255.255.0 

[Switch D] ospf 

[Switch D-ospf-1] area 0 

[Switch 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4.1.1.0 0.0.0.255 

[Switch 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5.1.1.0 0.0.0.255 

[Switch D-ospf-1-area-0.0.0.0] network 4.0.0.0 0.255.255.255 

[Switch D] bgp 200 

[Switch D-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 D-bgp] peer 195.1.1.2 group in 

[Switch D-bgp] peer 194.1.1.2 group in 

为使配置生效，所有的 BGP 邻居需要使用 reset bgp all 命令重设。 

通过上述配置后，由于 Switch C 学到的路由 1.0.0.0 的 MED 属性比 Switch B 学到

的更小，Switch D 优选来自 Switch C 的路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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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配置 Switch A 时，不配置 Switch A 的 MED 属性，而在 Switch C 上配置本

地优先级如下： 

# 配置 Switch C 的本地优先级属性。 

 在 Switch C 上加上访问控制列表 2000，允许网络 1.0.0.0 
[Switch C] acl number 2000 

[Switch C-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1.0.0.0 0.255.255.255 

[Switch C-acl-basic-2000] rule deny source any 

 定义名为 Localpref 的路由策略，设置匹配 ACL 2000（访问控制列表 2000）

的路由的本地优先级为 200，不匹配的为 100。 
[Switch C] route-policy localpref  permit node 10 

[Switch C-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 C-route-policy] apply local-preference 200 

[Switch C-route-policy] route-policy localpref permit node 20 

[Switch C-route-policy] apply local-preference 100 

[Switch C-route-policy] quit 

 应用此路由策略到来自 BGP 邻居 193.1.1.1（Switch A）上的入口流量上。 
[Switch C] bgp 200 

[Switch C-bgp] peer 193.1.1.1 route-policy localpref import 

此时，由于Switch C学到的路由1.0.0.0的Local Preference属性值为200，比Switch 
B 学到的路由 1.0.0.0 的 Local Preference 属性值（Switch B 没有配置 Local 
Preference属性，默认为100）更大，Switch D依然优选来自Switch C的路由1.0.0.0。 

1.5  BGP 故障诊断与排除 

故障之一：邻居关系不能建立（无法进入 Established 状态）。 

故障排除：BGP 邻居的建立需要能够使用 179 端口建立 TCP 会话，以及能够正确

交换 Open 报文。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查： 

 检查邻居的 AS 号配置是否正确。 

 检查邻居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 

 如果是物理上非直连的 EBGP 邻居，检查是否配置了 peer ebgp-max-hop。 

 使用 ping 命令检查 TCP 连接是否正常，由于一台路由器可能有多个接口能够

到达对端，应使用扩展的 ping -a ip-address 命令指定发送 ping 包的源 IP 地

址。 

 如果 Ping 不通，使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命令检查路由表中是否存在到

邻居的可用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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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 Ping 通，检查是否配置了禁止 TCP 端口 179 的 ACL，如果有，取消

对 179 端口的禁止。 

故障之二：使用 network 命令将 IGP 发现的路由注入 BGP 后，BGP 路由不能成功

发布。 

故障排除： 

network 引入的路由（如果能立刻引入 BGP 生效）要求和现有路由表中的某条路由

一致，包括目的网段和掩码，不能只引入大网段，例如 10.1.1.0/24 网段的路由，如

果注入 10.0.0.0/8，或其他类似的覆盖，都会造成引入错误。如果使用了 Ospf，在

本地路由器上 Network 注入大网段后，路由器会自动根据接口实际使用的网段加以

变化，导致 Network 后引入路由不成功，或者引入错误，严重时在某些网络故障的

情况下，导致路由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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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P 路由策略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P 路由策略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P路由策略简介

了解 IP 路由策略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P路由策略配置

显示配置后 IP 路由策略的运行情况 IP路由策略显示和调试

了解 IP 路由策略典型配置 IP路由策略典型配置案例

检测和排除 IP 路由策略的运行故障 IP路由策略故障诊断与排除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

器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

述中将不另行说明。 
 有关 VPN 实例的命令及参数介绍，请参见《MPLS/VPN 分册》。 

 

1.1  IP 路由策略简介 

路由器在发布与接收路由信息时，可能需要实施一些策略，以便对路由信息进行过

滤，比如只接收或发布一部分满足给定条件的路由信息；一种路由协议（如 RIP）
可能需要引入（Import）其它的路由协议（如 OSPF）发现的路由信息，从而丰富

自己的路由知识；路由器在引入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时，可能需要只引入一部

分满足条件的路由信息，并对所引入的路由信息的某些属性进行设置，以使其满足

本协议的要求。 

为实现路由策略，首先要定义将要实施路由策略的路由信息的特征，即定义一组匹

配规则，可以以路由信息中的不同属性作为匹配依据进行设置，如目的地址、发布

路由信息的路由器地址等。匹配规则设置完成后，再应用到路由的发布、接收和引

入等过程的路由策略中。 

1.1.1  过滤器 

匹配规则可以使用多种过滤器定义，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提供了

Route-policy、ACL、As-path、Community-list 和 Ip-prefix 五种过滤器供路由协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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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控制列表（ACL） 

在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访问控制列表分为以下几类： 

 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 

 基于名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 

 基于数字标识的高级访问控制列表 

 基于名字标识的高级访问控制列表 

 基于数字标识的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基于名字标识的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在对路由信息过滤时，一般使用基本访问列表——用户在定义访问列表时指定一个

IP 地址或子网的范围，用于匹配路由信息的目的网段地址或下一跳地址。如使用高

级访问列表，则使用指定的源地址范围进行匹配。 

2. 前缀列表（Ip-prefix） 

前缀列表 Ip-prefix 的作用类似于 ACL，但比它更为灵活，且更易于为用户理解——

Ip-prefix 在应用于路由信息的过滤时，其匹配对象为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信息域。 

一个 Ip-prefix 由前缀列表名标识。每个前缀列表可以包含多个表项，每个表项可以

独立指定一个网络前缀形式的匹配范围，并用一个 Index-number 来标识，

index-number 指明了在 Ip-prefix 中进行匹配检查的顺序。 

在匹配的过程中，路由器按升序依次检查由 Index-number 标识的各个表项，只要有

某一表项满足条件，就意味着通过该 Ip-prefix 的过滤（不会进入下一个表项的测试）。 

3. 自治系统路径信息访问列表（As-path） 

自治系统路径信息访问列表 As-path 仅用于 BGP。BGP 的路由信息包中，包含有一

自治系统路径域（在 BGP 交换路由信息的过程中，路由信息经过的自治系统路径会

记录在这个域中）。As-path 就是针对自治系统路径域进行匹配。 

4. 团体属性列表（community-list） 

团体属性列表 community-list 仅用于 BGP。BGP 的路由信息包中，包含一个

community 属性域，用来标识一个团体。community-list 就是针对团体属性域进行匹

配。 

1.1.2  路由策略的应用 

路由策略主要有两种应用方式： 

 路由协议在发布或接收路由信息时，通过路由策略对信息进行过滤，只接收或

发布满足给定条件的路由信息；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路由策略 第 1 章  IP 路由策略配置

 

1-3 

 路由协议在引入其它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时，通过路由策略只引入满足条件的

路由信息。 

1.2  IP 路由策略配置 

路由策略的配置包括配置过滤器和应用路由策略两部分。 

(1) 过滤器的配置包括： 

 配置Route-policy 

 配置地址前缀列表 

 配置AS路径列表 

 配置团体属性列表 

  说明： 

访问控制列表（ACL）的配置请参考《Qos/ACL 分册》中的“ACL 操作”部分。 

 

(2) 应用路由策略包括： 

 引入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 

 接收或发布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 

1.2.1  配置 Route-policy 

一个 Route-policy 可由多个节点构成，每个节点是进行匹配检查的一个单元，节点

间依据顺序号 sequence-number 标识检查顺序。 

每个节点包括一组 if-match 子句和 apply 子句： 

 if-match 子句定义匹配规则。同一节点中的不同 if-match 子句是“与”的关

系，即，只有满足节点内所有 if-match 子句的匹配条件，才能通过该节点。 

 apply 子句定义通过匹配测试后所执行的动作，即设置路由信息的属性。 

1. 定义 Route-policy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定义 Route-policy 

操作 命令 

进入路由策略视图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permit | deny } node 
nod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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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指定的 Route-policy undo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permit | deny | node 
node-number ] 

 

permit 指定所定义的 Route-policy 节点的匹配模式为允许模式。当路由项满足该节

点的所有 if-match 子句时，认为通过该节点的过滤，并执行该节点的 apply 子句，

不进入下一个节点的测试；如路由项不满足该节点的 if-match 子句，将进入下一个

节点继续测试。 

deny 指定所定义的 Route-policy 节点的匹配模式为拒绝模式（此模式下 apply 子

句不会被执行），当路由项满足该节点的所有 if-match 子句时被拒绝通过该节点，

不进入下一个节点的测试；如路由项不满足该节点的 if-match 子句，将进入下一个

节点继续测试。 

不同节点间是“或”的关系，即路由器依次检查 Route-policy 的各个节点，通过

Route-policy 的某一节点，就意味着通过该 Route-policy 过滤。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 Route-policy。 

需要注意：如果定义了一个以上的 Route-policy 节点，Route-policy 的各个节点中

至少应该有一个节点的匹配模式是 permit。当一个 Route-policy 用于路由信息过滤

时，如果某路由信息没有通过任一节点，则认为该路由信息没有通过该

Route-policy。当 Route-policy 的所有节点都是 deny 模式时，所有路由信息都不会

通过该 Route-policy。 

2. 定义 Route-policy 的 if-match 子句 

if-match 子句定义匹配准则， 也就是路由信息通过当前 Route-policy 所需满足的过

滤条件，匹配对象是路由信息的一些属性。 

请在路由策略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定义匹配条件 

操作 命令 

匹配 BGP 路由信息的 AS 路径域 if-match as-path acl-number 

取消匹配 BGP 路由信息的 AS 路径域 undo if-match as-path 

匹配 BGP 路由信息的团体属性 
if-match community 
{ basic-community-number [ whole-match ] | 
adv-community-number } 

取消匹配 BGP 路由团体属性 undo if-match community   

匹配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 if-match { acl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取消匹配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 undo if-match { acl | ip-pref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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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匹配路由信息下一跳接口 if-match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取消匹配路由信息下一跳接口 undo if-match interface 

匹配路由信息的下一跳 if-match ip next-hop { acl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取消用 ACL 匹配路由信息的下一跳 undo if-match ip next-hop 

取消用地址前缀列表匹配路由信息的下一跳 undo if-match ip next-hop ip-prefix  

匹配路由信息的路由权值 if-match cost value 

取消匹配路由信息的路由权值 undo if-match cost 

匹配 OSPF 路由信息的标记域 if-match tag value 

取消匹配 OSPF 路由的标记域 undo if-match tag 

 

  说明： 

命令 if-match mpls-label、if-match vpn-target 请详见《MPLS/VPN 分册》中的

“MPLS-L3VPN 命令”模块。 

 

缺省情况下，不进行任何匹配。 

需要注意： 

 对于同一个 Route-policy 节点，在匹配的过程中，各个 if-match 子句间是“与”

的关系，即路由信息必须同时满足所有 match 才算满足节点的匹配，可以执

行 apply 子句的动作。 

 如不指定 if-match 子句，则所有路由信息都会通过该节点的过滤。 

3. 定义 Route-policy 的 apply 子句 

apply 子句指定动作，也就是在满足由 if-match 子句指定的过滤条件后所执行的一

些配置命令，对路由的一些属性进行修改。 

请在路由策略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定义 apply 子句 

操作 命令 

在 BGP 路由信息的 As-path 系列前加入指定

的 AS 号 
apply as-path as-number-1 [ as-number-2 
[ as-number-3 ... ] ] 

取消在 BGP 路由信息的 As-path 系列前加入

指定的 AS 号的设置 undo apply as-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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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在 BGP 路由信息中设置团体属性 

apply community [ aa:nn ]* 
[ [ no-export-subconfed | no-export | 
no-advertise ] * [ additive ] | additive | 
none ] 

取消所设置的 BGP 路由信息中的团体属性 undo apply community 

设置 BGP 扩展团体属性 apply extcommunity { rt { as-number : nn | 
ip-address : nn } [ additive ] }&<1-16> 

取消所设置的 BGP 扩展团体属性 undo apply extcommunity 

设置路由信息的下一跳地址 apply ip next-hop ip-address 

取消路由信息的下一跳地址 undo apply ip next-hop 

设置引入路由到 IS-IS 的级别：Level-1、
Level-2 还是 Level-1-2 apply isis [ level-1 | level-2 | level-1-2 ] 

取消引入路由到 IS-IS 的级别 undo apply isis 

设置 BGP 路由信息的本地优先级 apply local-preference 
local-preference-value 

取消 BGP 路由信息的本地优先级 undo apply local-preference 

设置路由信息的路由权值 apply cost value 

取消路由信息的路由权值 undo apply cost  

设置路由信息的路由权类型 apply cost-type [ internal | external ] 

取消路由信息的路由权类型 undo apply cost-type 

设置 BGP 路由信息的路由源 apply origin { igp | egp as-number | 
incomplete } 

取消 BGP 路由信息的路由源 undo apply origin  

设置 OSPF 路由信息的标记域 apply tag value 

取消 OSPF 路由信息的标记域 undo apply tag  

 

  说明： 

命令 apply mpls-label 请详见《MPLS/VPN 分册》中“MPLS-L3VPN 命令”模块。 

 

缺省情况下，不进行任何设置。 

请注意：如果满足 Route-policy 中指定的匹配条件，并且在向 EBGP 同伴通告 IGP
路由时通告了 apply cost-type internal 配置的 MED 值，那么该值将作为 IGP 路由

的 MED 值。用 apply cost-type internal 所配置的优先级低于 apply cost 命令，

高于 default med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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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配置地址前缀列表 

一个 Ip-prefix 由前缀列表名标识。每个前缀列表可以包含多个表项，每个表项可以

独立指定一个网络前缀形式的匹配范围，并用一个 index-number 来标识，

index-number 指明了在 Ip-prefix 中进行匹配检查的顺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定义地址前缀列表 

操作 命令 

定义地址前缀列表 ip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ndex index-number ] { permit | deny } 
network len [ greater-equal greater-equal | less-equal less-equal ] 

取消地址前缀列表 undo ip ip-prefix ip-prefix-name [ index index-number | permit | 
deny ] 

 

在匹配的过程中，路由器按升序依次检查由 index-number 标识的各个表项，只要有

某一表项满足条件，就意味着通过该 Ip-prefix 的过滤（不会进入下一个表项的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定义了一个以上的前缀列表表项，那么至少应该有一个表项的

匹配模式是 permit 模式。deny 模式的表项可以先被定义以快速的过滤掉不符合条

件的路由信息，但如果所有表项都是 deny 模式，则任何路由都不会通过该地址前

缀列表的过滤。可以在定义了多条 deny 模式的表项后定义一条 permit 0.0.0.0/0 
greater-equal 0 less-equal 32 的表项以允许其它所有路由信息通过。 

1.2.3  配置 AS 路径列表 

BGP 的路由信息包中，包含一个自治系统路径域。可以使用 ACL 匹配 BGP 路由信

息的自治系统路径域，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路由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 AS 路径列表 

操作 命令 

配置 AS 路径列表 ip as-path-acl acl-number { permit | deny } 
as-regular-expression 

删除配置的 AS 路径列表 undo ip as-path-acl 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没有定义 AS 路径列表。 

1.2.4  配置团体属性列表 

在 BGP 中，团体属性是可选过渡属性，某些团体属性是公认的，具有全球意义，一

般称为标准的团体属性，某些则是用于特殊用途，用户也可以定义扩展的团体属性。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路由策略 第 1 章  IP 路由策略配置

 

1-8 

一条路由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团体属性。一条路由中多个团体属性的发言者可按照一

个、几个或全部属性行动。路由器在传递路由到其它对等体之前可以选择是否改变

团体属性。 

团体属性列表用于标识团体信息，分为基本团体访问列表（basic-community-list）
和高级团体访问列表（advanced-community-list），前者的取值范围为 1～99，后

者的取值范围为 100～199。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团体属性列表 

操作 命令 

配置基本团体属性列表 
ip community-list basic-comm-list-number { permit | deny } 
[ aa:nn ]* [ internet | no-export-subconfed | no-advertise | 
no-export ]* 

配置高级团体属性列表 ip community-list adv-comm-list-number { permit | deny } 
comm-regular-expression 

删除团体属性列表 undo ip community-list { basic-comm-list-number | 
adv-comm-list-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GP 团体属性列表。 

1.2.5  引入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 

路由协议可以引入其它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来丰富自己的路由知识。在引入其它协

议路由信息时，可以通过 Route-policy 来进行路由信息的过滤，实现有选择的引入。

进行引入操作的目标路由协议如果不能直接引用源路由协议的路由权值，需要为引

入的路由指定一个路由权以满足本协议的要求。 

  说明： 

在不同的路由协议视图下，对应的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命令有所区别，具体情况请

分别参见命令手册中相应路由协议的 import-route 命令。 

 

1.2.6  接收或发布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 

1. 配置对接收的路由进行过滤 

请在路由协议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定义一条策略规则，通过对一个 ACL 或地址前缀列表的引用实现在接收路由过程中

对不满足条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gateway 指定只接收来自特定邻居路由器的更

新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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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配置对接收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对接收的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

过滤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指定地址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

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gateway ip-prefix-name 
import 

配置对接收的全局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gateway ip-prefix-name] } 
import 

取消对接收的全局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gateway ip-prefix-name] } 
import 

 

2. 配置对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定义一条有关路由发布的策略规则，通过对一个 ACL 或地址前缀列表的引用实现在

路由发布的过程中过滤不满足条件的路由信息，通过指定 routing-protocol 实现仅过

滤发布的 routing-protocol 的路由信息。 

请在路由协议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对发布路由的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对协议发布路由的过滤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取消对协议发布路由的过滤 undo filter-policy { acl-number | ip-prefix 
ip-prefix-name } export [ routing-protocol ] 

 

目前，路由策略支持将如下协议发现的路由接收到路由表中： 

direct、static、rip、ospf、ospf-ase、ospf-nssa、isis、bgp 以及 nat。 

缺省情况下，不对接收与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说明： 

命令 filter-policy 对空规则默认为全部 Deny。 

 

1.3  IP 路由策略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 路由策略的

运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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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路由策略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Route-policy display route-policy [ route-policy-name ] 

显示 BGP AS 路径列表信息 display ip as-path-acl [ acl-number ] 

显示地址前缀列表信息 display ip ip-prefix [ ip-prefix-name ] 

 

1.4  IP 路由策略典型配置案例 

1.4.1  配置过滤接收的路由信息 

1. 组网需求 

 Switch A与 Switch B通信，运行 OSPF协议。Switch A的 Router ID为 1.1.1.1，

SwitchB 的 Router ID 为 2.2.2.2。 

 对 Switch A 上的 OSPF 路由进程进行配置，引入三条静态路由。 

 通过在 Switch B 上配置路由过滤规则，使接收到的三条静态路由部分可见、

部分被屏蔽掉——20.0.0.0 和 40.0.0.0 网段的路由是可见的，30.0.0.0 网段的

路由则被屏蔽。 

2. 组网图 

a rea  0

sta tic 20 .0.0 .0/8 Router ID: 1 .1 .1.1

/8
Swi tch B

Router ID:2 .2 .2 .2

00

 30.0 .0.0 /8
 40.0 .0.0 /8

10 .0.0 .2Switch  A
V lan-in ter face200

12.0.0 .1/8

V lan- in te rface100
10.0 .0 .1 /8

V lan-in ter face1

 
图1-1 过滤接收的路由信息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0.1 255.0.0.0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 A-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12.0.0.1 255.0.0.0 

# 配置三条静态路由。 

[Switch A] ip route-static 20.0.0.1 255.0.0.0 12.0.0.2 

[Switch A] ip route-static 30.0.0.1 255.0.0.0 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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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A] ip route-static 40.0.0.1 255.0.0.0 12.0.0.2 

# 启动 OSPF 协议，指定该接口所属区域号。 

[Switch A] router id 1.1.1.1 

[Switch A] ospf 

[Switch A-ospf-1] area 0 

[Switch 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0.0 0.255.255.255 

# 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 A-ospf-1] import-route static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 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B-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0.2 255.0.0.0 

# 配置访问列表。 

[Switch B] acl number 2000 

[Switch B-acl-basic-2000] rule deny source 30.0.0.0 0.255.255.255 

[Switch B-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any 

# 启动 OSPF 协议，指定该接口所属区域号。 

[Switch B] router id 2.2.2.2 

[Switch B] ospf 

[Switch B-ospf-1] area 0 

[Switch 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0.0 0.255.255.255 

# 配置 OSPF 对接收的外部路由进行过滤。 

[Switch B-ospf-1] filter-policy 2000 import 

1.5  IP 路由策略故障诊断与排除 

故障一：路由协议运行正常的情况下无法实现路由信息过滤 

故障排除：检查如下几种错误： 

 Route-policy 的各个节点中至少应该有一个节点的匹配模式是 permit 模式。当

一个 Route-policy 用于路由信息过滤时，如果某路由信息没有通过任一节点的

过滤，则认为该路由信息没有通过该 Route-policy 的过滤。当 Route-policy 的

所有节点都是 deny 模式时，所有路由信息都不会通过该 Route-policy 的过滤。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路由策略 第 1 章  IP 路由策略配置

 

1-12 

 地址前缀列表的各个表项中至少应该有一个表项的匹配模式是 permit 模式。

deny 模式的表项可以先被定义以快速的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路由信息，但如

果所有表项都是 deny 模式，则任何路由都不会通过该地址前缀列表的过滤。

可以在定义了多条 deny 模式的表项后定义一条 permit 0.0.0.0 0 less-equal 32

的表项以允许其它所有路由信息通过（如果不指定 less-equal 32 将只匹配缺

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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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路由容量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路由容量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路由容量简介

了解路由容量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路由容量配置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

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述中将

不另行说明。 

 

1.1  路由容量简介 

在实际的组网应用中，路由表中的路由表项数量往往非常大，尤其是 OSPF 路由和

BGP 路由。路由信息通常存储在交换机的内存中，交换机的内存大小是固定的，当

路由表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

运行，用户可以设置当前系统的路由表和 VRF（VPN Routing & Forwarding 
instance，VPN 路由转发实例）规格。若系统中运行的单板规格低于用户设定值，

将不允许单板正常运行。 

1.2  路由容量配置 

1.2.1  路由容量配置任务简介 

表1-1 路由容量配置任务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设置系统最多支持的路由条数 必选 详见1.2.2  

设置系统最多支持的 VRF 个数 必选 详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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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路由条数 

表1-2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路由条数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路由条

数 
router route-limit { 128K | 
256K | 512K }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最多支持的

路由条数为 128K 

 

1.2.3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 VRF 个数 

表1-3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 VRF 个数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系统支持最多的 VRF 个

数 
router vrf-limit { 256 | 512 | 
1024 }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最多支持的

VRF 个数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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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路由迭代功能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路由迭代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路由迭代功能简介

了解路由迭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路由迭代功能

 

  说明： 

在以下路由协议的介绍中所指的路由器及路由器图标，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

以及运行了路由协议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为提高可读性，在手册的描述中将

不另行说明。 

 

1.1  路由迭代功能简介 

每个路由项均必须有其对应的下一跳地址，对于普通的路由来说，其下一跳地址在

路由器直连的网段内；对于需要迭代的路由，其下一跳不在路由器直连的网段内。

在转发时，必须将此非直连下一跳地址做一次或多次迭代处理，以找出一个直连的

下一跳地址，从而进行二层寻径。使用迭代的路由可以是静态路由、BGP 路由。路

由迭代功能可以使路由表项比较灵活，不依赖于特定的接口。 

1.2  配置路由迭代功能 

表1-1 配置路由迭代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指定系统支持路由迭代功能 route-rely [ bgp | static ] 
缺省情况下，BGP 协议学到的

路由和手工配置的路由都支

持迭代功能 

 

  说明： 

目前只支持两层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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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组播概述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组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组播简介

了解 IP 组播的实现机制 IP组播的实现机制

了解 IP 组播的 RPF 转发机制 IP组播报文的RPF转发机制

 

  说明： 

以太网交换机在运行 IP 组播协议时，它将同时具备路由器的功能。文中所述的路由

器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运行了 IP 组播协议的三层以太网交换机。 

 

1.1  组播简介 

作为一种与单播和广播并列的通信方式，组播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单点发送多点接

收的问题，从而实现了网络中点到多点的高效数据传送，能够大量节约网络带宽、

降低网络负载。 

利用组播技术可以方便地提供一些新的增值业务，包括在线直播、网络电视、远程

教育、远程医疗、网络电台、实时视频会议等对带宽和实时数据交互要求较高的信

息服务。 

1.1.1  三种信息传输方式的比较 

随着 Internet 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中交互的各种数据、语音和视频信息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新兴的电子商务、网上会议、网上拍卖、视频点播、远程教学等服务逐渐

兴起，这些服务对信息安全性和有偿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单播方式传输信息 

采用单播（Unicast）方式时，系统为每个需求该信息的用户单独建立一条数据传送

通路，并为该用户发送一份独立的拷贝信息，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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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

User B

User C

User D

 E

Unicast

Server

User  
图1-1 单播方式传输信息 

假设用户 B、D 和 E 需求该信息，则信息源 Server 分别和用户 B、D、E 的设备建

立传输通道。由于网络中传输的信息量和需求该信息的用户量成正比，因此当需求

该信息的用户量庞大时，网络中将出现多份相同信息流。此时，带宽将成为重要瓶

颈，单播方式不利于信息规模化发送。 

2. 广播方式传输信息 

如果采用广播（Broadcast）方式，系统把信息传送给网络中的所有用户，不管他们

是否需要，任何用户都会接收到广播来的信息，如图 1-2所示。 

Server

Use

User A

User B

User C

User D

r E

Broadcast

 
图1-2 广播方式传输信息 

假设用户 B、D 和 E 需求该信息，则信息源 Server 通过路由器广播该信息，网络其

他用户 A 和 C 也同样接收到该信息，信息安全性和有偿服务得不到保障。另外，当

同一网络中需求该信息的用户量很小时，网络资源利用率将非常低，严重浪费带宽。 

综上所述，单播方式适合用户稀少的网络，而广播方式适合用户稠密的网络，当网

络中需求某信息的用户量不确定时，单播和广播方式效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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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

User B

User C

User D

 E

3. 组播方式传输信息 

IP组播技术的出现及时解决了单播和广播方式效率低的问题。当网络中的某些用户

需求特定信息时，组播源（即组播信息发送者）仅发送一次信息，组播路由器借助

组播路由协议为组播数据包建立树型路由，被传递的信息在尽可能远的分叉路口才

开始复制和分发，如图 1-3所示。 

Multicast

Server

User  
图1-3 组播方式传输信息 

假设用户 B、D 和 E 需求该信息，为了将信息顺利地传输给真正需要该信息的用户，

需要将用户 B、D、E 组成一个接收者集合，由网络中各路由器根据该集合中各接收

者的分布情况进行信息转发和复制，最后信息恰好准确地传输给需要的接收者 B、D
和 E。 

在组播方式中，信息的发送者称为“组播源”，信息接收者称为该信息的“组播组”，

支持组播信息传输的所有路由器称为“组播路由器”。加入同一组播组的接收者成

员可以广泛分布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即“组播组”没有地域限制。需要注意的是，

组播源不一定属于组播组，它向组播组发送数据，自己不一定是接收者。多个组播

源可以同时向一个组播组发送报文。 

4. 组播的优势 

组播的优势主要在于： 

 提高效率：降低网络流量，减轻服务器和 CPU 负荷； 

 优化性能：减少冗余流量； 

 分布式应用：使点到多点应用成为可能。 

1.1.2  组播的应用 

IP 组播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实现了 IP 网络中点到多点的高

效数据传送，能够大量节约网络带宽、降低网络负载。利用网络的组播特性可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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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地提供一些新的增值业务，比如在线直播、网络电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

络电台、实时视/音频会议等互联网的信息服务领域。 

组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多媒体、流媒体的应用； 

 培训、联合作业场合的通信； 

 数据仓库、金融应用（股票）等； 

 任何“点到多点”的数据发布应用。 

在 IP 网络中多媒体业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组播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组播业务也

将逐渐得到推广和普及。 

1.2  IP 组播的实现机制 

1.2.1  IP 组播地址 

如果采用组播方式传输信息，信息源该将信息发往何处？目的地址如何选取，即信

息源如何知道信息的需求者是谁？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组播寻址。为了让信息源

和组播组成员（信息接收者）进行通讯，需要提供网络层组播地址（即 IP 组播地址），

同时，必须存在一种技术将 IP 组播地址映射为链路层 MAC 组播地址。下面分别介

绍这两种组播地址。 

1. IP 组播地址 

根据 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因特网地址分配组织）规定，

IP 地址空间分为五类，即 A 类、B 类、C 类、D 类和 E 类地址。单播报文按照规模

大小分别使用 A、B、C 三类 IP 地址，组播报文的目的地址使用 D 类 IP 地址，D 类

地址不能出现在 IP 报文的源 IP 地址字段，E 类作保留用。 

单播数据传输过程中，一个数据包传输的路径是从源地址路由到目的地址，利用“逐

跳”（hop-by-hop）的原理在 IP 网络中传输。然而在 IP 组播环境中，数据包的目

的地址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形成组地址。所有的信息接收者都加入到一个组内，

并且一旦加入之后，流向该组地址的数据立即开始向接收者传输，组中的所有成员

都能接收到数据包，这个组就是“组播组”。 

组播组中的成员是动态的，主机可以在任何时刻加入和离开组播组。组播组可以是

永久的也可以是临时的。组播组地址中，有一部分由IANA分配，称为永久组播组。

永久组播组保持不变的是它的IP地址，组中的成员构成可以发生变化。永久组播组

中成员的数量可以是任意的，甚至可以为零。那些没有保留下来供永久组播组使用

的 IP组播地址，可以被临时组播组利用。D类组播地址范围是从 224.0.0.0 到

239.255.255.255，范围及含义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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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D 类地址的范围及含义 

D 类地址范围 含义 

224.0.0.0∼224.0.0.255 
预留的组播地址（永久组播地址），地址 224.0.0.0 保留

不做分配，其它地址供路由协议使用 

224.0.1.0∼238.255.255.255 用户可用的组播地址（临时组地址），全网范围内有效 

239.0.0.0∼239.255.255.255 本地管理组播地址，仅在特定的本地范围内有效 

 

常用的预留组播地址列表如表 1-2所示。 

表1-2 预留的组播地址列表 

地址 含义 

224.0.0.1 子网内的所有系统，包括主机与路由器 

224.0.0.2 子网内的所有组播路由器 

224.0.0.3 未分配 

224.0.0.4 DVMRP 路由器 

224.0.0.5 OSPF 路由器 

224.0.0.6 OSPF 指定路由器/备用指定路由器 

224.0.0.7 ST 路由器 

224.0.0.8 ST 主机 

224.0.0.9 RIP-2 路由器 

224.0.0.11 移动代理 

224.0.0.12 DHCP 服务器/中继代理 

224.0.0.13 所有 PIM 路由器 

224.0.0.14 RSVP 封装 

224.0.0.15 所有 CBT 路由器 

224.0.0.16 指定 SBM 

224.0.0.17 所有 SBM 

224.0.0.18 VRRP 

…… …… 

 

2. 以太网组播 MAC 地址 

以太网传输单播 IP 报文的时候，目的 MAC 地址使用的是接收者的 MAC 地址。但

是在传输组播报文时，传输目的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接收者，而是一个成员不确定的

组，所以使用的是组播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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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A规定，组播MAC地址的高 24bit为 0x01005e，第 25bit为 0，即高 25bit为固定

值。MAC地址的低 23bit为组播IP地址的低 23bit，映射关系如图 1-4所示。 

1110XXXX32位IP地址

48位MAC地址

5位未映射 后23位直接映射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

 
图1-4 组播 IP 地址与以太网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 

由于 IP 组播地址的前 4bit 是 1110，代表组播标识，而后 28bit 中只有 23bit 被映射

到 MAC 地址，这样 IP 地址中就有 5bit 信息丢失，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了 32 个 IP 组

播地址映射到同一 MAC 地址上。 

1.2.2  IP 组播协议介绍 

IP组播涉及到的协议主要有组播组管理协议和组播路由协议。和组播相关的协议在

网络中的应用位置如图 1-5所示。 

Server

Multicast

MBGP/MSDP

PIM

PIM

AS1

AS2

User E

User A

User B

User C

User D

 
图1-5 组播相关协议的应用位置 

1. 组播组管理协议 

组播组管理协议采用 IGMP（Internet Group Membership Protocol，因特网组管理

协议）。它运行在主机和组播路由器之间，定义了主机与路由器之间组播成员关系

的建立和维护机制。 

2. 组播路由协议 

组播路由协议运行在组播路由器之间，用于建立和维护组播路由，并正确、高效地

转发组播数据包。组播路由建立了一个从数据源端到多个接收端的无环数据传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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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组播路由协议的任务就是构建分发树结构。组播路由器能采用多种方法来建立

数据传输的路径，即分发树。 

与单播路由一样，组播路由也分为域内和域间两大类。域内组播路由目前已经相当

成熟，在众多的域内路由协议中，PI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协议无关

组播）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协议，可以和任何单播路由协议协同工作。域间路由的首

要问题是路由信息如何在自治系统之间传递。由于不同自治系统可能属于不同的运

营商，因此除了距离信息外，域间路由信息必须包含运营商的策略。目前，域间路

由协议包括 MSDP（Multicast Source Discovery Protocol，组播源发现协议）和

MBGP（Multicast Border Gateway Protocol，组播边界网关协议）。 

1.3  IP 组播报文的 RPF 转发机制 

为了保证组播信息包是通过最短路径到达路由器，组播必须依靠单播路由表或者单

独提供给组播使用的单播路由表（如 MBGP 组播路由表），对组播信息包的接收接

口进行一定的检查，这种检查机制就是大部分组播路由协议进行组播转发的基础—

—RPF（Reverse Path Forwarding，反向路径转发）检查。 

组播路由器利用到达的组播数据包的源地址来查询单播路由表或者独立的组播路由

表，以确定此数据包到达的入接口处于接收站点至源地址的最短路径上。如果使用

的是有源树，这个源地址就是发送组播数据包的源主机的地址；如果使用的是共享

树，该源地址就是共享树的根的地址。当组播数据包到达路由器时，如果 RPF 检查

通过，数据包则按照组播转发项进行转发，否则，数据包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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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组播公共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组播公共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简介

了解端口隔离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组播公共配置

显示配置后组播的运行情况和验证配置的效果 组播公共配置显示和调试

 

1.1  简介 

组播公共配置的任务是组播组管理协议和组播路由协议共有的，包括启动 IP 组播路

由、显示组播路由表及组播转发表等。 

1.2  组播公共配置 

 启动组播 

 配置组播路由表容量限制 

 清除MFC转发项或其统计信息 

 清除组播核心路由表中的路由项 

 配置广播报文/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1.2.1  启动组播 

启动组播路由协议之前，必须首先启动组播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启动组播 

操作 命令 

启动组播路由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停止组播路由 undo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缺省情况下，不启动组播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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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只有启动了组播路由，其他的组播配置才能生效。 

 

1.2.2  配置组播路由表容量限制 

为防止大量的组播路由表项耗尽路由器内存，可以限制组播路由表的容量。 

表1-2 配置组播路由表容量限制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组播路由表容量的阈值 multicast route-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组播路由表容量

的阈值为 512 

 

  说明： 

 当新插入一块接口板时，如果该接口板不支持当前系统配置的组播路由表容量，

将禁止该接口板启动。 
 重复执行该命令，新的配置会覆盖原有的配置。 

 

  注意： 

配置组播路由表容量限制命令时： 
 如果当前的组播路由表容量大于配置值，系统会提示“警告：Modifying the limit 

will delete all multicast routing-tables. Do you want to continue?［Y／N］”；

如果用户选择“Y”，将会清除当前所有组播路由表，并设置新的组播路由表容

量。 
 如果当前的组播路由表容量小于配置值，或者当前系统中存在不支持该规格的接

口板，会提示：Slot X does not support the limit, configuration failed；否则设置

新的组播路由表容量，配置成功。 

 

1.2.3  清除 MFC 转发项或其统计信息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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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清除 MFC 转发项或其统计信息 

操作 命令 

清除 MFC 转发项或其统计信息 

reset multicast forwarding-table [ statistics ] { all | 
{ group-address [ mask { group-mask | 
group-mask-length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source-mask | source-mask-length } ] | 
incoming-interface { null NULL-interface-number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 

 

1.2.4  清除组播核心路由表中的路由项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清除组播核心路由表中的路由项 

操作 命令 

清除组播核心路由表的路由项 

reset multicast routing-table { all | { group-address 
[ mask { group-mask | group-mask-length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source-mask |  
source-mask-length } ] |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 } 

 

清除组播核心路由表中的路由项后，MFC 中相应的转发项也将被删除。 

1.2.5  配置广播报文/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为了防止由于广播报文/组播报文泛滥造成端口阻塞，交换机提供对广播报文/组播报

文的抑制功能。用户通过设置速度百分比或者带宽值来抑制广播报文/组播报文。 

表1-5 配置广播报文/组播报文的抑制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interface-type 是 Ethernet 或
GigabitEthernet 

配置组播报文抑制功能 multicast-suppression { ratio | 
bandwidth bandwidth } 

可选 

缺省情况下，组播抑制率是
100% 

bandwidth 参数的单位为 Mbps 

配置广播报文抑制功能 broadcast-suppression { ratio 
| bandwidth bandwidth } 

可选 

缺省情况下，广播抑制率是 50%

bandwidth 参数的单位为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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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用户不能在同一单板上同时设置组播抑制功能和广播抑制功能（缺省为广播抑

制），即一旦某单板有端口设置了广播抑制，该单板其他端口也不能设置组播抑

制，反之亦然。 
 在组播抑制的时候也会同时抑制广播报文，而广播抑制的时候不会同时抑制组播

报文。 
 组播报文抑制不区分是未知组播还是已知组播。 

 

1.3  组播公共配置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组播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组播进行调试。 

表1-6 组播公共配置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组播路由表信息 

display multicast routing-table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 | 
mask-length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mask | mask-length } ] | incoming-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register } ]* 

查看组播转发表信息 

display multicast forwarding-table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 | 
mask-length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mask | mask-length } ] | incoming-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ull 
NULL-interface-number | register } ]* 

查看带端口的组播转发表信息 display mpm forwarding-table 
[ group-address | source-address ] 

查看交换机的所有VLAN或某一VLAN下的组

播组和 MAC 组播组信息 
display mpm group [ vlan vlan-id 
[ ip-address ] ] 

打开组播报文转发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ulticast forwarding 

关闭组播报文转发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multicast forwarding 

打开组播转发状态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ulticast status-forwarding 

关闭组播转发状态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multicast 
status-forwarding 

打开组播核心路由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ulticast kernel-routing 

关闭组播核心路由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multicast kernel-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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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路由表分三个层次：每个组播路由协议有一个协议自身的组播路由表；各个组

播路由协议的组播路由信息经过综合形成组播核心路由表；组播核心路由表与组播

转发表保持一致，而组播转发表真正控制着组播数据包的转发。 

组播转发表主要用于调试，一般情况下，用户可以查看组播核心路由表获得需要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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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GM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GM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GMP简介

配置 IGMP 
IGMP的基本配置

IGMP高级配置

显示配置后 IGMP 的运行情况，以及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IGMP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IGMP典型配置举例  

 

1.1  IGMP 简介 

IGMP 是 TCP/IP 协议族中负责 IP 组播成员管理的协议。它用来在 IP 主机和与其直

接相邻的组播路由器之间建立、维护组播组成员关系。IGMP 不包括组播路由器之

间的组成员关系信息的传播与维护，这部分工作由各组播路由协议完成。所有参与

组播的主机必须实现 IGMP。 

参与 IP 组播的主机可以在任意位置、任意时间、成员总数不受限制地加入或退出组

播组。组播路由器不需要也不可能保存所有主机的成员关系，它只是通过 IGMP 协

议了解每个接口连接的网段上是否存在某个组播组的接收者，即组成员。而主机方

只需要保存自己加入了哪些组播组。 

IGMP 在主机与路由器之间是不对称的：主机需要响应组播路由器的 IGMP 查询报

文，即以 IGMP Membership Report 报文响应；路由器周期性发送成员资格查询报

文，然后根据收到的响应报文确定某个特定组在自己所在子网上是否有主机加入，

并且当收到主机的退出组的报告时，发出特定组的查询报文（IGMP 版本 2），以确

定某个特定组是否已无成员存在。 

到目前为止，IGMP 有三个版本：IGMP 版本 1（由 RFC1112 定义）、IGMP 版本 2
（由 RFC2236 定义）和 IGMP 版本 3。目前应用最多的是版本 2。 

IGMP 版本 2 对版本 1 所做的改进主要有： 

(1) 共享网段上组播路由器的选举机制 

共享网段表示一个网段上有多个组播路由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此网段上

运行 IGMP 的路由器都能从主机那里收到成员资格报告消息，因此，只需要一个路

由器发送成员资格查询消息，这就需要一个路由器选举机制来确定一个路由器作为

查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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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GMP 版本 1 中，查询器的选择由组播路由协议决定；IGMP 版本 2 对此做了改

进，规定同一网段上有多个组播路由器时，具有最小 IP 地址的组播路由器被选举出

来充当查询器。 

(2) IGMP 版本 2 增加了离开组机制 

在 IGMP 版本 1 中，主机悄然离开组播组，不会给任何组播路由器发出任何通知。

造成组播路由器只能依靠组播组响应超时来确定组播成员的离开。而在版本 2 中，

当一个主机决定离开时，如果它是对最近一条成员资格查询消息作出响应的主机，

那么它就会发送一条离开组的消息。 

(3) IGMP 版本 2 增加了对特定组的查询 

在 IGMP 版本 1 中，组播路由器的一次查询，是针对该网段下的所有组播组。这种

查询称为普遍组查询。 

在 IGMP 版本 2 中，在普遍组查询之外增加了特定组的查询，这种查询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为该组播组的 IP 地址，报文中的组地址域部分也为该组播组的 IP 地址。这

样就避免了属于其它组播组成员的主机发送响应报文。 

(4) IGMP 版本 2 增加了最大响应时间字段 

IGMP 版本 2 增加最大响应时间字段，以动态地调整主机对组查询报文的响应时间。 

1.2  IGMP Proxy 

1.2.1  IGMP Proxy 简介 

在一个大规模应用组播路由协议的网络中，会存在很多末梢网络（组播转发树的末

梢，即只连接组播客户端的子网），对这些末梢网络进行配置和管理是一件很繁重

的工作。 

在末梢网络的设备上配置 IGMP Proxy 功能可以减少末梢网络的配置和管理工作，

同时又不影响末梢网络的组播连接。 

配置了 IGMP Proxy 后，从外部网络看，末梢网络中的网络设备相当于一台主机。

只有当下挂的主机中有组播组成员时，该设备才会接收相应组的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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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说明 

普遍组 / 特定组查询消息

MP 加入 /离开消息IG

33.33.33.1

33.33.33.2

22.22.22.1

Switch A

Switch B
主机

外部网络

末梢网络

Vlan- interface 100

Vlan- interface 200

Vlan- interface 100

 
图1-1 IGMP Proxy 示意图 

图 1-1是一个IGMP Proxy示意图。 

(1) Switch B 上的配置如下 

 启动了组播功能； 

 在 Vlan-interface 100 和 Vlan-interface 200 上配置 PIM、IGMP； 

 在 Vlan-interface 200 接口上配置 Vlan-interface 100 接口为其 IGMP Proxy 代

理接口。 

(2) Switch A 上的配置如下 

 启动了组播功能； 

 在 Vlan-interface 100 接口上配置 PIM 协议、IGMP； 

 在 Vlan-interface 100 接口上配置 pim neighbor-policy 命令，滤除

33.33.33.0/24 网段的 PIM 邻居，即不将 SwitchB 作为其 PIM 邻居。 

2. 运行机制 

IGMP 加入或离开消息的处理过程如下： 

 Switch B 从 Vlan-interface 200 接口收到主机发出的 IGMP 加入或离开消息，

将消息的源地址改为通向 Switch A 的出接口 Vlan-interface 100 的地址

33.33.33.2； 

 Switch B 将 IGMP 消息向 Switch A 发送； 

 Switch A 从自己的 Vlan-interface 100 收到 Switch B 发来的 IGMP 消息，进行

相应的处理，就象 Switch B 是 Vlan-interface 100 下连接的直连主机一样。 

IGMP 普遍组或特定组查询消息的处理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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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B 在收到 Switch A 发送的普遍组或特定组查询消息后，将查询消息的

源地址改为通向主机的出接口 Vlan-interface 200 的地址 22.22.22.1； 

 Switch B 将消息从 Vlan-interface 200 接口发送出去。 

1.2.2  IGMP Proxy 配置 

1. 配置准备 

 外部网络中的设备的相应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PIM、PIM Neighbor-policy

和 IGMP； 

 末梢网络中的交换机上启动了组播功能，相应的端口已经加入到指定的 VLAN

中，相应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PIM 和 IGMP。 

2. 配置过程 

表1-1 配置 IGMP Proxy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使能当前接口上的 IGMP 
proxy 功能，并指定当前接口

的代理接口 

igmp proxy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不使能

IGMP Proxy 功能 

 

  注意： 

 配置 igmp proxy 前需要先在接口上使能 IGMP 协议。 
 如果指定的代理接口上没有使能 IGMP 协议，允许配置但不生效。 
 如果为同一接口配置多次 IGMP Proxy 接口，以最后一次配置为准。 
 同一个接口不能作为两个及两个以上其它被代理接口的 IGMP 代理接口。 

 

1.3  IGMP 配置 

  注意： 

启动组播后，必须在接口上使能 IGMP 协议，才能进行其他 IGM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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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GMP 的基本配置 

IGMP 基本配置包括： 

 启动组播 

 在接口上使能IGMP 

1. 启动组播 

启动组播后，组播的相关配置才能生效。详细信息请参见“4-1  组播概述”中的“2.2  
启动组播”部分。 

2. 在接口上使能 IGMP 

此项配置任务在需要进行组播成员关系维护的接口上使能 IGMP。执行此操作之后，

才能进行 IGMP 的其他配置。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在接口上使能 IGMP 

操作 命令 

在当前接口上使能 IGMP igmp enable 

在当前接口上禁止 IGMP undo igm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不使能 IGMP。 

  注意： 

 如果已经开启了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则不允许端口所属的 VLAN 使能 IGMP 
Snooping，也不允许端口所属的接口使能 IGMP。反之亦然。 

 如果 VLAN 上已经开启 IGMP Snooping，或者接口已经开启 IGMP。则不允许使

能了 VLAN VPN 的端口加入 VLAN，反之亦然。 

 

1.3.2  IGMP 高级配置 

IGMP 的高级配置包括： 

 开启交换机兼容性控制功能 

 配置IGMP版本 

 配置IGMP查询报文间隔 

 配置发送IGMP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及次数 

 配置IGMP查询器存在时间 

 配置IGMP最大查询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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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接口上加入IGMP组的数量限制 

 删除接口上已加入的IGMP组 

 配置组过滤特性规则 

 启动/关闭IGMP快速离开属性 

 配置路由器加入指定组播组 

1. 开启交换机兼容性控制功能 

开启兼容性控制功能之后，交换机会处理 IGMP Report 报文中目的 IP 地址为

224.0.0.1 的协议报文功能，否则交换机丢弃该类型报文。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开启交换机兼容性控制功能 

操作 命令 

开启交换机兼容性控制功能 igmp-report enhance enable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兼容性控制功能关闭。 

通常情况下，该命令在系统使能了 IGMP 或者 IGMP-Snooping 协议后使用。 

2. 配置 IGMP 版本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IGMP 版本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使用的 IGMP 版本 igmp version { 1 | 2 } 

恢复到缺省设置 undo igmp version 

 

缺省时，使用版本 2。 

  注意： 

IGMP 各版本之间不能自动转换。因此，子网上的所有路由器应该配置使用同一

IGMP 版本。 

 

3. 配置 IGMP 查询报文间隔 

路由器通过在所连接的网段上发送 IGMP 查询报文，获得该网段哪些组播组有成员。

组播路由器周期性地发送查询报文，当得到某一组成员报告的时候，刷新该网段相

应的组成员关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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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查询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查询间隔 igmp timer query seconds 

恢复查询间隔的缺省值 undo igmp timer query 

 

在一个网段中有多个组播路由器时，由查询器负责向局域网上的所有主机发送 IGMP
查询报文。 

缺省时，此时间间隔为 60 秒。 

  注意： 

重新配置 IGMP 查询间隔时间后，仅对那些在配置后又有新的 Report 报文报告的组

播组生效，其他组播组仍然按照上一次的老化时间老化，直到收到新的 Report 报文

后才更改为新的老化时间。 

 

4.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及次数 

在共享网络上，由查询路由器（简称查询器）负责维护接口上 IGMP 组成员关系。

命令 igmp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和 igmp robust-count 用来在 IGMP 查询

器收到主机发送的 IGMP Leave 报文时，配置查询器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

时间间隔和次数。 

 该主机应该发送 IGMP Leave 报文。 

 IGMP 查询器收到该报文，必须按照命令 igmp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设置时间间隔 seconds（缺省时 seconds 为 1 秒），按照命令 igmp 

robust-count 设置的健壮系数 robust-value（缺省时 robust-value 为 2），发

送 robust-value 次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 

 其他主机收到 IGMP查询器发送的 IGMP指定组查询报文，如果对该组感兴趣，

就会在该报文规定的最大响应时间内发送 IGMP Membership Report 报文。 

 IGMP 查询器如果在 robust-value * seconds 时间内，收到其他主机发送的

IGMP Membership Report 报文，就会继续维护该组的组成员关系； 

 如果经过 robust-value * seconds 时间后，仍然没有收到任何主机发送的 IGMP 

Membership Report 报文，就认为该组已经超时，不再维护该组的组成员关系。 

本配置只有当 IGMP 查询路由器运行在 IGMP 版本 2 时有效。如果主机运行的是

IGMP 版本 1，离开某个组时可能并不发送 IGMP Leave 报文，此时本配置对该主机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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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表1-6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igmp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seconds 

恢复时间间隔的缺省值 undo igmp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 秒。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次数 

表1-7 配置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次数 

操作 命令 

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次数 igmp robust-count robust-value 

恢复报文次数为缺省值 undo igmp robust-count 

 

缺省情况下，发送 IGMP 指定组查询报文的次数为 2 次。 

5. 配置 IGMP 查询器存在时间 

在共享网络上，即同一网段上有多个组播路由器时，由查询路由器（简称查询器）

负责在接口上定期发送查询消息，如果在有效时间内，其他非查询器收不到查询器

查询消息，就认为原查询器失效，自己可以充当查询器。 

在 IGMP 版本 1 中，查询器的选择由组播路由协议决定；在 IGMP 版本 2 中，共享

网段上 IP 地址最小的路由器充当查询器。 

IGMP 查询器存在时间是指当一路由器停止发送查询报文后，另一路由器取代其成

为新的查询报文发送者的等待时间。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 IGMP 查询器存在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 IGMP 查询器存在时间 igmp timer other-querier-present seconds

恢复查询器存在时间的缺省值 undo igmp timer other-querier-present 

 

缺省情况下，该值是 IGMP 查询消息间隔的 2 倍，一般为 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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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 IGMP 最大查询响应时间 

从路由器接收到一条查询消息后，主机会为其所属的每个组播组都设置一个计时器，

计时器的值在 0 到最大响应时间中随机选取，当其中任何一个计时器的值减为 0 时，

主机就会发送该组播组的成员报告消息。 

合理设置最大响应时间，可以使主机快速响应查询信息，路由器也就能快速地掌握

组播组成员的存在状况。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 IGMP 最大查询响应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 IGMP 最大查询响应时间 igmp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恢复最大查询响应时间到缺省值 undo igmp max-response-time 

 

最大响应时间的值愈小，路由器阻断组的速度愈快。实际中响应时间是 1～25 秒内

的一个随机值。 

缺省情况下，IGMP 最大查询响应时间为 10 秒。 

7. 配置接口上加入 IGMP 组的数量限制 

如果不限制路由器接口上 IGMP 组加入数量和路由器 IGMP 组加入总数量，在加入

了大量的组后，就有可能耗尽路由器内存，导致路由器故障。 

用户可以对路由器接口上 IGMP 组加入数量进行限制。路由器 IGMP 组加入总数量

的限制由系统定义，不能通过配置命令改变。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接口上加入 IGMP 组的数量限制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上加入 IGMP 组的数量限制 igmp group-limit limit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igmp group-limi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加入 IGMP 组的数量限制为 512。 

  说明： 

如果当前维护的 IGMP 组播组数量超过了指定的组播组上限，组播组上限命令不能

配置成功；只有在指定的组播组上限小于当前维护的 IGMP 组播组的情况下，组播

组上限命令才能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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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路由器加入指定组播组 

通常情况下，运行 IGMP 的主机会对组播路由器的 IGMP 查询报文进行响应，如果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响应，就可能导致组播路由器认为该网段没有该组播组的成员，

从而取消相应的路径。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将路由器的某个接口配置成为组播组成员，当从该接

口收到 IGMP 查询报文时，由路由器进行响应，从而保证接口所在网段能够继续收

到组播报文。对以太网交换机来说，可以配置交换机接口下的某个端口加入组播组。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配置路由器加入指定组播组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加入组播组 

（VLAN 接口视图下） 
igmp host-join group-address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取消路由器作为组成员 

（VLAN 接口视图下） 
undo igmp host-join group-address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配置路由器加入组播组 

（以太网端口视图下） 
igmp host-join group-address vlan vlan-id 

取消路由器作为组成员 

（以太网端口视图下） 
undo igmp host-join group-address vlan vlan-id 

 

  说明： 

以上两种配置方法，结果是一样的，两种方法可任选其一。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不加入任何组播组。需要注意的是，指定的端口必须属于该接

口，且该接口使能了 IGMP 协议或该 VLAN 上使能了 IGMP snooping 协议，否则配

置不会起作用。 

  注意： 

Secondary VLAN 上不支持配置静态组播组，但用户可以配置在 Isolate-user-VLAN
上，起到与在 Secondary vlan 上配置静态组播组相同的作用。 

 

9. 删除接口上已加入的 IGMP 组 

通过此配置任务可以删除路由器所有接口的所有已加入的 IGMP 组，也可以删除特

定接口上的所有已加入的 IGMP 组，或者删除特定接口上某个特定 IGMP 组地址或

组地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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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删除接口上已加入的 IGMP 组 

操作 命令 

删除接口上已加入的 IGMP 组 reset igmp group { all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all | group-address [ group-mask ] } } 

 

删除组后，如果再有 IGMP 成员资格报告消息，则接口可以再次加入相应的组。 

10. 配置组过滤特性规则 

在使能了 IGMP 功能的交换机上，可以在 VLAN 上配置 ACL 规则来限制某 VLAN 内

允许或禁止加入指定的组播组。该特性是对收到的每一个 IGMP 加入报文进行过滤，

根据加入报文的目的组地址与 VLAN 绑定的 ACL 规则，来决定该加入报文是通过还

是丢弃。 

通过在 VLAN 上设置组播组的过滤规则，来控制对组播组的访问，每个 VLAN 只能

配置一个 ACL 规则，并且旧的 ACL 规则将被新配置的规则所取代。 

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组播组过滤规则 

操作 命令 

在指定 VLAN 上设置组播组的过滤规则 igmp group-policy acl-number  

取消指定 VLAN 上组播组过滤规则 undo igmp group-policy 

 

缺省情况下，不在 VLAN 上设置过滤规则，此时主机可以加入任一组播组。 

在 VLAN 上配置组播组过滤规则时，规则里没有注明允许创建的组播组，都不允许

创建。 

  注意： 

 在 VLAN 上绑定了一个不存在的 ACL，或绑定的 ACL 没有配置规则的情况下，

主机不能加入任何组播组。 
 组播组过滤规则不受 ACL 本身的限制。组播组过滤功能对指定 VLAN 内的所有

成员都生效。 
 组播组过滤规则对本设备配置的静态组加入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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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启动/关闭 IGMP 快速离开属性 

在使能了 IGMP 功能的三层交换机上，具有快速离开属性的端口在收到 IGMP leave
报文后，系统将端口从所有同组的三层组播转发表的出端口上集中删除，从而使该

端口脱离组播组，交换机停止向该端口转发组播数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或者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启动/关闭 IGMP 快速离开属性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在系统视图下启动 IGMP快速

离开属性 
igmp fast-leave [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启动

IGMP 快速离开属性 
igmp fast-leave [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关闭 IGMP 快速离开属性 undo igmp fast-leave [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 - 

 

详细配置请参见本章节对应的命令手册。 

  说明：  

 在系统视图或是端口视图下的快速离开特性配置是各自独立的。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是对指定的所有 VLAN 内的端口生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是对

本端口在指定的 VLAN 内生效（如一个 Trunk 端口属于多个 VLAN 的情况）。 

 

  注意： 

 在 VLAN 不存在、端口不属于指定 VLAN 或者 VLAN 没有使能 IGMP 的情况下，

虽然允许用户配置快速离开属性，但此配置不会生效。 
 必须全局使能组播路由命令 multicast routing-enable，否则快速离开属性不可

配置。 
 如果关闭全局组播路由，则配置的 IGMP 快速离开属性全部被清除。 
 在聚合端口条件下，只有配置在聚合主端口上的 IGMP快速离开属性才允许生效，

聚合从端口上的配置无效。 
 如果端口上有同组的 IGMP 版本1的主机加入或是配置了同组的静态主机（IGMP 

host-join），即使端口配置了 IGMP 快速离开属性，收到该组的 IGMP Leave 报

文时仍不会快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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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GM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IGMP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相应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IGMP 进行调试。 

表1-15 IGM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IGMP 组播组成员信息 display igmp group [ group-address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接口的 IGMP 配置和运行信息 display igmp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打开 IGM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igmp { all | event | host | packet | timer }

关闭 IGMP 调试信息开关 undo debugging igmp { all | event | host | packet | 
timer } 

 

1.5  IGMP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2，Switch B为末梢网络中的设备。要求配置IGMP Proxy，减少末梢网络的

配置和管理工作，同时又不影响末梢网络的组播连接。 

为了满足这个需求，需要做的配置如下： 

 Switch A 相应的接口上启动 IGMP 和 PIM-DM。 

 SwitchB 上启动组播功能，VLAN-interface100 和 VLAN-interface200 上配置

了 PIM，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0 的代理接口为 Vlan-interface100。 

  说明： 

这里重点说明 IGMP 及 IGMP Proxy 的配置，其他配置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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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普遍组 / 特定组查询消息

MP 加入 /离开消息

er

IG

33.33.33.1

33.33.33.2

22.22.22.1

Switch A

Switch B Receiv

外部网络

末梢网络

Vlan- interface 100

Vlan- interface 200

Vlan- interface 100

 
图1-2 IGMP 典型组网举例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Switch B 

# 启动组播。 

<SwitchB>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B]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创建 VLAN200、VLAN100，并将相应的端口加入到指定的 VLAN 内。 

具体配置请参见“1-5  VLAN 配置”。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 200、Vlan-interface 100 上启动 IGMP 及 PIM-DM。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 200] ip address 22.22.22.1 24 

[SwitchB-Vlan-interface 200] igmp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 200] pim dm 

[SwitchB-Vlan-interface 200] igmp host-join 224.0.1.1 port Ethernet 3/1/8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 100] ip address 33.33.33.2 24 

[SwitchB-Vlan-interface 100] igmp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 100] pim dm  

[SwitchB-Vlan-interface 10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为 Vlan-interface 200 的 IGMP Proxy 代理接口。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 200] igmp proxy Vlan-interface 100 

(2) 配置交换机 Switch A 

# 启动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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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启动 IGMP、PIM-D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 10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 100] pim dm 

# 配置 Vlan-interface100 不把 33.33.33.2 作为 PIM 邻居。 

[SwitchA-Vlan-interface 100] pim neighbor-policy 2001 

[SwitchA-Vlan-interface 100] quit 

[SwitchA] acl number 2001 

[SwitchA-acl-basic-2001] rule deny source 33.33.33.2 0 

[SwitchA-acl-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any 

(3) 配置 Receiver 

Receiver 首先跟组播源建立 http 连接，把组播源当前的几个节目（每个节目对应不

同的组播地址，即组播组）列在客户端软件上。当选择某一个节目时，客户端软件

主动发送 IGMP 报文加入该组播组，此时 Receiver 即可接收到相应的组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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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GMP Snooping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GMP Snooping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GMP Snooping协议简介  

了解 IGMP Snooping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GMP Snooping配置

显示配置后 IGMP Snooping 的运行情况，并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IGMP Snooping的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IGMP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检测和排除 IGMP Snooping 的运行故障 IGMP Snooping故障诊断与排错

 

1.1  IGMP Snooping 协议简介 

1.1.1  IGMP Snooping 原理 

IGMP Snooping 运行在数据链路层，是二层以太网交换机上的组播约束机制，用于

管理和控制组播组。 

当二层以太网交换机收到主机和路由器之间传递的 IGMP 报文时，IGMP Snooping
分析 IGMP 报文所带的信息。当监听到主机发出的 IGMP 主机报告报文时，交换机

就将该主机加入到相应的组播表中；当监听到主机发出的 IGMP 离开报文时，交换

机就将删除与该主机对应的组播表项。通过不断地监听 IGMP 报文，交换机就可以

在二层建立和维护 MAC 组播地址表。之后，交换机就可以根据 MAC 组播地址表转

发从路由器下发的组播报文。 

没有运行IGMP Snooping时，组播报文将在二层广播，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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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Intranet

 
图1-1 没有运行 IGMP Snooping 时组播报文传播过程 

运行IGMP Snooping后，报文将不再在二层广播，而是进行二层组播，如图 1-2所
示。 

Video stream

VOD Server

Layer 2 Ethernet Switch

Video stream

Multicast group 
member

Non-multicast 
group member

Multicast router

Video 
stream

Video 
stream

Video 
stream

Non-multicast
group member

Internet/Intranet

 
图1-2 实现 IGMP Snooping 时组播报文传播过程 

1.1.2  IGMPv3 Snooping 

1. IGMPv3 简介 

IGMPv3 协议是在 IGMPv2 报文的基础上的扩充。IGMPv3 允许主机指定接收某些

网络发送的某些组播组，相比以前的版本，增加了主机的控制能力，不仅可以指定

组播组，还能指定组播的源。 

  说明： 

S9500 交换机支持 IGMPv1、 IGMPv2，目前还不支持 IGMPv3 协议。 

 

 查询报文 

IGMP 查询报文分通用查询报文、特定组查询报文，下文着重介绍 IGMPv3 新增的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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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v3 新增特定源组查询报文格式如下，从图中可以分辨 IGMPv2、IGMPv3 查询

报文的格式的不同： 

 对于通用查询报文，IGMPv2 报文长度为 8 字节，IGMPv3 长度为 12 字节。 

 对于特定组查询报文，IGMPv2 报文长度为 8 字节，IGMPv3 长度大于等于 12

字节。 

 IGMPv3 特定源组查询报文，长度大于 12 字节。 

type = 0x11

Checksum

Group Address

Max Resp Time

IGMPv2查询报文

type = 0x11

Checksum

Group Address

So

So

urce Address[1]
.

.

.
urce Address[N]

Resv S QRV

QQIC

Number of Source(N)

Max Resp Code

IGMPv3查询报文
 

图1-3 IGMPv2、IGMPv3 查询报文格式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从图中可以分辨 IGMPv2、IGMPv3 查询报文的格式的不同： 

 IGMPv2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类型为 0x16； 

 IGMPv3 新增 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IGMPv2 协议不能识别该报文。 

 收到 IGMPv3 report 报文时，立即在 VLAN 内透传该报文，然后再转换为

IGMPv2 report 报文，进行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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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 0x16

Checksum

Group Address

0x00

IGMPv2成员关系

报告报文

Record Type
1...6

Number of

Sources(N)

Multicast Address

Source Recoed[1]
.

.

.

Source Recoe1d[N]

Aux Data Len

Auxiliary Data

type = 0x22

Checksum

Reserved

Group Recoed[1]

.

.

.
Group Recoed[M]

Number of Group

Records(M)

Reserved

IGMPv3成员关系

报告报文

 
图1-4 IGMPv2、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格式 

2. IGMPv3 Snooping 处理 

  说明： 

IGMPv3 report 报文只支持 include 模式，即，除了 include { NULL } 报文转换为

IGMPv2 leave 报文外，其它类型的报文都解析为 IGMPv2 report 报文 

 

通过 IGMPv3 Snoopin 功能，当 S9500 交换机收到 IGMPv3 查询报文时，立即在

VLAN 内透传该报文，然后再转换为 IGMPv2 查询报文，进行后续处理。 

1.1.3  IGMP Snooping 的实现 

1. 与 IGMP Snooping 相关的概念 

为描述方便，先介绍一下以太网交换机上与 IGMP Snooping 相关的概念。 

 路由器端口（Router Port）：交换机上连接组播路由器的端口，而不是指路由

器设备上的端口。 

 组播成员端口：以太网交换机上与组播组成员相连的端口。此处的组播组成员

是加入某个组播组的主机。 

 MAC 组播组：以太网交换机维护的以 MAC 组播地址标识的组播组。 

 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路由器端口老化定时器设置的时间，如果在此定时器超

时后还没有收到 IGMP 通用查询普遍组查询报文，交换机就认为这个端口不再

是一个路由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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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播组成员端口老化时间：当一个端口加入组播组的同时，启动该端口的老化

定时器，组播组端口成员老化时间就是该定时器设置的时间。如果在此定时器

超时后还没有收到 IGMP 报告报文或者 PIM 的 Hello 报文，那么以太网交换机

就向该端口发送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如果还是接收不到 IGMP 报告报文，

则交换机就认为此端口不再是该组播组成员端口。 

 最大响应查询时间：当向组播成员端口发送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同时，以

太网交换机会启动一个响应查询定时器，最大响应查询时间就是该定时器设置

的时间。如果在最大响应查询时间之内没有收到 IGMP 报告报文，以太网交换

机就把该端口从组播成员端口中删去。 

2. 利用 IGMP Snooping 实现二层组播 

以太网交换机通过运行IGMP Snooping实现对IGMP报文的侦测，并为主机及其对应

端口与相应的组播组地址建立映射关系。为实现IGMP Snooping，二层以太网交换

机对各种IGMP报文的处理过程如图 1-5所示。 

IGMP 报文

IGMP报文

以太网交换机运行
IGMP Snooping

路由器运行
IGMP 协议

Internet

 
图1-5 实现 IGMP Snooping 示意图 

 IGMP 通用查询报文：IGMP 通用查询报文是组播路由器向组播组成员发送的

报文，用于查询哪些组播组存在成员。当收到 IGMP 通用查询报文时，如果收

到通用查询报文的端口原来就是路由器端口，以太网交换机就重置该端口的老

化定时器；如果收到通用查询报文的端口原来不是路由器端口，则交换机启动

对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是组播路由器向组播组成员发

送的报文，用于查询特定组播组是否存在成员。当以太网交换机收到 IGMP 特

定组查询报文时，只向被查询的组播组发特定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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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MP 报告报文：IGMP 报告报文是主机向组播路由器发送的报告报文，用于

申请加入某个组播组或者应答 IGMP 查询报文。当以太网交换机收到 IGMP 报

告报文时，首先判断该报文要加入的组播组对应的 MAC 组播组是否已经存在。 

如果对应的 MAC 组播组不存在，不只是通知路由器有成员加入某个组播组，

还会新建 MAC 组播组，并将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加入该 MAC 组播组中，同

时启动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将该端口所属 VLAN 下存在的所有路由器端口

加入到此 MAC 组播转发表中，而且新建组播组，并将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加

入到组播组中。 

如果该报文对应的 MAC 组播组已经存在，但是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不在该

MAC 组播组中，则将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加入 MAC 组播组中并启动该端口

的老化定时器，然后判断此报文对应的组播组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新建

组播组并把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加入到组播组中，如果存在则将接收报告报文

的端口加入到组播组中。 

如果该报文对应的 MAC 组播组已存在，并且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也已经存在

于该 MAC 组播组，则仅重置接收报告报文的端口上的老化定时器。 

 IGMP 离开报文：IGMP 离开报文是组播组成员向组播路由器发送的报文，用

于告知路由器主机离开了某个组播组。当以太网交换机收到对某组播组的离开

报文，则会向接收此离开报文的端口发送所离开组的特定组查询报文，以确认

此端口相连的主机中还有没有此组播组的其他成员，同时启动一个响应查询定

时器。如果在该定时器超时的时候还没有收到该组播组的报告报文，则将该端

口从相应 MAC 组播组中删去。如果 MAC 组播组没有组播成员端口时，交换

机将通知组播路由器将该分支从组播树中删除。 

  说明： 

 可以通过将二层交换机的某个端口配置为组播组成员来响应组播路由器的 IGMP
查询报文，从而避免组播路由器认为当前网段没有组播组的成员而取消相应的路

径。具体配置原理及配置过程可参见“4-2  IGMP 配置”中的“1.3.10  配置路由

器加入指定组播组”部分。 
 缺省情况下，二层交换机端口不加入任何组播组。需要注意的是，指定的端口必

须属于该 VLAN，且该 VLAN 使能了 IGMP Snooping 协议，否则配置不会起作

用。 

 

1.2  IGMP Snooping 配置 

 启动IGM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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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IGMP Snooping参数 

 配置IGMP Snooping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VLAN内不广播功能 

 配置组播组过滤特性规则 

 配置IGMP Snooping快速离开属性 

 配置组播的静态路由器端口特性 

 配置IGMP Snooping未知组播数据负载分担 

 配置IGMP Snooping查询器 

 配置IGMP Snooping报文透传抑制功能 

 配置IGMP Report报文透传抑制功能 

1.2.1  启动 IGMP Snooping 

启动 IGMP Snooping 来控制其在二层建立和维护 MAC 组播转发表。 

1. 配置准备 

 同一个 VLAN 或该 VLAN 对应的虚接口上不能同时运行二层和三层组播协议。 

 VLAN 内未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2. 启动 IGMP Snooping 

表1-1 启动 IGMP Snooping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 enable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启动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 enable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显示当前 IGMP Snooping 的

配置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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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配置 IGMP Snooping 时，应首先在系统视图下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然

后在 VLAN 视图下使能 IGMP Snooping，否则 IGMP Snooping 不能生效。 
 isolate-user-vlan 支持 IGMP Snooping 功能，在 isolate-user-vlan 下使能 IGMP 

Snooping 后，所有的 Secondary VLAN 具备了 IGMP Snooping 功能，Secondary 
VLAN 使能 IGMP Snooping 没有意义。 

 Secondary VLAN 内的 IGMP 报文，会直接转换成在 isolate-user-vlan 进行处理，

即所有的组播业务在 isolate-user-vlan 内进行。 
 Secondary VLAN 内的端口不能作为连接组播源的端口。 

 

1.2.2  配置 IGMP Snooping 参数 

IGMP Snooping 参数配置的任务包含： 

 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最大响应查询时间 

 组播组成员端口老化时间 

1. 配置准备 

全局使能 IGMP Snooping。 

2. 配置 IGMP Snooping 参数 

表1-2 配置 IGMP Snooping 参数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igmp-snooping 
router-aging-time seconds 

可选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端口老化

时间为 260 秒 

配置最大响应查询时间 
igmp-snooping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可选 

缺省情况下，最大响应查询时

间为 1 秒 

配置组播组成员端口老化时

间 
igmp-snooping 
host-aging-time seconds 

可选 

缺省情况下，组播组成员端口

老化时间为 2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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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配置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播功能 

当 VLAN 没有启用 IGMP Snooping 时（也没有启用三层组播），不论该功能是否使

能，未知组播数据报文都在 VLAN 内广播。因此，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

广播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该 VLAN下已启动 IGMP snooping 且执行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enable 命令。 

1. 配置准备 

VLAN 下启动 IGMP Snooping。 

2. 配置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播功能 

 对于普通单板 

表1-3 对于普通单板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播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IGMP Snooping 未知组

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

播功能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enable 

缺省情况下，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广播 

 

 对于特定单板 

表1-4 对于特定单板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播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10GE单板硬件上支持多

个 VLAN 的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播功能 

igmp-snooping 
10ge-non-flooding enable 
slot slot-num 

缺省情况下，相应单板在硬件

上不支持多个 VLAN 二层组

播不广播功能 

启动 IGMP Snooping 未知组

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不广

播功能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enable 

缺省情况下，组播数据报文在

VLAN 内广播 

显示配置信息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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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 LSB1XP2B0、LSB1XK1B0、LSB1TGX1B0 单板上的 10GE 端口（包括

1X10GE 单板和 2X10GE 单板），要求实现多个 VLAN 都具备二层组播不广播

功能，且这些单板没有同时跨板转发和板内转发的需求时，执行此配置，若没有

这两个需求，不推荐使用。 
 正确配置命令后，相应接口板将自动重启以使配置生效。 
 当单板不在位时，命令不生效。 

 

1.2.4  配置组播组过滤特性规则 

1. 配置准备 

全局使能 IGMP Snooping。 

2. 配置组播组的过滤规则 

表1-5 配置组播组的过滤规则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在指定 VLAN 上设置组播组

的过滤规则 
igmp-snooping 
group-policy acl-number 

必选 

缺省情况下，在 VLAN 内不设置

过滤规则，此时主机可以加入任

一组播组 

在 VLAN 上配置组播组过滤规则

时，规则里没有注明允许创建的

组播组，都不允许创建。 

 

  注意： 

 在 VLAN 上绑定了一个不存在的 ACL，或绑定的 ACL 没有配置规则的情况下，

主机不能加入任何组播组。 
 组播组过滤规则不受 ACL 本身的限制。组播组过滤功能对指定 VLAN 内的所有

成员都生效。 
 只有当与 acl-number 绑定的配置规则存在的情况下，该组播组的过滤规则才会

生效。 
 组播组过滤规则对本设备配置的静态组加入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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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配置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 

1. 配置准备 

全局使能 IGMP Snooping。 

2. 配置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 

表1-6 配置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在系统视图下启动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  

igmp-snooping fast-leave [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启动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
igmp-snooping fast-leave [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详细配置请参见本章节对应的命令手册。 

  说明： 

在系统视图或在端口视图下的快速离开特性配置是各自独立的。即在系统视图下配

置是对指定VLAN内的所有端口生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是对本端口在指定的VLAN
内生效（如一个 Trunk 端口属于多个 VLAN 的情况）。 

 

  注意： 

 进行快速离开属性配置时，如果指定的 VLAN 不存在、端口不属于指定 VLAN 或

者 VLAN 上没有使能 IGMP Snooping 的情况下，虽然允许用户配置，但快速离

开功能不会生效。 
 如果重新启动系统的 IGMP Snooping 功能，则在此之前的快速离开属性配置全

部被清除。 
 在系统没有启动全局 IGMP snooping（系统视图下输入 igmp-snooping enable
命令）的情况下不能配置此命令。 

 在聚合端口上配置时，只有配置在聚合主端口上的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

性生效，配置在聚合从端口上的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不生效。 
 如果端口上有同组的 IGMP 版本 1 的主机加入，即使端口配置了 IGMP Snooping
快速离开属性，收到该组的 IGMP Leave 报文时仍不会快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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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配置组播的静态路由器端口特性 

用户通过配置 VLAN 内的端口为静态路由端口，实现 IGMP 协议报文在该端口的透

明传输，从而满足特定网络环境的需求。 

1. 配置准备 

 要配置的端口和 VLAN 都存在 

 要配置的端口在指定 VLAN 内 

2. 配置组播的静态路由端口特性 

用户可以在 VLAN 视图下配置某端口为此 VLAN 内的静态路由端口。 

表1-7 在 VLAN 视图下配置 VLAN 内的端口为静态路由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配置组播的静态路由端

口特性 
multicast static-router-port 
port-number 

其中 port-number 的表示方式为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其中 interface-type 只能是以太网

端口类型 

缺省情况下不设置静态路由端口 

 

用户也可以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配置本端口为指定 VLAN 内的静态路由端口。 

表1-8 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配置 VLAN 内的端口为静态路由端口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nterface-type 只能是以太网

端口类型 

配置组播的静态路由端口特

性 
multicast static-router-port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不设置静态路由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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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 port-number 不存在或者指定端口不在指定 VLAN 内，则不允许配置端口的

静态路由特性； 
 如果 vlan-id 不存在或者指定端口不在指定 VLAN 内，则不允许配置该端口的静

态路由特性； 
 静态路由端口允许多次配置，即一个 VLAN 内可以指定多个静态路由端口，并且

新的静态路由端口不会覆盖之前配置的静态路由端口。 
 一个端口 Trunk 多个 VLAN 时，这个端口可以配置为多个 VLAN 的静态路由口。 
 用户虽然可以在 VLAN 视图或者以太网端口视图下配置端口的静态路由属性，但

是只能在查看以太网端口属性时才能查看到此配置。 
 静态路由口的配置不会区分当前配置的端口是否为聚合的情况，只在当前配置的

端口上生效；如果要让聚合组中的所有端口都实现静态路由口的功能，可以在该

聚合组中的每个端口上都使能静态路由口功能。 
 若使能 IGMP-Snooping、IGMP、PIM-DM 或 PIM-SM，则静态路由端口有效。 

 

1.2.7  配置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负载分担 

VLAN 启动 IGMP Snooping 命令后，当目的组播组没有成员端口加入时，组播数据

报文将在 VLAN 内广播。启动 IGMP Snooping nonflooding 功能后，当没有成员端

口存在时，数据报文只向路由器端口转发，不在 VLAN 内广播。由于路由器会定时

发出 IGMP Query、PIM Hello 报文，因此设备可以辨别出哪些端口是路由器端口。

如果既没有成员端口，也没有路由器端口，那么数据报文将直接被丢弃，不再转发。 

当有用户加入相应组播组后，系统会删除原有的通过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
建立的组播 MAC 表项，并建立新的 IGSP 组播 MAC 表项。如果组播 MAC 表项中

的出端口为聚合口，那么系统会通过 hash 算法使不同的组播 MAC 尽量均匀分配到

聚合口的不同成员口上，从而达到组播流量负载分担的目的。 

1. 配置准备 

无 

2. 配置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负载分担 

配置 IGMP-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VLAN 内不广播 

表1-9 配置 IGMP Snooping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VLAN 内不广播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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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 IGMP Snooping 
nonflooding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enable 必选 

配置 IGMP Snooping 
non-flooding 表项老化时间 

igmp-snooping 
non-flooding 
entry-age-time HH:MM:SS 

可选 

显示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注意： 

 全局使能 IGSP non-flooding 命令时，老化时间点就已经配置了，默认老化时间

点为 3:00:00 
 全局去使能 IGSP 或 IGSP non-flooding 命令时，老化时间点亦同时失效 

 

1.2.8  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一般来说，IGMP Snooping 在二层交换机上运行，下行连接用户，上行连接三层设

备，由三层设备发出的通用查询报文维护同一个网段的组播成员关系，启用 IGMP 
Snooping 的设备仅通过窥探 IGMP 报文来维护二层组播转发表。有些应用场合并不

需要有三层设备，但还要运行二层组播。因此，通过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实

现了在没有三层设备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并维护组播转发表的功能。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适用于纯二层组播网络，也就是没有配置任何三层协议的组

播网络。 

IGMP

MultiCast
Server 

Switch (IGSP)

通用查询

IGMP  Report

Member

Member

IGMP 通用查询

 
图1-6 实现 IGMP Snooping 查询示意图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配置的任务包含： 

 启动 IGMP Snooping；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询报文的最大响应时间；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询报文的源地址； 

 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IGMP Snooping 第 1 章  IGMP Snooping 配置

 

1-15 

1. 配置准备 

 同一个 VLAN 或该 VLAN 对应的虚接口上不能同时运行二层和三层组播协议； 

 VLAN 内未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使能了 VLAN VPN 特性的端口未加入 VLAN。 

2. 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表1-10 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 enable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启动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 enable | 
disable } 

必选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

询报文的时间间隔 

igmp-snooping 
query-interval time-interval 

可选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查询器的查询时间间隔为 60s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

询报文的最大响应时间 

igmp-snooping 
max-response-time 
max-response-time 

可选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报文的最大响应

时间为 10s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通用查

询报文的源地址 

igmp-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 
{ current-interface | 
ip-address } 

可选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的查询

报文的源地址为 0.0.0.0 

配置 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igmp-snooping querier 
必选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关闭 

显示指定 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vlan vlan-id  

display 命令在任意视图下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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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IGMP-Snooping 查询器默认源 IP 地址为 0.0.0.0；或配置使用虚接口主 IP 地址，

但发送报文时取虚接口主 IP 地址失败，查询器发送的通用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

填 0.0.0.0。有些设备可能不支持源 IP 地址为 0.0.0.0 的报文，需要手工配置查询

器源 IP 地址。 
 当配置的查询器较多时，为了防止过多的通用查询报文对设备性能的影响，应尽

量将查询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1.2.9  配置 IGMP Snooping 报文透传抑制功能 

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收到 IGMP Report 或 IGMP Leave 报文时，需

立即向 VLAN 内路由口透传（透传是指从端口上收到报文时，不作任何修改，立即

从指定的端口转发出去）。但 VLAN 内收到的 IGMP 报文过多时，全部向路由口透

传会导致上层设备受到冲击。因此，需要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对向

路由口透传的 IGMP Report 及 IGMP Leave 报文进行抑制。 

增加 IGMP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开关。 

打开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开关后，对于收到的 Report 报文，根据该 Report 报告的

组播组最近一次是否收到过查询报文来决定是否透传该 IGMP Report 报文。 

  说明： 

 IGMP Leave 报文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处于被抑制状态，不受

其他报文透传抑制开关的影响。 
 S9500 系列交换机目前不支持 IGMPv3 协议报文的透传抑制功能。 

 

1.2.10  配置 IGMP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功能 

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收到 IGMP Report 或 IGMP Leave 报文时，需

立即向 VLAN 内路由口透传（透传是指从端口上收到报文时，不作任何修改，立即

从指定的端口转发出去）。但 VLAN 内收到的 IGMP 报文过多时，全部向路由口透

传会导致上层设备受到冲击。因此，需要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对向

路由口透传的 IGMP Report 及 IGMP Leave 报文进行抑制。 

增加 IGMP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开关。 

打开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开关后，对于收到的 Report 报文，根据该 Report 报告的

组播组最近一次是否收到过查询报文来决定是否透传该 IGMP Report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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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IGMP Leave 报文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 VLAN 上处于被抑制状态，不受

其他报文透传抑制开关的影响。 
 S9500 系列交换机目前不支持 IGMPv3 协议报文的透传抑制功能。 

 

1. 配置准备 

全局使能 IGMP Snooping。 

2. 配置 IGMP Report 报文透传抑制功能 

表1-11 配置 IGMP Snooping Report 报文抑制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配置 IGMP Snooping Report
报文抑制功能 

igmp-snooping 
report-aggregation 

必选 

默认情况下，IGMP Report 报
文的透传抑制功能关闭 

显示全局视图的 IGMP 
Snooping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display 命令在任意视图下执

行 

 

1.3  IGMP Snooping 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GMP 
Snooping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igmp-snooping 命令可对组播进行调试。 

表1-12 IGMP Snooping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当前 IGMP Snooping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显示 IGMP Snooping 对收发包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stics 

显示 VLAN 下的组播组和 MAC 组播组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 vlan 
vlan-id [ group-address ] ] 

打开 IGMP Snooping 信息开关 
debugging igmp-snooping { abnormal | all 
| events | forward | groups | packets | 
timers } 

清除 IGMP Snooping 统计信息 reset igmp-snooping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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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GMP Snooping 典型配置举例 

1.4.1  启动 IGMP Snooping 

1. 组网需求 

为了实现交换机的 IGMP Snooping 功能，需要在交换机上启动 IGMP Snooping。
交换机上的路由器端口接到路由器上，其他非路由器端口则接到用户的 PC 机上。 

2. 组网图 

Switch

Router

Multicast

Internet

 
图1-7 配置 IGMP Snooping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假设要在 VLAN10 上启动 IGMP Snooping，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 查看 IGMP Snooping 当前的状态。 

<H3C> display igmp-snooping configuration 

# 当 IGMP Snooping 没有启动时，在系统视图下启动 IGMP Snooping。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gmp-snooping enable 

# 显示 VLAN10 接口配置，查看该接口是否运行了 PIM 协议或 IGMP 协议。 

[H3C]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在 VLAN 视图下启动 IGMP Snooping（只有在 VLAN 10 上没有运行 PIM 和 IGMP
协议时，才能在 VLAN 视图下启动 IGMP Snooping）。 

[H3C] vlan 10 

[H3C-vlan10] igmp-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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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GMP Snooping 故障诊断与排错 

故障现象：交换机不能实现组播功能。 

故障排除： 

(1) IGMP Snooping 没有启动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命令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查看 IGMP Snooping

的状态。 

 如 果 IGMP Snooping 没 有 启 动 ， 则 要 先 在 系 统 视 图 下 执 行 命 令

igmp-snooping enable 命令启动 IGMP Snooping，然后在 VLAN 视图下使

用相同命令启动对应 VLAN 的 IGMP Snooping。 

(2) IGMP Snooping 建立的组播转发表不正确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命令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查看组播组是否是

所预期的。 

 如果 IGMP Snooping 建立的组播组不正确，则向专业维护人员求助。 

 如果排除了原因 2，则进入原因分析 3。 

(3) 底层建立的组播转发表不正确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命令 display mac-address vlan，显示底层在 vlan-id 下所

建立的MAC组播转发表是否和 IGMP Snooping建立的MAC组播转发表一致。 

 如果不一致则请向维护人员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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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组播 VLAN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组播 VLA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组播VLAN简介组播VLAN PLUS简介  

了解组播 VLA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组播VLAN配置

了解组播 VLAN PLUS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组播VLAN PLUS

进行关闭端口三层组播功能配置 关闭端口三层组播功能配置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 组播VLAN典型配置案例

配置举例 2： 组播VLAN PLUS的配置举例

 

1.1  组播 VLAN 简介 

基于当前的组播点播方式，当处于不同的 VLAN 的用户点播时，每个 VLAN 会在本

VLAN 内复制一份组播流。这种组播点播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带宽。因此，我们通过

配置组播 VLAN 的方式，将交换机的端口加入到组播 VLAN 内，并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功能以后，使不同 VLAN 内的用户共用一个组播 VLAN。这样，组播流只

在一个组播 VLAN 内传输，从而节省了带宽。 

由于组播 VLAN 与用户 VLAN 完全隔离，因此安全和带宽都得以保证。在配置了组

播 VLAN 以后就保证了组播信息流能够持续不断的发送到用户。 

1.2  组播 VLAN 配置 

组播VLAN是基于二层组播实现的。组播VLAN配置过程如表 1-1所示。 

表1-1 组播 VLAN 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系统使能 IGMP Snooping 功能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VLAN 使能 IGMP Snooping 功能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使能组播 VLAN 功能 service-type multicast 必选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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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与用户相连的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定义端口的类型为 Hybrid port link-type hybrid 必选 

将 VLAN 加入到相应的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untagged 必选 

 

  说明： 

 一个端口只可以属于一个组播 VLAN； 
 与用户终端相连的端口类型只能够设置为 Hybrid，并且对该组播 VLAN 的报文不

打标签； 
 当前系统最多允许配置 3 个组播 VLAN。 

 

1.3  组播 VLAN 典型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组播 VLAN，使 VLAN2 和 VLAN3 内的用户通过组播 VLAN10 接收组播流。 

表1-2 设备编号及说明 

设备 描述 说明 

Switch A 三层交换机 

VLAN2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10.1.1/24，E1/1/1 属于

VLAN2，E1/1/1 和 Work Station 相连 

VLAN2 上配置三层组播 PIM-DM 

VLAN10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20.1.1/24，E1/1/10 属于

VLAN10，E1/1/10 与 Switch B 相连 

VLAN10 上配置三层组播 PIM-DM 和 IGMP 

Switch B 二层交换机 
VLAN2 包含端口 E1/1/1，VLAN3 包括端口 E1/1/2，两个端

口分别与 PC1、PC2 相连 

端口 E1/1/10 和 Switch A 相连 

PC 1 用户 1 接入 Switch B 的端口 E1/1/1 

PC 2 用户 2 接入 Switch B 的端口 E1/1/2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组播 VLAN 第 1 章  组播 VLAN
 

1-3 

2. 组网图 

 

WorkStation E1/1/10

VLAN 10
168.20.1.1

E1/1/1

VLAN 20

PC1

SWITCH B

SWITC
VLAN 2

168.10.1.1E1/1/1

E1/1/2

VLAN 30

PC2

H A

 
图1-1 组播 VLAN 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Switch A 上的配置 

# 配置 VLAN 2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10.1.1/24，并使能 PIM-DM 协议。 

<Switch A>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 A]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68.10.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2] pim dm 

[Switch 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10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20.1.1/24，并使能 PIM-DM 协议和 IGMP 协

议。 

[Switch A] vlan 10 

[Switch A-vlan10] quit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68.20.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pim dm 

[Switch A-Vlan-interface10]igmp enable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quit 

# 将 Ethernet1/1/10 定义为 Trunk 端口，并将该端口加入到 VLAN 10 中。 

[Switch A]interface Ethernet1/1/10 

[Switch A-Ethernet1/1/10]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 A-Ethernet1/1/10]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2) Switch B 上的配置 

# 启动设备 IGM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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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 B] igmp-snooping enable 

# 在 VLAN2 和 VLAN3 上分别启动 IGMP-Snooping。 

[Switch B] vlan 2 

[Switch B-vlan2]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2]quit 

[Switch B] vlan 3 

[Switch B-vlan3]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3] quit 

# 配置 VLAN10 为组播 VLAN，并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 B] vlan 10 

[Switch B-vlan1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10] service-type multicast 

[Switch B-vlan10] quit 

# 将 Ethernet1/1/10 定义为 Trunk 端口，并将该端口加入到 VLAN10 中。 

[Switch B] interface Ethernet 1/1/10 

[Switch B-Ethernet 1/1/10]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 B-Ethernet 1/1/10]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Switch B-Ethernet 1/1/10] quit 

# 将 Ethernet1/1/1 定义为 Hybrid 端口，并将该端口加入到 VLAN2、VLAN10 中，

端口发送 VLAN2 和 VLAN10 的报文时不带 VLAN 标签，端口的缺省 VLAN ID 为

VLAN2。 

[Switch B] interface Ethernet 1/1/1 

[Switch B-Ethernet 1/1/1]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 B-Ethernet 1/1/1] port hybrid vlan 2 10 untagged 

[Switch B-Ethernet 1/1/1] port hybrid pvid vlan 2 

[Switch B-Ethernet 1/1/1] quit 

# 将 Ethernet1/1/2 定义为 Hybrid 端口，并将该端口加入到 VLAN3、VLAN10 中，

端口发送 VLAN3 和 VLAN10 的报文时不带 VLAN 标签，端口的缺省 VLAN ID 为

VLAN3。 

[Switch B] interface Ethernet 1/1/2 

[Switch B-Ethernet 1/1/2]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 B-Ethernet 1/1/2] port hybrid vlan 3 10 untagged 

[Switch B-Ethernet 1/1/2] port hybrid pvid vlan 3 

[Switch B-Ethernet 1/1/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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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组播 VLAN PLUS 简介 

  说明： 

 组播 VLAN 和本文描述的组播 VLAN PLUS 属于不同概念。 
 如不作特殊说明，本章中所指组播 VLAN 均指组播 VLAN PLUS。 

 

组播 VLAN PLUS 是一种基于二层组播协议配置，利用三层组播转发表项进行数据

流转发的一种技术。 

作为小区接入设备的组播交换机，要求具有三层组播复制功能。但现有的设备三层

组播功能的配置过于复杂，对使用的用户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不易使用。因此开发

了具有二层组播用户配置界面、具有三层组播转发功能的组播 VLAN 特性。 

具有组播 VLAN 功能后，上游设备只需要把数据流向组播 VLAN 复制，减少了上游

设备的数据复制工作。而到子 VLAN 用户的数据复制则由启用了组播 VLAN PLUS
的交换机完成。 

1.5  配置组播 VLAN PLUS 

1.5.1  配置准备 

组播 VLAN 是利用了二层 IGMP-Snooping 功能触发建立三层表项。所以配置组播

VLAN 时，必需配置 IGMP-Snooping 协议，才能使组播 VLAN 功能生效。 

1.5.2  配置组播 VLAN PLUS 

表1-3 组播 VLAN PLUS 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系统使能 IGMP Snooping 功能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VLAN 使能为组播 VLAN muticast-vlan enable 必选 

组播 VLAN 使能 IGMP Snooping 功能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 

建立组播 VLAN 和子 VLAN 映射 multicast-vlan vlan-id subvlan vlan-id 必选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子 VLAN 使能 IGMP Snooping 功能 igmp-snooping enab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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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组播 VLAN 是与三层设备互连的； 
 子 VLAN 是与用户侧相连的； 
 当前系统最多允许配置 5 个组播 VLAN； 
 一个组播 VLAN 最多可以配置 64 个子 VLAN； 
 组播 VLAN 和子 VLAN 上不允许配置三层组播协议，反之配置了三层组播协议的

VLAN 不能配置为组播 VLAN 和组播子 VLAN； 
 组播 VLAN 不能为子 VLAN，子 VLAN 同时只能属于一个组播 VLAN； 
 先配置组播 VLAN 才能配置组播子 VLAN； 
 请先配置组播 VLAN，再使能 IGMP-Snooping 协议。 
 对于组播 VLAN Plus 而言，只需要在组播 VLAN 上配置查询器即可，不需要在

子 VLAN 配置查询器；在子 VLAN 上配置的查询器不会真正发送通用查询报文，

但是当该子 VLAN 变为普通 VLAN 或者组播 VLAN 之后，先前配置的查询器就会

生效，向外发送通用查询报文。 

 

1.6  组播 VLAN PLUS 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组播 VLAN10，使子 VLAN 20 和 VLAN 30 通过组播 VLAN10 接收组播数据流。 

表1-4 设备编号及说明 

设备 描述 说明 

Switch A 三层交换机 

 VLAN2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10.1.1/24，E1/1/1 属于

VLAN 2，E1/1/1 和 Work Station 相连 
 VLAN10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20.1.1/24，E1/1/10 属于

VLAN10，E1/1/10 与 Switch B 相连 
 VLAN10 上配置三层组播 PIM-DM 和 IGMP 

Switch B 二层交换机 
 VLAN20 包含端口 E1/1/1，VLAN30 包括端口 E1/1/2，

两个端口分别与 PC1、PC2 相连 
 端口 E1/1/10 属于组播 VLAN10，和 Switch A 相连 

PC 1 用户 1 接入 Switch B 的端口 E1/1/1 

PC 2 用户 2 接入 Switch B 的端口 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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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WorkStation

E1/1/10

VLAN 10
168.20.1.1

E1/1/1

VLAN 20

PC1

SWITCH B

SWIT
VLAN 2
168.10.1.1

E1/1/1

E1/1/10

VLAN 10

E1/1/2

VLAN 30

PC2

CH A

 
图1-2 配置组播 VLAN PLUS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以下配置基于 IP 地址已配置，并正确连接设备的前提。 

(1) Switch A 上的配置 

# 配置 VLAN2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10.1.1/24，并使能 PIM-DM 协议。 

<Switch A>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 A]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 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68.10.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2] pim dm 

[Switch 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10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68.20.1.1/24，并使能 PIM-DM 协议和 IGMP 协

议。 

[Switch 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68.20.1.1 255.255.255.0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pim dm 

[Switch A-Vlan-interface10]igmp enable 

[Switch A-Vlan-interface10] quit 

# 将端口 Ethernet1/1/10 加入到 VLAN10 中。 

[Switch A-vlan10]port interface Ethernet1/1/10 

(2) Switch B 上的配置 

# 启动设备 IGMP Snooping。 

<Switch B>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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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 vlan 10 20 30 

# 配置 VLAN10 为组播 VLAN，并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 B] vlan 10 

[Switch B-vlan10] multicast-vlan enable  

[Switch B-vlan1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10] quit 

# 将端口 Ethernet1/1/10 加入到 VLAN10 中。 

[Switch B-vlan10] port interface Ethernet1/1/10 

# 把 VLAN20 和 VLAN30 创建为组播 VLAN10 的子 VLAN 

[Switch B] multicast-vlan 10 subvlan 20 30  

# 在 VLAN 20 和 VLAN 30 上分别启动 IGMP-Snooping。 

[Switch B] vlan 20 

[Switch B-vlan 2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 20] quit 

[Switch B] vlan 30 

[Switch B-vlan 3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 B-vlan 30] quit 

# 把 VLAN20 和 VLAN30 创建为组播 VLAN10 的子 VLAN。 

[Switch B]multicast-vlan 10 subvlan 20 30 

# 将端口 Ethernet1/1/1 加入到 VLAN20、端口 Ethernet1/1/2 加入到 VLAN30。 

[Switch B] vlan 20 

[Switch B-vlan 20] port interface Ethernet1/1/1 

[Switch B-vlan 20]quit 

[Switch B] vlan 30 

[Switch B-vlan 30] port interface Ethernet1/1/2 

1.7  关闭端口三层组播功能配置 

对于交换机设备，使能三层组播功能是在 VLAN 虚接口的视图下配置的，对于属于

这个 VLAN 的所有端口都会生效。但是在某些时候，需要对指定的端口的指定 VLAN
去使能组播功能。例如在城域网采用组播 VLAN PLUS 的环形组网环境中，如果组

播 VLAN PLUS 的跨 VLAN 转发是使用三层组播功能实现的，并且两个设备都配置

了组播 VLAN，那么组播 VLAN 中的一个组播流就会在不同的设备上跨 VLAN 转发

到组播子 VLAN 的环中，形成一个环中多份流组播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多份组播

流的现象，用户可以关闭指定端口指定 VLAN 的组播转发功能。这样组播流就只能

在组播 VLAN 中广播，而不能跨 VLAN 转发，从而避免了多份组播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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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配置准备 

无 

1.7.2  关闭端口三层组播功能配置过程 

表1-5 关闭端口三层组播功能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视图/RPR 逻辑端

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关闭指定端口的指定 VLAN
的三层组播功能 

l3multicast disable 
[ vlan vlan-id-list ] 

必选 

默认情况下，三层组播是否打开，

依据 VLAN 本身的配置而定 

 

  注意： 

 后缀为 B/D 的单板和百兆端口的 C 类单板不支持参数 vlan vlan-id-list，配置

l3multicast disable 命令后表示该端口所有 VLAN 的三层组播功能都关闭。 
 对于聚合端口，该命令不会同步配置，需要用户自己同步配置。 
 本命令不对 VLAN 的合法性进行检查，即使配置的 VLAN 不存在或者这个端口不

在这个 VLAN 中，系统也会显示该命令也能配置成功。 
 如果在 XP4 类单板的端口上配置该命令，那么在相邻的端口上（端口 1～2 为一

组，端口 3～4 为一组）此配置也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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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PIM-DM 协议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PIM-DM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PIM-DM简介  

了解 PIM-DM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PIM-DM配置

显示配置后 PIM 协议的运行情况，并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PIM-DM协议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PIM-DM典型配置举例  

 

1.1  PIM-DM 简介 

1.1.1  PIM-DM 协议简介 

PIM-D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Dense Mode，密集模式协议无关组播）

属于密集模式的组播路由协议。PIM-DM 适用于小型网络，在这种网络环境下，组

播组的成员相对比较密集。 

1.1.2  PIM-DM 的工作原理 

PIM-DM 的工作过程可以概括为：邻居发现、扩散—剪枝过程、嫁接阶段。 

1. 邻居发现 

PIM-DM 路由器刚开始启动时，需要使用 Hello 报文来进行邻居发现。各个运行

PIM-DM 的网络节点之间使用 Hello 报文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PIM-DM 的 Hello 报

文是周期性发送的。 

2. 扩散—剪枝过程（Flooding&Prune） 

PIM-DM 假设网络上的所有主机都准备接收组播数据。当某组播源 S 开始向组播组

G 发送数据时，路由器接收到组播报文后，首先根据单播路由表进行 RPF 检查，如

果检查通过，路由器创建一个（S，G）表项，然后将数据向网络上所有下游 PIM-DM
节点转发（Flooding）。如果没有通过 RPF 检查，即组播报文从错误的接口输入，

则将报文丢弃。经过这个过程，在 PIM-DM 组播域内，都会创建一个（S，G）表项。 

如果下游节点没有组播组成员，则向上游节点发剪枝（Prune）消息，通知上游节点

不用再向下游节点转发数据。上游节点收到剪枝消息后，就将相应的接口从其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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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表项（S，G）对应的输出接口列表中删除，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以源 S 为根的

SPT（Shortest Path Tree， 短路径树）。剪枝过程 先由叶子路由器发起。 

以上这个过程就称为扩散—剪枝过程。各个被剪枝的节点同时提供了超时机制，当

剪枝超时时，每台路由器又重新开始扩散—剪枝过程。PIM-DM 的扩散—剪枝机制

周期性地不断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PIM-DM 采用 RPF 检查，利用现存的单播路由表构建了一棵从数据

源始发的组播转发树。当一个组播包到达的时候，路由器首先判断到达路径的正确

性。如果到达接口是单播路由指示的通往组播源的接口，那么认为这个组播包是从

正确路径而来；否则，这个组播包将作为冗余报文而被丢弃，不进行组播转发。作

为路径判断依据的单播路由信息可以来源于任何一种单播路由协议，如 RIP、OSPF
发现的路由信息，而不依赖于特定的单播路由协议。 

3. Assert 机制 

如图 1-1所示，如果处于一个LAN网段上的两台组播路由器A和B，都各自有到组播

源S的接收途径，那么它们在接收到组播源S发出的组播数据报文以后，都会向LAN
上转发该组播报文，这时候下游节点组播路由器C就会收到两份相同的组播报文。 

接收

Router A

Router C

由上游节点转发的组播数据包

者

Router B

 
图1-1 Assert 机制示意图 

路由器 A 从其出接口收到路由器 B 的组播数据流，路由器 B 从其出接口收到路由器

A 的组播数据流。路由器 A 和路由器 B 分别发送 Assert 报文，根据 Assert 报文选

举出组播转发路由器来转发组播数据流。选举规则如下：首先根据路径优先级和

metric 进行判断，优先级高和 metric 小的获胜，如果两条或两条以上路径的优先级

和 metric 相同，则 IP 地址 大的获胜，获胜者作为该（S，G）项的上游邻居，由

它负责该（S，G）组播报文的转发。 

  说明： 

目前 S9500 系列交换机不支持 Assert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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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嫁接（Graft） 

当被剪枝的下游节点需要恢复到转发状态时，该节点使用嫁接报文通知上游节点。 

1.2  PIM-DM 配置 

配置 PIM-DM 需要依次进行如下操作，当路由器在 PIM-DM 协议域中运行时，建议

在非边界路由器的全部接口启动 PIM-DM。 

(1) PIM-DM 的基本配置包括： 

 启动组播 

 启动PIM-DM协议 

(2) PIM-DM 的高级配置包括： 

 配置接口的Hello报文发送间隔 

 进入PIM视图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配置PIM邻居过滤 

 配置接口的PIM邻居 大数量 

 清除PIM路由项 

 清除PIM邻居 

1.2.1  启动组播 

请参见“4-2  组播公共配置”中的“1.2  启动组播”部分。 

1.2.2  启动 PIM-DM 协议 

PIM-DM 协议需要分别在各个接口上启动。 

在接口上配置了 PIM-DM 之后，PIM-DM 会定期发送 PIM 协议 Hello 报文，并且处

理 PIM 邻居发送的协议报文。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启动 PIM-DM 协议 

操作 命令 

在接口上启动 PIM-DM 协议 pim dm 

在接口上禁止 PIM-DM 协议 undo pi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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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建议各个接口全部配置 PIM-DM。此配置必须在系统视图下使能组播

路由之后，才能生效。在接口上启动了PIM-DM协议后，不能再对此接口启动PIM-SM
协议，反之亦然。 

1.2.3  配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 

接口启动 PIM 协议后，会定期发送 Hello 报文。发送 Hello 报文的间隔可以依据与

接口相连网络的带宽和类型适当加以修改。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 pim timer hello seconds 

恢复该时间间隔的缺省值 undo pim timer hello 

 

缺省时，Hello 报文发送间隔是 30 秒。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来配置。一般

情况下，无需修改该参数。 

  说明： 

 必须在接口视图下启动 PIM 协议（PIM-DM 或者 PIM-SM）后才允许进行该配置。 
 PIM 邻居保持时间（pim neighbor hold-time）不需要独立设置，因为设置接口发

送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的时候，前者就自动设置成为后者的 3.5 倍时间。 

 

1.2.4  进入 PIM 视图 

配置与 PIM 相关的全局参数需要进入 PIM 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启动 PIM 

操作 命令 

进入 PIM 视图 pim 

清除在 PIM 视图下进行的配置并退回到系统视图 undo pim 

 

1.2.5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可以根据组播数据包和注册报文中封装的组播数据的源、组地址进行过滤，以提高

网络的安全性。 

请在 PIM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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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操作 命令 

对接收的组播数据报文进行源（组）过滤 source-policy acl-number 

取消配置 undo source-policy 

 

如果配置了源地址过滤，并且配置了基本访问控制列表，则对接收的所有组播数据

报文匹配源地址，未通过匹配的报文将被丢弃。 

如果配置了源地址过滤，并且配置了高级访问控制列表，则对接收的所有组播数据

报文匹配源地址和组地址，未通过匹配的报文将被丢弃。 

该命令不仅过滤组播数据，还过滤注册报文中封装的组播数据。 

重复执行此命令，新的配置会覆盖上一次的配置。 

1.2.6  配置 PIM 邻居过滤 

可以通过配置基本访问控制列表，限制只有通过过滤的路由器才能作为当前接口的

PIM 邻居。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 PIM 邻居过滤 

操作 命令 

对 PIM 邻居进行过滤 pim neighbor-policy acl-number 

取消配置 undo pim neighbor-policy 

 

1.2.7  配置接口的 PIM 邻居最大数量 

为防止建立大量的 PIM 邻居关系后耗尽路由器内存，导致路由器故障，可以对路由

器接口上 PIM 邻居的数量进行限制。而路由器 PIM 邻居总数量的限制由系统内部定

义，用户不能通过命令改变。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接口的 PIM 邻居最大数量 

操作 命令 

配置接口的 PIM 邻居数量限制 pim neighbor-limit limit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pim neighbor-limit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PIM 邻居数量上限为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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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用户配置的时候，该接口上的 PIM 邻居数已经超过了配置值，原有的 PIM 邻

居不会被删除。 

1.2.8  清除 PIM 路由项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清除 PIM 路由项 

操作 命令 

清除 PIM 路由项 

reset pim routing-table { all | { group-address [ mask group-mask | 
mask-length group-mask-length ] | source-address [ mask 
source-mask | mask-length source-mask-length ] | 
{ incoming-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ull } } * } 

 

1.2.9  清除 PIM 邻居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清除 PIM 邻居 

操作 命令 

清除 PIM 邻居 reset pim neighbor { all | { neighbor-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1.3  PIM-DM 协议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PIM 协议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PIM-DM 协议进行调试。 

表1-9 PIM-DM 协议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PIM 协议组播路由表 

display pim routing-table [ { { *g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 **rp [ r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 |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 } | incoming-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ull } | { dense-mode | 
sparse-mode } ] * 

显示 PIM 协议接口信息 display pim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 PIM 相邻路由器信息 display pim neighbor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打开 PIM 协议调试开关 debugging pim common { all | event | packet | ti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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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关闭 PIM 协议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pim common { all | event | packet | timer }

打开 PIM-DM 协议调试开关 debugging pim dm { alert | all | mbr | mrt | timer | warning | 
{ recv | send } { all | assert | graft | graft-ack | join | prune } }

关闭 PIM-DM 协议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pim dm { alert | all | mbr | mrt | timer | 
warning | { recv | send } { all | assert | graft | graft-ack | join 
| prune } }  

 

1.4  PIM-DM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Lanswitch1 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0 连接到 Multicast Source（组播源）；通过接

口 vlan-interface11 连接到 Lanswitch2；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2 连接到

Lanswitch3。通过运行 PIM-DM，在 RECEIVER 1、RECEIVER 2 与 Multicast Source
间实现组播。 

2. 组网图 

Lanswitch3

Lanswitch1

VLAN12

Lanswitch2VLAN10

VLAN11

VL

Multicast
Source

RECEIVER

AN20

VLAN30

RECEIVER

 
图1-2 PIM-DM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Lanswitch1 上的配置。 

# 启动组播路由。 

<H3C>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在接口上启动 IGMP 和 PIM-DM 协议。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etherne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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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10] quit 

[H3C] vlan 11 

[H3C-vlan11] port ethernet 2/1/4  

[H3C-vlan11] quit 

[H3C] vlan 12 

[H3C-vlan12] port ethernet 2/1/6  

[H3C-vlan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1.1.1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10] pim dm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H3C-vlan-interface11] ip address 2.2.2.2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11] pim dm 

[H3C-vlan-interface1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H3C-vlan-interface12] ip address 3.3.3.3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12] pim dm 

(2) Lanswitch2 上的配置，Lanswitch3 类同。 

# 启动组播路由。 

<H3C>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在接口上启动 IGMP 和 PIM-DM 协议。 

[H3C] vlan 11 

[H3C-vlan11] port ethernet 2/1/2  

[H3C-vlan11] quit 

[H3C] vlan 20 

[H3C-vlan20] port ethernet 2/1/6  

[H3C-vlan2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H3C-vlan-interface11] ip address 1.1.1.2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11] pim dm 

[H3C-vlan-interface1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H3C-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3.3.3.2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0]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0] pim dm 

  说明： 

在存在等价路由的情况下，所有等价路由接口都要启动 PIM-DM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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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PIM-SM 协议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PIM-SM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PIM-SM简介  

了解 PIM-SM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PIM-SM配置

显示配置后 PIM 协议的运行情况，并通过查看显示信息

验证配置的效果 PIM-SM协议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PIM-SM典型配置举例

 

2.1  PIM-SM 简介 

2.1.1  PIM-SM 协议简介 

PIM-S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Sparse Mode，稀疏模式协议无关组播）

属于稀疏模式的组播路由协议。PIM-SM 主要用于组成员分布相对分散、范围较广、

大规模的网络。 

与密集模式的扩散—剪枝不同，PIM-SM 协议假定所有的主机都不需要接收组播数

据包，只有主机明确指定需要时，PIM-SM 路由器才向它转发组播数据包。 

PIM-SM 协议中，通过设置 RP（Rendezvous Point，汇聚点）和 BSR（Bootstrap 
Router，自举路由器），向所有 PIM-SM 路由器通告组播信息，并利用路由器的加

入/剪枝信息，建立起 RPT（RP-rooted shared tree，基于 RP 的共享树）。从而减

少了数据报文和控制报文占用的网络带宽，降低路由器的处理开销。组播数据沿着

共享树流到该组播组成员所在的网段，当数据流量达到一定程度，组播数据流可以

切换到基于源的 短路径树 SPT，以减少网络延迟。PIM-SM 不依赖于特定的单播

路由协议，而是使用现存的单播路由表进行 RPF 检查。 

需要说明的是，RP 和 BSR 分别是通过周期性的 RP 宣告和 BSR 自举报文来交互并

建立的。 

运行 PIM-SM 协议，需要配置候选 RP 和 BSR，BSR 负责收集候选 RP 发来的信息，

并把它们广播出去。 

2.1.2  PIM-SM 工作原理 

PIM-SM 的工作过程主要有：邻居发现、RP 共享树（RPT）的生成、组播源注册、

SPT 切换等。其中，邻居发现机制与 PIM-DM 相同，这里不再介绍。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PIM 第 2 章  PIM-SM 协议配置

 

2-2 

1. RP 共享树（RPT）的生成 

当主机加入一个组播组 G 时，与该主机直接相连的叶子路由器通过 IGMP 报文了解

到有组播组 G 的接收者，就为组播组 G 计算出对应的汇聚点 RP，然后向朝着 RP
方向的下一级节点发送加入组播组的消息（join 消息）。 

从叶子路由器到RP之间途经的每个路由器都会在转发表中生成（*，G）表项，表示

无论是哪个源发出的，发送至组播组G的，都适用于该表项。当RP收到发往组播组

G的报文后，报文就会沿着已经建立好的路径到达叶子路由器，进而到达主机。这

样就生成了以RP为根的RPT，如图 2-1所示。 

Multicast Source S

RPT

join

Multicast source registration

RP

Receiver  
图2-1 RPT 示意图 

2. 组播源注册 

当组播源发送了一个组播组报文时，与 S 直接相连的 PIM-SM 组播路由器负责将该

接收到的组播报文封装成注册报文，以单播形式发给对应的 RP。如果一个网段上有

多个 PIM-SM 组播路由器，将由 DR（Designated Router，指定路由器）发送该组

播报文。 

2.1.3  PIM-SM 配置前准备 

1. 配置候选 RP 

在 PIM-SM 网络中，可以存在多个 C-RP（候选 RP），每个 C-RP（Candidate-RP，
候选 RP）负责转发目的地址在一定范围内的组播报文。配置了多个候选 RP 的目的

是实现 RP 的负载分担。这些候选 RP 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所有组播路由器收到 BSR
通告的候选 RP 消息后，根据相同的算法计算出与某一组播组对应的 RP。 

  注意： 

一个 RP 可以为多个组播组服务，每个组播组在任意时刻，只能唯一地对应一个 RP，
不能同时对应多个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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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BSR 

BSR 是 PIM-SM 网络里的管理核心，候选 RP 将声明发送到 BSR，BSR 负责收集

并发布所有候选 RP 的信息。 

  注意： 

一个网络内部只能有一个 BSR，但可以配置多个 C-BSR（Candidate-BSR，候选

BSR）。这样，一旦某个 BSR 发生故障后，能够切换到另外一个。C-BSR 通过自

动选举产生 BSR，优先级高的 C-BSR 成为 BSR，如果优先级相同，则 IP 地址大的

C-BSR 优先成为 BSR。 

 

3. 配置静态 RP 

RP 是组播路由中的核心路由器，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由 BSR 机制选举产生的动态

RP 失效，则可以通过配置静态 RP 来指定 RP。静态 RP 作为动态 RP 的备份，可

以提高网络的健壮性，增强组播网络的运营管理能力。 

2.2  PIM-SM 配置 

(1) PIM-SM 的基本配置包括： 

 启动组播 

 启动PIM-DM协议 

 进入PIM视图 

 配置候选BSR 

 配置候选RP 

 配置静态RP 

(2) PIM-SM 的高级配置包括： 

 设置PIM-SM域边界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配置接口的Hello报文发送间隔 

 配置PIM邻居过滤 

 配置RP对DR发送来的注册报文进行过滤 

 配置PIM-SM路由表项老化时间 

 限定合法BSR的范围 

 限定合法C-RP的范围 

 清除PIM路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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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PIM邻居 

 配置接口的Hello报文发送间隔 

  注意： 

在整个 PIM-SM 域中，至少要在一台路由器上配置候选 RP 和候选 BSR。 

 

2.2.1  启动组播 

请参见“4-2  组播公共配置”中的“1.2  启动组播”部分。 

2.2.2  启动 PIM-SM 协议 

启动组播之后，此项配置才会有效。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 启动 PIM-SM 协议 

操作 命令 

在接口上启动 PIM-SM pim sm 

在接口上禁止 PIM-SM undo pim sm 

 

重复此项配置，以在其他接口上启动 PIM-SM。一个接口在同一时刻只能运行一个

组播路由协议。在接口上启动了 PIM-SM 协议后，不能再对此接口启动 PIM-DM 协

议，反之亦然。 

2.2.3  进入 PIM 视图 

请参见“1.2.4  进入PIM视图”。 

2.2.4  配置接口的 Hello 报文发送间隔 

PIM-SM 协议一般是在启动该协议的接口上定期广播 Hello 报文，以发现 PIM 邻居，

并判定哪一个路由器是 DR。 

请参见“1.2.3  配置接口的Hello报文发送间隔”。 

2.2.5  配置候选 BSR 

在一个 PIM 域中，需要配置一个或多个候选 BSR，候选 BSR 之间通过自动选举，

产生 BSR，BSR 负责收集并发布 RP 信息。下面简单描述一下候选 BSR 之间的自

动选举：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PIM 第 2 章  PIM-SM 协议配置

 

2-5 

在将路由器配置为候选 BSR 时，必须同时指定一个启动了 PIM-SM 的接口。 

初，每个候选 BSR 都认为自己是本 PIM-SM 的 BSR，并使用这个接口的 IP 地址

作为 BSR 地址，发送自举报文（Bootstrap message）。 

当候选 BSR 收到其它路由器发来的自举报文时，它将新收到的自举报文的 BSR 地

址与自己的 BSR 地址进行比较，比较标准包括优先级和 IP 地址，优先级相同的情

况下，较大的 IP 地址被认为是更好的。如果前者更好，则将这个新的 BSR 地址替

换自己的 BSR 地址，并且不再认为自己是 BSR；否则，保留自己的 BSR 地址，继

续将自己视为 BSR。 

请在 PIM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 配置候选 BSR 

操作 命令 

配置候选 BSR c-bsr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hash-mask-len [ priority ] 

取消候选 BSP 的配置 undo c-bsr 

 

候选 BSR 应配置在骨干网的路由器上。缺省时没有设置 BSR，优先级的缺省值为 0。 

  注意： 

在同一台路由器上只能配置一个候选 BSR，在另外的接口上配置 BSR 会取代先前

的配置。 

 

2.2.6  配置候选 RP 

在 PIM-SM 协议中，路由组播数据创建的共享树是以 RP 为树根的，从组播组到 RP
存在一个映射，一个组播组只能映射到一个 RP 上，不同的组播组可以映射到同一

个 RP 上，也可以映射到不同的 RP 上。 

表2-3 配置候选 RP 

操作 命令 

配置候选 RP c-rp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group-policy acl-number 
| priority priority-value  ]* 

取消候选 RP 的配置 undo c-rp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ll } 

 

配置 RP 时，若没有指定所服务的组播组范围，该 RP 为所有组播组服务，否则，

所服务组的范围限定为指定范围的组播组。建议在骨干网路由器上配置候选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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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候选 RP 所配置的 group-policy 只能配置 permit 规则。配置了 permit 规则以后，

该 RP 只为 permit 规则中包含的组服务。 

2.2.7  配置静态 RP 

为了提高网络的健壮性，配置静态 RP 用作动态 RP 的备份。 

表2-4 配置静态 RP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PIM 视图 pim 必选 

配置静态 RP static-rp rp-address [ acl-number ] 必选 

 

  注意： 

 在 BSR 机制选举产生的 RP 有效的情况下，静态 RP 不起作用。 
 PIM 域内所有路由器必须同时配置该命令并且指定同一 RP 地址。 
 设备可以最多配置 10 个不同的静态 RP 地址，当配置的静态 RP 地址超过该数目

的时候，系统会给出提示信息“Cannot config static-rp, exceeded static-rp  limit 
10”。 

 

2.2.8  设置 PIM-SM 域边界 

设置 PIM-SM 域边界后，自举报文（Bootstrap message）从任何方向都不能穿过

边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分割 PIM-SM 域。 

请在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5 设置 PIM-SM 域边界 

操作 命令 

设置 PIM-SM 域边界 pim bsr-boundary 

删除配置的 PIM-SM 域边界 undo pim bsr-boundary 

 

缺省时，交换机不设置域边界。 

配置了此项配置之后，自举报文不能通过该边界，但其他 PIM 报文可以通过域边界。

此配置能够有效地将网络划分成使用不同 BSR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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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请参见“1.2.5  配置组播源（组）过滤”。 

2.2.10  配置 PIM 邻居过滤 

请参见“1.2.6  配置PIM邻居过滤”。 

请参见“1.2.7  配置接口的PIM邻居 大数量”。 

2.2.11  配置 RP 对 DR 发送来的注册报文进行过滤 

在 PIM-SM 网络中，通过注册报文过滤机制，可以在 RP 上控制哪些源向哪些组发

送报文，即 RP 可以对 DR 发送来的注册报文进行过滤，只接受特定的报文。 

请在 PIM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6 配置 RP 对 DR 发送来的注册报文进行过滤 

操作 命令 

配置 RP 对 DR 发来的注册报文进行过滤 register-policy acl-number 

取消配置的报文过滤 undo register-policy 

 

如果某个源组表项（S，G）被 ACL 拒绝，或者 ACL 没有定义对它的操作，或者没

有定义 ACL，RP 都会向 DR 发送 RegisterStop 消息，阻止该组播数据流的注册过

程。 

  注意： 

只有与 ACL 的 permit 语句匹配的注册报文才会被 RP 接受。指定一个没有定义的

ACL 将使 RP 拒绝所有的注册报文。 

 

2.2.12  配置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时间 

1. 配置简介 

在实际应用中，组播流的数目可能会超出系统 PIM-SM 路由表项的规格，这样会导

致某些组播流不能被正确转发。 

如果接收者的点播模式是周期性的轮询点播（每次只点播其中一部分组播流），那

么我们就可以配置 PIM-SM 路由表项的老化时间小于默认值 210 秒，提前将那些已

经不再转发组播流的组播表项老化掉，使其不再占用系统资源，从而实现了在不扩

大系统 PIM-SM 路由表项规格的情况下组播流的正确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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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准备 

 全局使能组播； 

 配置 PIM-SM 接口（至少配置 1 个）。 

  注意： 

只有在如配置简介中所述的情况下，才需要配置PIM-SM路由表项的老化时间，否则

可能会导致路由表项被误删除。 

 

3. 配置过程 

表2-7 配置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时间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全局使能组播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必选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 

配置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sub ] 必选 

配置 PIM-SM 协议 pim sm 必选 

进入 PIM 视图 pim 必选 

配置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

时间 
pim-sm routing-table 
aging-time time-value 

必选 

缺省值为 210 秒 

 

  注意： 

 如果需要在 RP（Rendezvous Point，汇聚点）上配置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时

间，那么请根据系统中 PIM-SM 路由表项数目进行配置，表项越多，老化时间请

尽量配置的越长，至少不能短于 PIM-SM 的注册周期（60 秒），否则在没有接

收者的情况下，会导致 RP 上的 PIM-SM 路由表项被误老化； 
 在执行了 undo pim 命令、全局去使能组播或者删除最后一个 PIM-SM 接口时，

系统会自动将之前配置的 PIM-SM 路由表项的老化时间恢复为默认值（210 秒）； 
 对于后缀为 DA/DB/DC 的单板，如果配置的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时间小于 210
秒，其误差为 30 秒左右，对于后缀为 C/CA/CB 的单板，其误差可能会大于 30
秒； 

 如果配置的 PIM-SM 路由表项老化时间大于等于缺省值（210 秒），那么其误差

可能会大于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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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限定合法 BSR 的范围 

为了防止网络中合法的 BSR 被恶意取代，避免 BSR 欺骗，可以限定合法 BSR 的范

围，除此范围以外的其他的 BSR 消息，不会被路由器接收，保护网络中 BSR 的安

全性。 

请在 PIM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8 限定合法 BSR 的范围 

操作 命令 

限定合法 BSR 的范围 bsr-policy acl-number 

恢复正常状态，不做任何范围限制 undo bsr-policy 

 

关于 bsr-policy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章节对应的命令手册。 

2.2.14  限定合法 C-RP 的范围 

为了防止 C-RP 欺骗，可以限定合法 C-RP 的范围，并且限定每个 C-RP 所服务的

组范围。 

请在 PIM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9 限定合法 C-RP 的范围 

操作 命令 

限定合法 C-RP 的范围 crp-policy acl-number 

恢复正常状态，不做任何范围限制 undo crp-policy 

 

关于 crp-policy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章节对应的命令手册。 

2.2.15  清除 PIM 路由项 

请参见“1.2.8  清除PIM路由项”。 

2.2.16  清除 PIM 邻居 

请参见“1.2.9  清除PIM邻居”。 

2.3  PIM-SM 协议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PIM 协议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PIM-SM 协议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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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PIM-SM 协议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BSR 信息 display pim bsr-info 

显示 RP 信息 display pim rp-info [ group-address ] 

打开 PIM-SM 协议调试开关 

debugging pim sm { all | mbr { alert | fresh } | verbose | mrt 
| msdp | timer { assert | bsr | crpadv | jp | jpdelay | mrt | 
probe | spt } | warning | { recv | send } { assert | bootstrap | 
crpadv | jp | reg | regstop } }  

关闭 PIM-SM 协议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pim sm { all | mbr { alert | fresh } | 
verbose | mrt | msdp | timer { assert | bsr | crpadv | jp | 
jpdelay | mrt | probe | spt } | warning | { recv | send } 
{ assert | bootstrap | crpadv | jp | reg | regstop } } 

 

2.3.1  PIM-SM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实际的网络中，我们假定各个以太网交换机之间相互可达，各接口的 IP 地址已经

配好。 

 LSA 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与 LSB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1 与主

机 HostA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2 与 LSC 相连； 

 LSB 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与主机 LSA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1

与 LSC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2 与 LSD 相连； 

 LSC 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与主机 HostB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1

与 LSB 相连，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12 与 LSA 相连； 

HostA 是某组播组（组播 IP 地址为：225.1.1.1）的接收者，主机 HostB 现在开始

发送目的地址为 225.1.1.1 的数据，交换机 LSA 通过交换机 LSB 接收主机 HostB 发

送的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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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LSD

LSA

HostA

VLAN11 VLAN12

VLAN10

VLAN10

VLAN12

VL

VL

LSB

LSC

HostB

VLAN11

AN12 VLAN10

AN11

 
图2-2 PIM-SM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LSA 

# 启动 PIM-SM 协议。 

<H3C>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ethernet 2/1/2 to ethernet 2/1/3 

[H3C-vlan1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0]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vlan 11 

[H3C-vlan11] port ethernet 2/1/4 to ethernet 2/1/5 

[H3C-vlan1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H3C-vlan-interface11]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1]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1] quit 

[H3C] vlan 12 

[H3C-vlan12] port ethernet 2/1/6 to ethernet 2/1/7 

[H3C-vlan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H3C-vlan-interface12]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2] pim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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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interface12] quit 

(2) 配置交换机 LSB 

# 启动 PIM-SM 协议。 

[H3C]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ethernet 2/1/2 to ethernet 2/1/3 

[H3C-vlan1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0]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vlan 11 

[H3C-vlan11] port ethernet 2/1/4 to ethernet 2/1/5 

[H3C-vlan1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H3C-vlan-interface11]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1]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1] quit 

[H3C] vlan 12 

[H3C-vlan12] port ethernet 2/1/6 to ethernet 2/1/7 

[H3C-vlan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H3C-vlan-interface12]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2]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2] quit 

# 配置候选 BSR。 

[H3C] pim 

[H3C-pim] c-bsr vlan-interface 10 30 2 

# 配置候选 RP。 

[H3C] acl number 2000  

[H3C-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225.0.0.0 0.255.255.255 

[H3C] pim 

[H3C-pim] c-rp vlan-interface 10 group-policy 2000 

# 配置 PIM 域边界。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H3C-vlan-interface12] pim bsr-boundary 

当 vlan-interface 12 被配置为 PIM 域边界后，交换机 LSD 就收不到交换机 LSB 发

出的 BSR 信息，它将被排除在本 PIM 域之外。 

(3) 配置交换机 L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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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PIM-SM。 

[H3C]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H3C] vlan 10 

[H3C-vlan10] port ethernet 2/1/2 to ethernet 2/1/3 

[H3C-vlan1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H3C-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0]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0] quit 

[H3C] vlan 11 

[H3C-vlan11] port ethernet 2/1/4 to ethernet 2/1/5 

[H3C-vlan1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H3C-vlan-interface11]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1]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1] quit 

[H3C] vlan 12 

[H3C-vlan12] port ethernet 2/1/6 to ethernet 2/1/7 

[H3C-vlan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H3C-vlan-interface12] igm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12] pim sm 

[H3C-vlan-interface12] quit 

  说明： 

在存在等价路由的情况下，所有等价路由接口都要启动 PIM-SM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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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SD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SD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SDP协议简介  

了解 MSD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SDP配置任务简介

显示配置后 MSDP 的运行情况以及查看显示

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MSDP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配置静态RPF对等体  

配置举例 2：配置Anycast RP  

典型配置举例：MSDP综合组网举例  

 

1.1  MSDP 协议简介 

1.1.1  MSDP 简介 

ISP 不希望依靠竞争对手的 RP 转发组播流量，但同时又要求无论组播源的 RP 在哪

里，ISP 都能从信源获取信息发给自己内部的成员。MSDP（Multicast Source 
Discovery Protocol，组播源发现协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MSDP 描

述了多个 PIM-SM 域互连的机制，用于发现其它 PIM-SM 域内的组播源信息。它允

许不同域的 RP 共享其组播源信息，并要求域内组播路由协议必须是 PIM-SM。 

配置了 MSDP 对等体的 RP 将其域内的活动组播源信息通过 SA（Source Active，
活动源）消息通告给它的所有 MSDP 对等体，这样，一个 PIM-SM 域内的组播源信

息就会被传递到另一个 PIM-SM 域。 

MSDP 对等体可以建立在不同域的 RP 或同一域的多个 RP 之间，也可以建立在 RP
与普通路由器之间或者普通路由之间。MSDP 对等体之间使用 TCP 连接。 

MSDP 使得一个 PIM-SM 域不需要依赖另一个 PIM-SM 域内的 RP，因为在得到另

一个 PIM-SM 域内的组播源信息之后，一个 PIM-SM 域里的接收者可以不通过另一

PIM-SM 域里的 RP 而直接加入到这个域内组播源的 SPT 上。 

MSDP 另一个应用是 Anycast RP。在一个域内，用同一个 IP 地址配置不同的路由

器上的某一接口（通常是 Loopback 接口），同时，配置这些路由器上这个接口为

候选 RP，并在这些 RP 之间建立 MSDP 对等体关系。单播路由收敛后，组播源可

以选择最近的 RP 注册，接收者也可以选择最近的 RP 加入其 RPT。这些 RP 之间

通过 MSDP 对等体了解对方的注册源信息，最终每个 RP 了解到整个域内的所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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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源，这样，每个 RP 上的接收者就可以接收到整个域内的所有组播源发出的组播

数据。 

通过向就近的 RP 发起注册和 RPT 加入，实现 RP 的负载分担；一个 RP 失效后，

其原来注册的源和加入者，又会选择另一个就近的 RP 注册和加入，实现了 RP 的

冗余备份。 

另外，MSDP 通过 RPF 检查机制，只接受从正确路径上接收到的 SA 消息，避免接

受冗余的 SA 消息；可以通过配置 Mesh 全连接组来避免 SA 消息在 MSDP 对等体

之间泛滥。 

1.1.2  MSDP 工作原理 

1. 识别组播源和接收组播数据 

如图 1-1所示，PIM-SM域 1 和域 2、域 3 中的RP之间建立MSDP对等体关系，域 3
中存在某个组的成员。 

SGroup
Member

3

DR

RP&MSDP Peer

Register 1

PIM- SM 1

PIM- SM 3
PIM- SM 2

RP&MSDP Peer

2

4 4

4

5

ource

Group
Member

RP&MSDP Peer

5

 
图1-1 MSDP 的工作原理（一） 

当域 1 中的一个组播源向这个组发送数据时，域 3 中的组成员从得知这个组播源到

接收到这个组播源的组播数据的工作过程如下： 

 PIM-SM 域 1 里的组播源开始发送数据包； 

 连接组播源的 DR 将组播源发出的数据封装在 Register 报文里，发给域 1 内的

RP； 

 域 1 中的 RP 将报文解封装，沿域内的共享树向下转发给域内的所有成员，域

内成员可以选择是否切换到源树上； 

 同时，域 1 内的 RP 将生成一个 SA 消息，发送给 MSDP 对等体（PIM-SM 域

2 和域 3 内的 RP）。SA 消息包括如下内容：组播源的 IP 地址、组播组地址

和生成消息的 RP 的地址，并且域 1 内的 RP 也将收到的第一个组播数据封装

在这个 SA 消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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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 MSDP 对等体所在的域（图中为 PIM-SM 域 3）里有组成员，则该域内

的 RP 将 SA 消息中封装的组播数据沿共享树下发到组成员的同时，向组播源

发送加入消息； 

 当逆向转发路径建立起来之后，组播源发出的数据将直接发送到域 3的 RP 上，

RP 向共享树转发数据。此时，域 3 中连接组成员的最后一跳路由器即切换到

SPT 上。 

2. MSDP 对等体之间消息转发过程和 RPF 检查 

如图 1-2所示，SwitchA，SwitchB、SwitchC、SwitchD，SwitchE、SwitchF分别属

于域 1、域 2 和域 3，并在相互之间建立MSDP对等体关系，在图中用双向的箭头表

示。其中SwitchB、SwitchC、SwitchD之间建立Mesh全连接组。 

AS 1

SwitchA

Source

AS  2

hC

B

mesh group

AS 3

SwitchD

SwitchFSwitchE

Switc

Switch

Static peer

 
图1-2 MSDP 的工作原理（二） 

在这些 MSDP 对等体之间转发 SA 消息的过程和 RPF 检查的方法如下： 

 如果发出 SA 消息的 MSDP 对等体就是组播源所在的 RP，接受该 SA 消息，

并向其他对等体转发，如 SwitchA 发给 SwitchB； 

 如果只配置了一个 MSDP 对等体，接受该对等体发来的 SA 消息，如 SwitchB

发给 SwitchA； 

 如果 SA 消息是从静态 RPF 对等体发来的，接受该 SA 消息，并向其他对等体

转发，如 SwitchD 发给 SwitchE； 

 如果 SA 消息是从 MSDP 全连接组中的对等体发来的，接受该 SA 消息，并向

该全连接组以外的对等体转发，如 SwitchB 发给 Swit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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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SA 消息是从同一个域内的 MSDP 对等体发来的，并且该对等体是到源所

在域 RP 的最佳路径上的下一跳，接受该 SA 消息，并向其他对等体转发，如

SwitchE 发给 SwitchF； 

 如果 SA 消息是从不同域的 MSDP 对等体发来的，并且它是到源所在域 RP 最

佳路径上的下一个自治域，接受该 SA 消息，并向其他对等体转发，如：SwitchD

发给 SwitchF； 

 其他 SA 消息，不接受也不转发。 

3. 配置注意事项 

配置 MSDP 的路由器同时需要运行 BGP 或 MBGP，并且，建议 MSDP 对等体的地

址与 BGP 或 MBGP 对等体的地址相同。如果不运行 BGP 或 MBGP，需要配置静

态 RPF 对等体。 

1.2  MSDP 配置任务简介 

MSDP 的基本配置包括： 

 使能MSDP 

 配置MSDP对等体  

MSDP 的高级配置包括： 

 配置静态RPF对等体 

 配置Originating RP 

 配置缓存SA状态 

 配置缓存SA的最大数量 

 请求MSDP对等体的源信息 

 控制创建的源信息 

 控制转发的源信息 

 控制接收的源信息 

 配置MSDP全连接组 

 配置MSDP连接重试周期 

 关闭MSDP对等体 

 清除MSDP连接、统计和SA缓存 

1.2.1  使能 MSDP 

在配置 MSDP 前，必须先使能 M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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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使能 MSDP 

操作 命令 

使能 MSDP 并进入 MSDP 视图 msdp 

清除 MSDP 的所有配置 undo msdp 

 

1.2.2  配置 MSDP 对等体 

通过在本地配置 MSDP 对等体来启动 MSDP。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 MSDP 对等体 

操作 命令 

配置 MSDP 对等体 peer peer-address connect-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取消配置 MSDP 对等体 undo peer peer-address 

为 MSDP 对等体添加描述性文本 peer peer-address description text 

删除已添加的描述性文本 undo peer peer-address description text 

 

其中，添加描述性文本的命令是可选的。 

如果本地路由器与一个 MSDP 对等体同时也是 BGP 对等体，MSDP 对等体和 BGP
对等体应使用相同的 IP 地址。 

存在 MSDP 对等体关系的两台路由器上不一定需要运行 BGP 或 MBGP，只要它们

之间存在一条 BGP 或 MBGP 路径就可以。而如果没有 BGP 或 MBGP 路径，则必

须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1.2.3  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操作 命令 

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static-rpf-peer peer-address [ rp-policy ip-prefix-name ] 

取消配置的静态 RPF 对等体 undo static-rpf-peer peer-address 

 

缺省情况下，没有静态 RPF 对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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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必须先配置 peer 命令，然后才能配置命令 static-rpf-peer。 
 如果在一台路由器上只配置了一个 MSDP 对等体，这个 MSDP 对等体将被当作

静态 RPF 对等体。 

 

当同时配置多个静态 RPF 对等体时，必须遵守如下两种配置方法： 

 都使用 rp-policy 参数：多个静态 RPF 对等体同时起作用，并按照所配置的前

缀列表对 SA 消息中的 RP 进行过滤，只接收 RP 地址通过过滤的 SA 消息。

如果同时配置了多个使用相同 rp-policy 参数的静态 RPF 对等体，则从其中一

个对等体接收到的 SA 消息会向其他对等体转发。 

 都不使用 rp-policy 参数：按照配置的先后顺序，只有第一个连接状态是 UP

的静态 RPF 对等体是激活的，接收来自该对等体所有的 SA 消息，从其它静

态 RPF 对等体接收到的 SA 消息将被丢弃。如果这个激活的静态 RPF 对等体

失效（如配置取消或连接断开），仍然按照配置的先后顺序，重新选择第一个

连接状态是 UP 的静态 RPF 对等体作为激活的静态 RPF 对等体。 

1.2.4  配置 Originating RP 

创建 SA 消息时，可以配置 MSDP 使用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其 SA 消息中的 RP
地址。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Originating RP 

操作 命令 

配置MSDP使用指定接口的 IP地址作为其SA
消息中的 RP 地址 

originating-rp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取消上述操作 undo originating-rp 

 

缺省情况下，SA 消息的 RP 地址为 PIM 配置的 RP 地址。 

1.2.5  配置缓存 SA 状态 

在路由器上配置缓存 SA 状态，可以使后续新加入的组不必等待下一次到达的 SA 消

息，就可以从 SA 缓存中获得所有的活动源，加入到相应的源树。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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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缓存 SA 状态 

操作 命令 

创建 SA 缓存状态 cache-sa-enable 

禁止缓存 SA 状态 undo cache-sa-enable 

 

在缺省情况下，路由器收到 SA 消息后缓存 SA 的状态（即（S，G）项）。 

使用此配置会消耗一些内存来缩短组加入延迟。 

1.2.6  配置缓存 SA 的最大数量 

为防止路由器受到 DoS（Deny of Service）攻击，可以配置路由器缓存 SA 消息的

最大数量。 

请在 MSD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缓存 SA 的最大数量 

操作 命令 

配置缓存 SA 的最大数量 peer peer-address sa-cache-maximum sa-limit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peer peer-address sa-cache-maximum 

 

缺省情况下，缓存 SA 的最大值是 2048。 

1.2.7  请求 MSDP 对等体的源信息 

当一个新组加入时，路由器向指定的 MSDP 对等体发送 SA 请求消息，该 MSDP 对

等体回应其缓存的 SA 信息。如果该 MSDP 对等体没有使能 SA 缓存状态，此配置

无效。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请求 MSDP 对等体的源信息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在接收到一个新组加入消息时，向

其指定的 MSDP 对等体发送 SA 请求消息 peer peer-address request-sa-enable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peer peer-address request-sa-enable

 

本地 RP 发送 SA 请求消息立刻得到所有活动源的响应。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在收到新组的加入消息时不向其 MSDP 对等体发送 SA 请求消

息，而是等待下一个周期发送的 SA 消息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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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控制创建的源信息 

1. 过滤引入的组播路由项 

RP 对每个注册的源进行过滤，以控制在 SA 消息中被通告出去活动源的信息。可以

配置 MSDP 在创建 SA 消息时，只通告组播路由表中符合条件的（S，G）项，即控

制从组播路由表中引入域内的（S，G）项。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过滤引入的组播路由项 

操作 命令 

通告通过访问控制列表的（S，G）项 import-source [ acl acl-number ] 

取消上述配置 undo import-source 

 

缺省情况下，SA 消息只通告域内的源。 

如果执行不带 acl 参数的 import-source 命令，SA 消息将不通告任何源。 

2. 过滤 SA 请求消息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过滤 SA 请求消息 

操作 命令 

过滤来自指定 MSDP 对等体的所有 SA 
request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request-policy 

过滤来自指定 MSDP 对等体的通过基本访问

控制列表的组的 SA request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request-policy acl 
acl-number 

取消过滤 SA 请求消息的配置 undo peer peer-address sa-request-policy

 

缺省情况下，只有缓存 SA 消息的路由器才能回应 SA 请求消息。缺省情况下路由器

接收其 MSDP 对等体发送的所有 SA 请求消息。 

访问控制列表描述组播组地址。如果没有指定访问控制列表，则忽略其 MSDP 对等

体发送的所有 SA 请求。如果指定了访问控制列表，则只处理符合该列表的组的 SA
请求消息，其它的被忽略。 

1.2.9  控制转发的源信息 

对源信息的控制除了控制源信息的创建，还可以控制源信息的转发和接受。使用

MSDP 出方向过滤器或生存时间阈值，都可以控制 SA 消息的转发，缺省情况下，

所有 SA 消息都向 MSDP 对等体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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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MSDP 出方向过滤器 

创建 MSDP 出方向过滤器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过滤掉所有的（S，G）项 

 只转发通过高级访问控制列表的 SA 消息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使用 MSDP 过滤器控制转发的源信息 

操作 命令 

过滤掉所有到指定 MSDP 对等体的 SA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export 

转发通过高级访问控制列表过滤的到指定

MSDP 对等体的 SA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export  acl 
acl-number 

取消对转发的源信息进行过滤 undo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export 

 

2. 使用 TTL 限制带封装数据的 SA 消息 

带封装数据的SA消息只有在被封装数据的 IP头的 TTL不小于阈值时才能发送到指

定的 MSDP 对等体，因此可以通过配置 TTL 阈值来控制带封装数据的 SA 消息的转

发。 

例如，如果需要限制 TTL 小于等于 10 的带封装数据的 SA 消息向域外扩散，可以将

限制域内组播流量的 TTL 阈值设为 10。反之，配置这些报文的 TTL 大于 10，就可

以扩散到域外。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使用 TTL 限制带封装数据的 SA 消息 

操作 命令 

限制到指定 MSDP 对等体的封装在第一个 SA
消息中的组播数据 peer peer-address minimum-ttl ttl 

取消使用 TTL 限制带封装数据的 SA 消息 undo peer peer-address minimum-ttl 

 

缺省情况下，TTL 阈值为 0。 

1.2.10  控制接收的源信息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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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控制接收的源信息 

操作 命令 

过滤掉来自指定 MSDP 对等体的 SA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import 

接收通过高级访问控制列表过滤的来自指定

MSDP 对等体的 SA 消息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import  acl 
acl-number  

取消对接收的源信息进行过滤 undo peer peer-address sa-policy import 

 

与 MSDP 出方向过滤器的功能相似，配置 MSDP 入方向的过滤器就可以控制接受

的 SA 消息。缺省情况下，对从对等体接收到的 SA 消息不进行过滤，全部接受。 

1.2.11  配置 MSDP 全连接组 

如果需要在几个 MSDP 对等体之间实现完全连接，又要避免 SA 消息的泛滥，就可

以将这几个 MSDP 对等体配置为一个全连接组（Mesh Group）。 

来自组外的 SA 消息发送给组内其它成员，同时，对来自组内对等体的 SA 消息不再

进行 Peer-RPF 检查。也不再在组内转发。这就避免了 SA 消息泛滥，同时，也简

化了 Peer-RPF（不需要在 MSDP 对等体之间运行 BGP 或 MBGP）。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 MSDP 全连接组 

操作 命令 

配置 MSDP 对等体成为全连接组成员 peer peer-address mesh-group name 

取消配置的 MSDP 全连接组成员 undo peer peer-address mesh-group name

 

将同一 MSDP 对等体配置到多个全连接组时，最后一个有效。 

1.2.12  配置 MSDP 连接重试周期 

请在 MSD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 MSDP 连接重试周期 

操作 命令 

配置 MSDP 连接重试周期 timer retry seconds 

恢复 MSDP 连接重试周期的缺省值 undo timer retry 

 

缺省情况下，MSDP 连接重试周期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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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关闭 MSDP 对等体 

可以对 MSDP 对等体之间的会话进行关闭，根据需要再进行激活。 

关闭 MSDP 对等体之间的会话后，TCP 连接关闭，并不再重试建立连接，但配置信

息会保留。 

请在 MSDP 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关闭 MSDP 对等体 

操作 命令 

关闭指定的 MSDP 对等体 shutdown peer-address 

取消关闭指定的 MSDP 对等体 undo shutdown peer-address 

 

缺省情况下，MSDP 对等体是使能的。 

1.2.14  清除 MSDP 连接、统计和 SA 缓存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6 清除 MSDP 连接、统计和 SA 缓存 

操作 命令 

清除指定的 MSDP 对等体的 TCP 连接，重置

所有 MSDP 消息 counters reset msdp peer peer-address 

清除 MSDP 对等体的统计信息 reset msdp statistics [ peer-address ] 

清除 MSDP 的 SA 缓存项 reset msdp sa-cache [ group-address ] 

 

1.3  MSDP 显示和调试 

1.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MSDP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MSDP 进行调试。 

表1-17 MSD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来自指定自治域的SA消息中源和组

的数量 display msdp sa-count [ as-number ] 

显示 MSDP 对等体 的详细信息 display msdp peer-status [ peer-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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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从 MSDP 对等体学到的(S,G)状态 display msdp sa-cache [ group-address | 
source-address | autonomous-system-number ]* 

显示 MSDP 对等体状态 display msdp brief 

打开 MSDP 的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sdp { all | connect | event | packet | 
source-active } 

 

  注意： 

只有执行了 cache-sa-enable 命令之后，执行 display msdp sa-count 命令才会有

输出。 

 

2. 跟踪 SA 消息在网络中传递的路径 

可在任意视图下使用 msdp-tracert 命令跟踪组播数据从组播源到目的接收者的所

经过的网络路径，定位错误。 

表1-18 跟踪 SA 消息在网络中传递的路径 

操作 命令 

跟踪 SA 消息在网络中传递的路径 
msdp-tracert source-address group-address 
rp-address [ max-hops max-hops | next-hop-info | 
sa-info | peer-info | skip-hops skip-hops ]* 

 

通过跟踪指定（S，G，RP）项的网络路径，可以定位消息丢失、减少配置错误等

问题。在确定 SA 消息的传递路径后，通过正确配置，可以避免 SA 消息泛滥。 

1.4  MSDP 典型配置举例 

1.4.1  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1. 组网需求 

在图 1-3所示的环境中，四台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在不同PIM-SM域上，它们之间

没有运行BGP或MBGP。 

为了使交换机 D 能够获得 PIM-SM 域 1、域 2 和域 3 三个域中指定的源信息，可以

配置带有 rp-policy 参数的静态 RPF 对等体。 

配置完成后，交换机 SwitchD 只接收来自其静态 RPF 对等体且被相应过滤策略允许

的 SA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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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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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RPF peer

M

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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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Vlan - interfac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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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1

Swi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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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
-

- 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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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

Static RPF peer

Static RPF peer

 4

in 2 SwitchB

SA SA

PIM - SM-

Static RPF peer

 
图1-3 配置静态 RPF 对等体 

3. 配置步骤 

以下是在交换机 D 上进行配置。 

# 配置交换机 SwitchA 为 SwitchD 的静态 RPF 对等体。 

<SwitchD>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D] ip ip-prefix list-a permit 10.10.0.0 16 

[SwitchD] msdp 

[SwitchD-msdp] peer 10.10.1.1 connect-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D-msdp] static-rpf-peer 10.10.1.1 rp-policy list-a 

[SwitchD-msdp] quit 

# 配置交换机 SwitchB 为 SwitchD 的静态 RPF 对等体。 

[SwitchD] ip ip-prefix list-b permit 10.21.0.0 16 

[SwitchD] msdp 

[SwitchD-msdp] peer 10.21.1.1 connect-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D-msdp] static-rpf-peer 10.21.1.1 rp-policy list-b 

[SwitchD-msdp] quit 

# 配置交换机 SwitchC 为 SwitchD 的静态 RPF 对等体。 

[SwitchD] ip ip-prefix list-c permit 10.25.0.0 16 

[SwitchD] msdp 

[SwitchD-msdp] peer 10.25.1.1 connect-interface Vlan-interface30 

[SwitchD-msdp] static-rpf-peer 10.25.1.1 rp-policy li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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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配置 Anycast RP 

1. 组网需求 

在 PIM-SM 域内配置 Anycast RP。SwitchA 和 SwitchB 之间建立 MSDP 对等体，

在 SwitchA 和 SwitchB 上配置向外发送 SA 消息时使用 Loopback0 地址；配置

SwitchA 和 SwitchB 的 Loopback10 接口为 BSR/RP，并配置 Anycast RP 地址，以

达到当有组播组成员加入时，与主机直接相连的交换机能够向拓扑距离最近的 RP
发起加入的目的。 

  说明： 

本例主要进行 SwitchA 和 SwitchB 的配置，由于 SwitchE、SwitchD 和 SwitchC 上

的配置主要是启动组播和在各个接口上启动 PIM-SM 协议，本举例将省略此部分内

容。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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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SwitchD

SwitchA

SRC B
SwitchC

Vlan -
10.21.

Loopback0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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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2

E1/1/3

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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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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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配置 Anycast RP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SwitchB 

# 配置 VLAN。 

<SwitchB>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port ethernet1/1/2 

[SwitchB-vlan10] quit 

[SwitchB] vlan 20 

[SwitchB-vlan20] port ethernet1/1/3 

[SwitchB-vlan2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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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组播。 

[SwitchB]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配置接口 Loopback0 的 IP 地址。 

[SwitchB] interface loopback0 

[SwitchB-LoopBack0] ip address 10.10.1.1 255.255.255.255 

[SwitchB-LoopBack0] quit 

# 配置接口 Loopback1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B] interface loopback10 

[SwitchB-LoopBack1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255 

[SwitchB-LoopBack10] igmp enable 

[SwitchB-LoopBack10] pim sm 

[SwitchB-LoopBack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2.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 pim sm 

[SwitchB-Vlan-interface10] undo shutdown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 

[SwitchB-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0.10.3.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0] igmp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20] pim sm 

[SwitchB-Vlan-interface20] undo shutdown 

[SwitchB-Vlan-interface20] quit 

# 配置 OSPF。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0.2.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0.3.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0.1.1 0.0.0.0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A 为其 MSDP 对等体。 

[SwitchB] msdp 

[SwitchB-msdp] peer 10.2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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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Originating RP。 

[SwitchB-msdp] originating-rp loopback0 

[SwitchB-msdp] quit 

# 配置候选 RP 和 BSR。 

[SwitchB] pim 

[SwitchB-pim] c-rp loopback 10 

[SwitchB-pim] c-bsr loopback 10 30 

(2) 配置交换机 SwitchA 

# 配置 VLAN。 

<SwitchA>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port ethernet1/1/2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ethernet1/1/3 

[SwitchA-vlan20] quit 

# 启动组播。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配置接口 Loopback0 的 IP 地址。 

[SwitchA] interface loopback0 

[SwitchA-LoopBack0] ip address 10.21.1.1 255.255.255.255 

[SwitchA-LoopBack0] quit 

# 配置接口 Loopback1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loopback10 

[SwitchA-LoopBack1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255 

[SwitchA-LoopBack10] igmp enable 

[SwitchA-LoopBack10] pim sm 

[SwitchA-LoopBack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0.21.2.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20] pim sm 

[SwitchA-Vlan-interface20] undo shutdown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SDP 第 1 章  MSDP 配置

 

1-17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21.3.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pim sm 

[SwitchA-Vlan-interface10] undo shutdown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 配置 OSPF 路由。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1.2.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1.3.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1.1.1 0.0.0.0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B 为其 MSDP 对等体。 

[SwitchA] msdp 

[SwitchA-msdp] peer 10.10.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 配置 Originating RP。 

[SwitchA-msdp] originating-rp loopback0 

[SwitchA-msdp] quit 

# 配置候选 RP 和 BSR。 

[SwitchA] pim 

[SwitchA-pim] c-rp loopback 10 

[SwitchA-pim] c-bsr loopback 10 30 

1.4.3  MSDP 综合组网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如图 1-5所示网络中，运行MSDP，在PIM-SM域 1 内配置Anycast RP，PIM-SM
各个域的RP建立MSDP对等体关系，域间使用MBGP组播扩展路由协议（此部分命

令请参见“4-7  MBGP配置”中的“1.4 MBGP 组播扩展典型配置举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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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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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MSDP 综合组网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配置举例重点介绍组播配置步骤，对于路由相关配置有所省略。 

 

(1) 配置交换机 SwitchA 

# 配置 VLAN。 

<SwitchA>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port ethernet1/1/2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30 

[SwitchA-vlan30] port ethernet1/1/3 

[SwitchA-vlan30] quit 

# 启动组播。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配置接口 loopback0 的 IP 地址，启动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loopback0 

[SwitchA-LoopBack0] ip address 10.25.1.1 255.255.255.255 

[SwitchA-LoopBack0] pim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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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LoopBack0] quit 

# 配置接口 loopback10 的 IP 地址，启动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loopback10 

[SwitchA-LoopBack1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255 

[SwitchA-LoopBack10] pim sm 

[SwitchA-LoopBack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3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0 

[SwitchA-Vlan-interface30] ip address 10.25.2.3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3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30] pim sm 

[SwitchA-Vlan-interface30] undo shutdown 

[SwitchA-Vlan-interface3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25.3.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pim sm 

[SwitchA-Vlan-interface10] undo shutdown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 配置 OSPF。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5.2.0 0.255.255.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5.1.1 0.0.0.0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BGP。 

[SwitchA] bgp 100 

[SwitchA-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SwitchA-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A-bgp] peer 10.26.1.2 group in 

[SwitchA-bgp] peer 10.27.1.2 group in 

[SwitchA-bgp] peer in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SwitchA-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A-bgp-af-mul] peer in enable 

[SwitchA-bgp-af-mul] peer 10.26.1.2 group in 

[SwitchA-bgp-af-mul] peer 10.27.1.2 grou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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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bgp-af-mul] peer in next-hop-local 

[SwitchA-bgp-af-mul] quit 

[SwitchA-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A-bgp] peer 10.28.1.1 group ex as-number 200 

[SwitchA-bgp] peer ex default-route-advertise 

[SwitchA-bgp] peer ex ebgp-max-hop 255 

[SwitchA-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A-bgp-af-mul] peer ex enable 

[SwitchA-bgp-af-mul] peer 10.28.1.1 group ex 

[SwitchA-bgp-af-mul] peer ex next-hop-local 

[SwitchA-bgp-af-mul] quit 

[SwitchA-bgp] quit 

# 配置 MSDP 对等体、全连接组和 Originating RP。 

[SwitchA] msdp 

[SwitchA-msdp] peer 10.28.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A-msdp] peer 10.26.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A-msdp] peer 10.27.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A-msdp] peer 10.26.1.2 mesh-group net 

[SwitchA-msdp] peer 10.27.1.2 mesh-group net 

[SwitchA-msdp] originating-rp loopback0 

[SwitchA-msdp] quit 

# 配置候选 RP 和 BSR。 

[SwitchA] pim 

[SwitchA-pim] c-rp loopback 10 

[SwitchA-pim] c-bsr loopback 0 30 

(2) 配置交换机 SwitchE 

# 配置 VLAN。 

<SwitchE>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E] vlan 10 

[SwitchE-vlan10] port ethernet1/1/2 

[SwitchE-vlan10] quit 

[SwitchE] vlan 20 

[SwitchE-vlan20] port ethernet1/1/3 

[SwitchE-vlan20] quit 

# 启动组播。 

[SwitchE]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配置接口 IP 地址，启动 PIM-SM。 

[SwitchE] interface loopbac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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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E-LoopBack0] ip address 10.26.1.2 255.255.255.255 

[SwitchE-LoopBack0] pim sm 

[SwitchE-LoopBack0] quit 

# 配置接口 IP 地址，启动 PIM-SM。 

[SwitchE] interface loopback10 

[SwitchE-LoopBack1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255 

[SwitchE-LoopBack10] pim sm 

[SwitchE-LoopBack10] quit 

# 配置 Vlan-interface10 接口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SwitchE-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26.2.3 255.255.255.0 

[SwitchE-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E-Vlan-interface10] pim sm 

[SwitchE-Vlan-interface10] undo shutdown 

[SwitchE-Vlan-interface10] quit 

# 配置 Vlan-interface20 接口 IP 地址，启动 IGMP 和 PIM-SM。 

[Switch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 

[SwitchE-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0.26.3.1 255.255.255.0 

[SwitchE-Vlan-interface20] igmp enable 

[SwitchE-Vlan-interface20] pim sm 

[SwitchE-Vlan-interface20] undo shutdown 

[SwitchE-Vlan-interface20] quit 

# 配置 OSPF。 

[SwitchE] ospf 

[SwitchE-ospf-1] area 0 

[Switch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6.2.0 0.255.255.255 

[Switch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0 

[Switch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6.1.2 0.0.0.0 

[SwitchE-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E-ospf-1] quit 

# 配置 BGP。 

[SwitchE] bgp 100 

[SwitchE-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SwitchE-bgp] group in internal 

[SwitchE-bgp] peer 10.25.1.1 group in 

[SwitchE-bgp] peer 10.27.1.2 group in 

[SwitchE-bgp] peer in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SwitchE-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E-bgp-af-mul] peer in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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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E-bgp-af-mul] peer 10.25.1.1 group in 

[SwitchE-bgp-af-mul] peer 10.27.1.2 group in 

[SwitchE-bgp-af-mul] peer in next-hop-local 

[SwitchE-bgp-af-mul] quit 

[SwitchE-bgp] group ex external 

[SwitchE-bgp] peer 10.29.1.1 group ex as-number 300 

[SwitchE-bgp] peer ex default-route-advertise 

[SwitchE-bgp] peer ex ebgp-max-hop 255 

[SwitchE-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E-bgp-af-mul] peer ex enable 

[SwitchE-bgp-af-mul] peer 10.29.1.1 group ex 

[SwitchE-bgp-af-mul] peer ex next-hop-local 

[SwitchE-bgp-af-mul] quit 

[SwitchE-bgp] quit 

# 配置 MSDP 对等体、全连接组和 Originating RP。 

[SwitchE] msdp 

[SwitchE-msdp] peer 10.29.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E-msdp] static-rpf-peer 10.29.1.1  

[SwitchE-msdp] peer 10.25.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E-msdp] peer 10.27.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SwitchE-msdp] peer 10.25.1.1 mesh-group net 

[SwitchE-msdp] peer 10.27.1.2 mesh-group net 

[SwitchE-msdp] originating-rp loopback0 

[SwitchE-msdp] quit 

[SwitchE] ip route-static 10.29.1.1 255.255.255.0 Vlan-interface20  

# 配置候选 RP 和 BSR。 

[SwitchE] pim 

[SwitchE-pim] c-rp loopback 10 

[SwitchE-pim] c-bsr loopback 0 30 

  说明： 

Switch A、E 以外的交换机配置不属于组网配置重点，此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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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BGP 组播扩展配置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BG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BGP组播扩展简介  

了解 MBG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BGP组播扩展配置

显示配置后MBGP的运行情况以及查看显示信息验证

配置的效果 MBGP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MBGP组播扩展典型配置举例

 

1.1  MBGP 组播扩展简介 

目前使用最多的域间单播路由协议是 BGP-4，由于组播的网络拓扑和单播拓扑有可

能不同，为了实现域间组播路由信息的传递，必须对 BGP-4 进行改动。网络中的一

些路由器可能只支持单播不支持组播，也可能按照策略配置不转发组播分组。为了

构造域间组播路由树，除了要知道单播路由信息外，还要知道网络中哪些部分是支

持组播的，即组播的网络拓扑情况。 

BGP-4 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稳定的单播域间路由协议，因此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对

BGP-4 协议进行增强和扩展，而不是构建一套全新的协议。RFC2858 中规定了对

BGP 进行多协议扩展的方法，扩展后的 BGP（MBGP，Multiprotocol BGP，也称

为 BGP-4+）不仅能携带 IPv4 单播路由信息，也能携带其它网络层协议（如组播、

IPv6 等）的路由信息，携带组播路由信息只是其中一个扩展功能。 

有了 MBGP 之后，单播和组播路由信息可以通过同一个进程交换，存放在不同的路

由表里。由于 MBGP 是 BGP-4 协议的一个增强版，因此 BGP-4 所支持的常见的策

略和配置方法都可以用到组播里。 

本章主要介绍 MBGP 组播扩展。 

1.1.1  MBGP 为组播扩展的属性 

为了在 MBGP 中支持组播能力，RFC2858 在 UPDATE 报文里定义了两个新的路径

属性： MP_REACH_NLRI（多协议可达 NLRI，Multiprotocol Reachable NLRI）和

MP_UNREACH_NLRI（多协议不可达 NLRI，Multiprotocol Unreachable NLRI）。

它们都是可选非过渡（optional non-transitive）属性，即：不支持 MBGP 的路由器

可以忽略这些属性里的信息，不转发这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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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P_REACH_NLRI和MP_UNREACH_NLRI属性中所携带的信息中，包含了AFI
（Address Family Identifier，地址族标识）和 SAFI（Subsequent Address Family 
Identifier，补充地址族标识）字段，可以指定属性信息是针对哪个地址族的。SAFI
是对 NLRI（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中信息的补充：该字段为 1
表示 NLRI 中的信息是单播模式，该字段为 2 表示 NLRI 中的信息是组播模式。 

1. MP_REACH_NLRI 属性 

MP_REACH_NLRI 是可选非过渡属性，具有以下用途： 

 发送可达新协议的路由； 

 发送新协议的下一跳信息，编码方式与 NLRI 相同； 

 允许路由器报告部分或全部存在于本地系统的 SNPA（Subnetwork Points of 

Attachment，子网接入点）。 

2. MP_UNREACH_NLRI 属性 

MP_UNREACH_NLRI 属性是可选非过渡属性，用于取消一条或多条不可达路由，

包含的字段有： 

 AFI、SAFI； 

 Withdrawn Routes：取消的路由，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 NLRI，NLRI 里的内容

是不可达的目的地址。 

包含 MP_UNREACH_NLRI 属性的 UPDATE 报文不要求携带其他路径属性。 

由于增加了这两个属性，MBGP 具有携带多协议信息的功能。MBGP 既可以支持单

播又可以支持组播，在网络中构建不同的单播和组播拓扑结构，而且能分别支持不

同的策略。所以，针对某一个策略，MBGP 构造出来的域间单播和组播转发路由可

能是不同的。 

1.1.2  MBGP 的运行方式与消息类型 

MBGP 在路由器上以下列两种方式运行： 

 IBGP（Internal BGP） 

 EBGP（External BGP） 

当 MBGP 运行于同一自治系统（AS）内部时，被称为 IBGP；当 MBGP 运行于不

同自治系统之间时，称为 EBGP。 

MBGP 有四种消息： 

 Open Message：连接建立后第一个发送的消息，用于建立 MBGP 对等体间的

连接关系； 

 Notification Message：错误通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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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alive Message：用于检测连接有效性的消息； 

 Update Message： MBGP 系统中最重要的信息，用于在对等体之间交换路由

信息。它最多由三部分构成：不可达路由(MP_UNREACH_NLRI）、路径属性

（Path Attributes）、网络可达性信息（MP_REACH_NLRI）。 

1.2  MBGP 组播扩展配置 

(1) MBGP 组播扩展的基本配置包括 

 启动MBGP组播扩展协议 

 指定MBGP组播扩展要通告的网络路由 

(2) MBGP 组播扩展的高级配置包括 

 配置自治系统的MED值 

 比较来自不同自治系统邻居路径的MED值 

 配置本地优先级 

 配置MBGP定时器 

 配置MBGP对等体/对等体组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配置MBGP路由聚合 

 配置MBGP路由反射器 

 配置MBGP团体属性 

 配置MBGP引入IGP的路由信息 

 定义AS路径列表和路由策略 

 配置MBGP路由过滤 

 复位BGP连接 

  说明： 

以下仅详细列出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的任务，其他在 BGP 视图下或者

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的任务只列出标题及简单描述，具体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

置”和“3-6 路由策略配置”部分。 

 

1.2.1  启动 MBGP 组播扩展协议 

启动 MBGP 组播扩展协议时应进入 IPv4 地址族的组播子地址族。 

启动 MBGP 组播扩展协议后，本地路由器不接收相邻路由器的 MBGP 连接请求。

要使本地路由器主动向相邻路由器发出 MBGP 连接请求，请参照 neighbor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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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BGP 视图、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或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启动 MBGP 组播扩展协议 

操作 命令 

进入 IPv4 地址族的组播子地址族视图 ipv4-family multicast 

删除 IPv4 地址族的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的配置 undo ipv4-family multicast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运行 MBGP 组播扩展协议。 

1.2.2  指定 MBGP 组播扩展要通告的网络路由 

用 network 命令来指定 MBGP 要向对等体通告的网络路由，同时也可指定此网络

路由的掩码和使用的 Route-policy。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指定 MBGP 组播扩展要通告的网络路由 

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 MBGP 要通告的网络路由 network ip-address [ address-mask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本地 MBGP 要通告的网络路由 undo network ip-address [ address-mask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缺省情况下，本地 MBGP 不通告任何路由。 

使用 network 命令通告的是精确匹配的路由，即前缀与掩码要与配置完全符合才能

正确发布。如果没有指定掩码，则按照自然网段进行精确匹配。 

1.2.3  配置自治系统的 MED 值 

在 BGP 视图下配置的 MED，同时对单播和组播都起作用。 

此项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1.2.4  比较来自不同自治系统邻居路径的 MED 值 

除非能够确认不同的自治系统采用了同样的 IGP 和路由选择方式，否则不要使用该

配置。在 BGP 视图下进行该项配置，对单播和组播都起作用。 

此项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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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配置本地优先级 

可用配置不同本地优先级的方法来影响 MBGP 路由选择。当一个运行 MBGP 的路

由器通过不同邻居得到了目的地相同、下一跳不同的路由时，将选取本地优先级最

高的路由作为到达目的地的路由。 

该配置对单播和组播都起作用。 

此项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1.2.6  配置 MBGP 定时器 

当一台路由器与对端路由器建立了 MBGP 连接后，定时向对端发送 Keepalive 消息，

指示连接通路正常，可以保持连接。若路由器在设定的连接保持时间内（Holdtime）
未收到对端的 Keepalive 消息或任何其它类型的消息，即认为此 MBGP 连接已经被

中断，从而退出此 MBGP 连接，并对从此 MBGP 连接收到的路由进行相应的处理。

因此，发送 Keepalive 消息的间隔时间和 MBGP 连接保持时间间隔是 MBGP 机制

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该配置对单播和组播都起作用。 

此项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1.2.7  配置 MBGP 对等体/对等体组 

MBGP 对等体组的使用是为了方便用户配置。当用户配置 MBGP 对等体时，先在

BGP 视图下创建一对等体组并将其配置好；将各对等体加入到此对等体组中以使其

获得与此对等体组相同的配置；然后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使能该对等体组，

并且在该视图下将对等体加入到对等体组，即创建 MBGP 对等体和对等体组。也就

是说，创建 MBGP 对等体/对等体组时，该对等体/对等体组必须已经在 BGP 视图下

配置成功。 

  注意： 

请在技术支持人员的指导下配置对等体组。 

 

1. 创建对等体组及加入组员 

在配置 MBGP 对等体/对等体组时，首先在 BGP 视图下配置对等体组，并将对等体

加入到对等体组。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2. 使能对等体/对等体组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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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使能对等体/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使能指定对等体组 peer group-name enable 

禁止指定对等体组 undo peer group-name enable 

 

3. 将 MBGP 对等体加入到对等体组中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将 MBGP 对等体加入到对等体组中 

操作 命令 

将 MBGP 对等体加入到对等体组中 peer peer-address group group-name 

删除该 MBGP 对等体 undo peer peer-address 

 

4. 配置将 MBGP 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对等体组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 

操作 命令 

配置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对等体组 peer group-name advertise-community 

不将团体属性传给对等体/对等体组 undo peer group-name advertise-community 

 

缺省情况下，不将团体属性传给任何对等体/对等体组。 

5.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为 MBGP 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对等体为 MBGP 路由反射器的客户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作为 MBGP 路由反射器客户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取消对等体/对等体组作为 MBGP 路由反射器客户 undo peer group-name 
reflect-client 

 

缺省情况下，自治系统中无路由反射器。 

一般来说，不需要为对等体组配置此命令。保留该项配置是为了在某些情况下与其

他厂商的设备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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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在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取消向对等体/对等体组发布的路由中下一跳的处理，把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此配

置只对 IBGP 对等体/对等体组有效。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在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操作 命令 

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peer group-name  next-hop-local 

发布路由时不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undo peer group-name next-hop-local 

 

7. 指定对等体/对等体组的路由策略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指定对等体/对等体组的路由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路由策略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route-policy policy-name 
import 

取消入方向路由策略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route-policy 
policy-name import 

配置出方向路由策略 peer group-name route-policy policy-name export 

取消出方向路由策略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route-policy policy-name export 

 

缺省情况下，不指定对等体/对等体组的路由策略。 

8.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 IP 访问控制列表的路由过滤策略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 IP 访问控制列表的路由过滤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过滤策略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取消入方向过滤策略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filter-policy 
acl-number import 

配置出方向过滤策略 peer group-name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取消出方向过滤策略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filter-policy acl-number export 

 

缺省情况下，对等体/对等体组不基于 IP 访问控制列表进行路由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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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策略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过滤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import 

取消入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import 

配置出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export 

取消出方向基于 AS 路径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s-path-acl acl-number export 

 

缺省情况下，对等体/对等体组不基于 AS 访问列表进行路由过滤。 

10.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策略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配置对等体/对等体组的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入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ip-prefix 
prefixname import 

取消入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ip-prefix prefixname import 

配置出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 peer group-name ip-prefix prefixname export 

取消出方向基于前缀列表的路由过滤配置 undo peer group-name ip-prefix prefixname 
export 

 

缺省情况下，对等体/对等体组不基于前缀列表进行路由过滤。 

1.2.8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 

表1-12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操作 命令 

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数目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route-limit 
route-limit-value [ route-limit-percent ] [ alter-only | 
idle-forever | idle-timeout timeout-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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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取消配置对等体组允许接收路由的限制

数目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ess } 
route-limit 

 

1.2.9  配置 MBGP 路由聚合 

MBGP 支持路由的手动聚合。手动聚合是对 MBGP 本地路由进行的聚合，在手动聚

合方式下还可进行一系列参数的配置。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 MBGP 路由聚合 

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路由聚合 
aggregate address mask [ as-set | attrib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tail-suppressed | origin-policy 
route-policy-name | suppress-policy route-policy-name ]* 

取消本地路由聚合 
undo aggregate address mask  [ as-set | attrib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tail-suppressed | origin-policy 
route-policy-name | suppress-policy route-policy-name ]* 

 

缺省情况下，MBGP 不对本地路由进行聚合。 

1.2.10  配置 MBGP 路由反射器 

为保证 MBGP 组播对等体之间的连通性，IBGP 组播对等体之间需要建立全闭合网。

在某些网络中，内部 MBGP 组播网络非常大，建立全闭合网开销很大。 

路由反射器的基本思路是：指定一个路由器作为内部对话的焦点。多个 MBGP 组播

路由器可以与一个中心点对等化，然后多个路由反射器再进行对等化。路由反射器

作为其它路由器的集中点，其它路由器就称为客户机。客户机与路由反射器对等并

与其交换选路信息。路由反射器依次在客户机之间传递（反射）信息。 

有关原理详细描述及具体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1.2.11  配置 MBGP 团体属性 

在 MBGP 的范围内，一个团体是一组具有公共性质的目的地。一个团体不限于一个

网络或一个自治系统，没有物理边界的概念。 

具体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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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配置 MBGP 引入 IGP 的路由信息 

MBGP 可以向其它的自治区域发送本区域的内部网络信息。为了达到此目的，可以

将本地路由器通过 IGP路由协议得到的关于本区域内部的网络信息通过MBGP发送

出去。 

请在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引入 IGP 的路由信息 

操作 命令 

配置 MBGP 引入 IGP 的路由信息 import-route protocol [ route-policy 
policy-name | med med-value ]* 

取消引入 IGP 的路由信息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缺省情况下，MBGP 不引入其它协议的路由。 

protocol指定可引入的源路由协议，目前可为direct、static、rip、isis、ospf与ospf-ase、
ospf-nssa。 

1.2.13  定义 AS 路径列表和路由策略 

有关 AS 路径列表和路由策略（Route-policy）的配置有： 

 配置自治系统的正则表达式（系统视图下） 

MBGP 的 UPDATE 消息中，包含一 AS_PATH 域，在 MBGP 交换路由信息的过程

中，路由信息经过的自治系统路径会记录在这个域中。 

 定义路由策略（Route-policy）（系统视图下） 

 定义匹配规则（路由策略视图下） 

 定义赋值规则（路由策略视图下） 

有关自治系统的正则表达式的具体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其他配置请

参见“3-6  路由策略配置”部分。 

1.2.14  配置 MBGP 路由过滤 

MBGP 的路由过滤和单播 BGP 的路由过滤的配置是是一样的。 

具体配置请参见“3-5  BGP 配置”部分。 

1.2.15  复位 BGP 连接 

用户改变 MBGP 的策略或协议配置后，必须切断当前 BGP 连接，使新配置生效。 

具体配置请“3-5  BGP 配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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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BG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MBGP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MBGP 进行调试。 

表1-15 MBGP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MBGP 路由表中的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 ip-address [ mask ] ] 

显示 CIDR 路由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cidr 

显示指定 MBGP 团体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community [ aa:nn | no-export-subconfed | 
no-advertise | no-export ]* [ whole-match ]

显示指定 MBGP 团体列表允许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community-list community-list-number 
[ whole-match ] 

显示具有不一致的源 AS 的路由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different-origin-as 

查看从指定组播邻居接收的路由或向该邻居

发送的路由 
display bgp multicast peer [ peer-address ] 
[ verbose ] 

显示通过 MBGP 通告的路由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network 

显示对等体组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group [ group-name ]

显示匹配 AS 正则表达式的 AS 路径信息 display bgp multicast routing-table 
regular-expression as-regular-expression 

打开/关闭MBGP UPDATE报文调试信息开关
[ undo ] debugging bgp mp-update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1.4  MBGP 组播扩展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本例说明如何通过 MBGP 属性来管理路由选择。所有交换机都配置 MBGP。AS200
中的 IGP使用 OSPF。Switch A在 AS100中，并作为 AS200中的 Switch B和 Switch 
C的MBGP邻居。Switch B和Switch C对Switch D运行 IBGP，Switch D也在AS20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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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VLAN 40
194.1.1.2/24

VLAN 20
192.1.1.1/24

VLAN 30
193.1.1.1/24

VLAN 20
192.1.1.2/24

2.2.2.2

3.3.3.3

VLAN 40
194.1.1.

VLAN 50
195.1.1.1/24

1.0.0.0

To network
2.0.0.0

To netw
4.0.0.

To network
3.0.0.0

Switch B

Switch C

E1/1/3

E4/1/5

192.1.1.1/24

VLAN 30
193.1.1.2/24

VLAN 50
195.1.1.2/24

1.1.1.1AS100

IBGP

IBGP

EBGP

EBGP

To network
2.0.0.0

Switch A

E1/1/2 E2/1/2
E2/1/4

E4/1/4E3/1/5

E3/1/3

4.4.4.4

1/24

ork
0

AS200

Switch D

 
图1-1 配置 MBGP 路径选择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ethernet1/1/2 

[SwitchA-vlan2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92.1.1.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SwitchA] vlan 30 

[SwitchA-vlan30] port ethernet1/1/3 

[SwitchA-vlan3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 

[SwitchA-Vlan-interface30] ip address 193.1.1.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30] quit 

# 启动 MBGP。 

[SwitchA] bgp 100 

[SwitchA-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 指定 MBGP 要发送的网络。 

[SwitchA-bgp-af-mul] network 1.0.0.0 

[SwitchA-bgp-af-mul] network 2.0.0.0 

[SwitchA-bgp-af-mul] quit 

# 配置对等体。 

[SwitchA-bgp] bgp 100 

[SwitchA-bgp] group a1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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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bgp] peer 192.1.1.2 group a1 as-number 200 

[SwitchA-bgp] group a2 external 

[SwitchA-bgp] peer 193.1.1.2 group a2 as-number 200 

[SwitchA-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A-bgp-af-mul] peer a1 enable 

[SwitchA-bgp-af-mul] peer a2 enable 

[SwitchA-bgp-af-mul] peer 192.1.1.2 group a1 

[SwitchA-bgp-af-mul] peer 193.1.1.2 group a2 

# 配置交换机 A 的 MED 属性。 

 交换机 A 上增加访问控制列表，允许网络 1.0.0.0/8 
[SwitchA] acl number 2000 

[SwitchA-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1.0.0.0 0.255.255.255 

[SwitchA-acl-basic-2000] rule deny source any 

 定义两个路由策略，一个名为 set_med_50，另一个名为 set_med_100，第一

个路由策略为网络 1.0.0.0配置的MED属性为 50，第二个的MED属性为 100。 
[SwitchA] route-policy set_med_50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A-route-policy] apply cost 50 

[SwitchA-route-policy] quit 

[SwitchA] route-policy set_med_100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A-route-policy] apply cost 100 

 应用路由策略 set_med_50 到交换机 C（193.1.1.2）出口路由更新上，应用

set_med_100 到交换机 B（192.1.1.2）的出口路由更新上。 
[SwitchA] bgp 100 

[SwitchA-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A-bgp-af-mul] peer a2 route-policy set_med_50 export 

[SwitchA-bgp-af-mul] peer a1 route-policy set_med_100 export 

(2)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B] vlan 20 

[SwitchB-vlan20] port ethernet2/1/2 

[SwitchB-vlan2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B-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92.1.1.2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0] quit 

[SwitchB] vlan 40 

[SwitchB-vlan40] port ethernet2/1/4 

[SwitchB-vlan4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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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 

[SwitchB-Vlan-interface40] ip address 194.1.1.2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40] quit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4.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quit 

[SwitchB] bgp 200 

[SwitchB-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SwitchB-bgp] group b1 external 

[SwitchB-bgp] peer 192.1.1.1.1 group b1 as-number 100 

[SwitchB-bgp] group b2 internal 

[SwitchB-bgp] peer 194.1.1.1.1 group b2 

[SwitchB-bgp] peer 195.1.1.1.2 group b2 

[SwitchB-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B-bgp-af-mul] peer b1 enable 

[SwitchB-bgp-af-mul] peer b2 enable 

[SwitchB-bgp-af-mul] peer 192.1.1.1.1 group b1 

[SwitchB-bgp-af-mul] peer 194.1.1.1.1 group b2 

[SwitchB-bgp-af-mul] peer 195.1.1.1.1 group b2 

(3)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C] vlan 30 

[SwitchC-vlan30] port ethernet3/1/3 

[SwitchC-vlan3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 

[SwitchC-Vlan-interface30] ip address 193.1.1.2 255.255.255.0 

[SwitchC-Vlan-interface30] quit 

[SwitchC] vlan 50 

[SwitchC-vlan50] port ethernet3/1/5 

[SwitchC-vlan5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50 

[SwitchC-Vlan-interface50] ip address 195.1.1.2 255.255.255.0 

[SwitchC-Vlan-interface50] quit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0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3.1.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5.1.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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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spf-1] quit 

[SwitchC] bgp 200 

[SwitchC-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SwitchC-bgp] group c1 external 

[SwitchC-bgp] peer 193.1.1.1 group c1 as-number 100 

[SwitchC-bgp] group c2 internal 

[SwitchC-bgp] peer 194.1.1.2 group c2 

[SwitchC-bgp] peer 195.1.1.1 group c2 

[SwitchC-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C-bgp-af-mul] peer c1 enable 

[SwitchC-bgp-af-mul] peer c2 enable 

[SwitchC-bgp-af-mul] peer 193.1.1.1 group c1 

[SwitchC-bgp-af-mul] peer 194.1.1.2 group c2 

[SwitchC-bgp-af-mul] peer 195.1.1.1 group c2 

# 配置交换机 C 的本地优先级属性。 

 在交换机 C 上加上访问列表 2000，允许网络 1.0.0.0。 
[SwitchC] acl number 2000 

[SwitchC-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1.0.0.0 0.255.255.255 

[SwitchA-acl-basic-2000] rule deny source any 

[SwitchC-acl-basic-2000] quit 

 定义名为 localpref 的路由策略，该策略中配置了匹配 ACL 2000（访问控制列

表 2000）的路由的本地优先级为 200，不匹配的为 100。 
[SwitchC] route-policy localpref permit node 10 

[SwitchC-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0 

[SwitchC-route-policy] apply local-preference 200 

[SwitchC-route-policy] quit 

[SwitchC] route-policy localpref permit node 20 

[SwitchC-route-policy] apply local-preference 100 

 应用此策略到来自 BGP 邻居 193.1.1.1（交换机 A）上的入口流量上。 
[SwitchC] bgp 200 

[SwitchC-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C-bgp-af-mul] peer 193.1.1.1 route-policy localpref import 

(4)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witchD] vlan 40 

[SwitchD-vlan40] port ethernet4/1/4 

[SwitchD-vlan40] quit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 

[SwitchD-Vlan-interface40] ip address 194.1.1.1 255.255.255.0 

[SwitchD-Vlan-interface4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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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 vlan 50 

[SwitchD-vlan50] port ethernet 4/1/5 

[SwitchD-vlan50] quit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50 

[SwitchD-Vlan-interface50] ip address 195.1.1.1 255.255.255.0 

[SwitchD-Vlan-interface50] quit 

[SwitchD] ospf 

[SwitchD-ospf-1] area 0 

[Switch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4.1.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5.1.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0] network 4.0.0.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D-ospf-1] quit 

[SwitchD] bgp 200 

[SwitchD-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SwitchD-bgp] group d1 internal 

[SwitchD-bgp] peer 194.1.1.2 group d1 

[SwitchD-bgp] peer 195.1.1.2 group d1 

[SwitchD-bgp] ipv4-family multicast 

[SwitchD-bgp-af-mul] peer d1 enable 

[SwitchD-bgp-af-mul] peer 194.1.1.2 group d1 

[SwitchD-bgp-af-mul] peer 195.1.1.2 group d1 

为使配置生效，所有的 MBGP 邻居需要使用 reset bgp all 命令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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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PLS 体系结构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PLS 的总体介绍 MPLS概述

了解 MPLS 的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了解 MPLS 体系结构 MPLS体系结构

 

  说明：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在运行 MPLS 时，它将同时具备路由器的功能。文

中所述的路由器代表了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运行了 MPLS 的三层以太网交

换机。 
 对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而言，只有后缀为 C、CA、CB 的接口板和 VPLS 业

务处理板支持 MPLS 功能，其他单板不支持 MPLS。如果用户需要启用 S9500
系列交换机的 MPLS VPN 功能，需要配置支持 MPLS 的接口板或 VPLS 业务处

理板。单板后缀可以通过单板前面板右上角的丝印来辨别。如 LSB1GP12B0 单

板的丝印为：GP12B，此单板后缀为 B。 

 

1.1  MPLS 概述 

MPLS（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是多协议标签交换的简称，它用短而定长的

标签来封装网络层分组。所谓多协议是指 MPLS 支持多种协议，例如 IP、IPv6、IPX
等，所谓标签交换就是对报文附上标签，根据标签进行转发，而不必像 IP 那样需要

进行复杂的路由查找。MPLS 技术 初是为了综合 IP 技术和 ATM 技术的优点而产

生的。IP 的特点是面向无连接的控制和无连接的数据转发，ATM 的特点是面向连接

的控制和面向连接的转发。MPLS 采纳了面向无连接的控制和面向连接的数据转发。

MPLS 能从 IP 路由协议和控制协议中得到支持，它路由功能强大、灵活，可以满足

许多新应用对网络的要求。 

MPLS 初是用来提高路由器的转发速度而提出一个协议，但是由于其固有的优点，

它的用途已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在流量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VPN 等方面得

到广泛的应用，从而日益成为大规模 IP 网络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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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概念 

1.2.1  转发等价类（FEC） 

FEC（Forwarding Equivalence Class，转发等价类）是 MPLS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MPLS 实际上是一种分类转发技术，它将具有相同转发处理方式（目的地相同、使

用转发路径相同、具有相同的服务等级等）的分组归为一类，称为转发等价类。一

般来说，划分分组的 FEC 是根据它的网络层目的地址。属于相同转发等价类的分组

在 MPLS 网络中将获得完全相同的处理。 

1.2.2  标签 

1. 标签的定义 

标签是一个长度固定、具有本地意义的短标识符，用于标识一个 FEC。当分组到达

MPLS 网络入口时，它将按一定规则被划归到不同的 FEC，根据分组所属的 FEC，

将相应的标签封装在分组中，这样，在网络中，按标签进行转发分组即可。 

2. 标签的结构 

标签的结构如图 1-1所示。 

Label Exp S TTL

 
图1-1 标签的结构 

标签位于链路层包头和网络层分组之间，长度为 4 个字节。标签共有 4 个域： 

Label：标签值字段，长度为 20bits。 

Exp：3bits，保留，通常用作 COS。 

S：1bit，MPLS 支持标签的分层结构，即多重标签。值为 1 时表明为 底层标签。 

TTL：8bits，和 IP 分组中的 TTL 意义相同。 

3. 标签的操作 

(1) 标签映射 

标签映射分为两种，一种是入口路由器处的标签映射，另一种是 MPLS 域内的标签

映射。 

入口路由器处的标签映射为 Ingress LSR（Label Switch Router）依据一定的原则

对输入分组进行划分，得到多个 FEC，接着将有关标签与这些 FEC 进行映射，并

记录在相应的数据库 LIB（Label Information Base）中。简单地说，就是将一个标

签指派给 FEC，就称为“标签映射”。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 第 1 章  MPLS 体系结构

 

1-3 

MPLS 域内的标签映射又称为输入标签映射 ILM（Incoming Label Map），即将每

个输入标签映射到一系列 NHLFE（Next Hop Label Forwarding Entry）上，然后，

根据映射结果，将分组沿各通路进行转发。 

(2) 标签的封装 

标签在各种介质中的封装如图 1-2所示： 

以太网报头/PPP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ATM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VPE/VCI 标签 三层数据

以太网

/SONET
/ SDH分组

帧模式

ATM分组

信元模式

以太网报头/PPP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ATM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VPI/VCI 标签 三层数据的ATM分组

以太网报头/PPP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ATM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VPE/VCI 标签 三层数据

以太网

/SONET
/ SDH分组

帧模式

ATM分组

信元模式

以太网报头/PPP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ATM报头 标签 三层数据

VPI/VCI 标签 三层数据的ATM分组

 
图1-2 标签在分组中的封装位置 

对于以太网、PPP 的分组，标签堆栈像“垫层”一样，位于二层报头与三层数据之

间，对于 ATM 信元模式的分组，借用 VPI/VCI 来作为标签使用。 

(3) 标签分配和分发 

标签分发是为某 FEC 建立相应标签交换路径 LSP（Label Switch Path）的过程。 

在 MPLS 体系中，将特定标签分配给特定 FEC（即标签绑定）的决定由下游 LSR
作出，下游 LSR 随后通知上游 LSR。即标签由下游指定，分配的标签按照从下游到

上游的方向分发。 

MPLS 中使用的标签分发方式有两种：下游自主标签分发方式（DU，Downstream 
Unsolicited）和下游按需标签分发方式（DoD，Downstream on Demand）。 

对于一个特定的 FEC，LSR 无须从上游获得标签请求消息即进行标签分配与分发的

方式，称为下游自主标签分配。 

对于一个特定的 FEC，LSR 获得标签请求消息之后才进行标签分配与分发的方式，

称为下游按需标签分配。 

具有标签分发邻接关系的上游 LSR 和下游 LSR 之间，必须对使用哪种标签分发方

式达成一致。 

LSR 将标签分发给其对等体时，可以采用 LDP 消息进行传送，也可以将标签搭载在

其他路由协议消息上。 

  说明： 

上游和下游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一个报文转发过程来说，发送方的路由器是上游

LSR，接收方是下游 LSR。目前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采用的是下游自

主标签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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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签分配控制方式 

标签分配控制方式分为两种：独立（ Independent）标签分配控制方式和有序

（Ordered）标签分配控制方式。 

当使用独立标签分配控制方式时，每个 LSR 可以在任意时间向和它连接的 LSR 通

告标签映射。 

当使用有序标签分配控制方式时，只有当 LSR 收到某一特定 FEC 下一跳的特定标

签映射消息或者 LSR 是 LSP 的出口节点时，LSR 才可以向上游发送标签映射消息。 

  说明： 

目前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采用的是有序（Ordered）标签分配控制方式。 

 

(5) 标签保持方式 

标签保持方式分为两种：自由标签保持方式和保守标签保持方式。 

假设两台路由器 Ru，Rd，对于特定的一个 FEC，如果 LSR Ru 收到了来自 LSR Rd
的标签绑定，当 Rd 不是 Ru 的下一跳时，如果 Ru 保存该绑定，则称 Ru 使用的是

自由标签保持方式；如果 Ru 丢弃该绑定，则称 Ru 使用的是保守标签保持方式。 

当要求 LSR 能够迅速适应路由变化时，可使用自由标签保持方式；当要求 LSR 中

保存较少的标签数量时，可使用保守标签保持方式。 

  说明： 

目前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中采用的是自由标签保持方式。 

 

1.2.3  标签分发协议（LDP） 

标签分发协议 LDP（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是 MPLS 中的信令控制协议，是

控制 LSR 之间标签与 FEC 绑定，协调 LSR 间工作的一系列规程。 

1.3  MPLS 体系结构 

1.3.1  MPLS 网络结构 

MPLS 网络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标签交换路由器 LSR（Label Switching Router），主

要运行 MPLS 控制协议和三层路由协议，并负责与其他 LSR 交换路由信息来建立路

由表，实现 FEC 和 IP 分组头的映射，建立 FEC 和标签之间的绑定，分发标签绑定

信息，建立和维护标签转发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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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SR 构成的网络叫做 MPLS 域，位于区域边缘的 LSR 称为边缘 LSR（LER，

Labeled Edge Router ），主要完成连接 MPLS 域和非 MPLS 域以及不同 MPLS 域

的功能，并实现对业务的分类、分发标签（作为入口 LER）、剥去标签（作为出口

LER）等。其中入口 LER 叫 Ingress，出口 LER 叫 Egress。 

位于区域内部的 LSR 则称为核心 LSR，它提供标签交换（Label Swapping）、标

签分发等功能。带标签的分组沿着由一系列 LSR 构成的标签交换路径 LSP（Label 
Switched Path）传送。  

LSP

Ingress

MPLS

标记交换路径（ ）

M PLS

Egress

边缘路由器 (LER)

(LSR)核心路由器

M PLS

 
图1-3 MPLS 基本原理 

1.3.2  标签报文的转发 

在 Ingress 处，将进入网络的分组根据其特征划分成转发等价类 FEC。一般根据 IP
地址前缀或者主机地址来划分 FEC。属于相同 FEC 的分组在 MPLS 区域中将经过

相同的路径（即 LSP）。LSR 对到来的 FEC 分组分配一个短而定长的标签，然后

从相应的接口转发出去。 

在 LSP 沿途的 LSR 上，都已建立了输入/输出标签的映射表（该表的元素叫下一跳

标签转发条目，简称 NHLFE，Next Hop Label Forwarding Entry）。对于接收到的

标签分组，LSR 只需根据标签从表中找到相应的 NHLFE，并用新的标签来替换原

来的标签，然后，对标签分组进行转发，这个过程叫输入标签映射 ILM（Incoming 
Label Map）。 

MPLS 在网络入口处指定特定分组的 FEC，后续路由器只需简单的转发即可，比常

规的网络层转发要简单得多，转发速度得以提高。 

  说明： 

当 MPLS 数据报文的外层标签的 TTL 值等于 0 时，默认对报文作丢弃处理。但可用

mpls settrap bad_ttl命令将报文Trap到CPU。命令详细介绍请参见“MPLS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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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LSP 的建立 

LSP 的建立其实就是将 FEC 和标签进行绑定，并将这种绑定通告 LSP 上相邻 LSR
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标签分发协议 LDP 来实现的。LDP 规定了 LSR 间的消息

交互过程和消息结构，以及路由选择方式。 

1. LDP 的工作过程 

LSR通过周期性地发送Hello消息来发现LSR邻居，然后与新发现的相邻LSR间建立

LDP会话。通过LDP会话，相邻LSR间通告标签交换方式、标签空间、会话保持定

时器值等信息。LDP会话是TCP连接，需通过LDP消息来维护，如果在会话保持定

时器值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其它LDP消息，那么必须发送会话保持消息来维持LDP会
话的存在。图 1-4为LDP标签分发示意图。 

LDP 会话

LSP 2

标记请求消息

标记映射消息

A

B C

E

F G H

LSP1

Ingress

M PLS

MPLS

核

边缘路由器r (LER )

D
(LSR)心路由器

MPLS

Egress

 
图1-4 标签分发过程 

前面提到，标签的分发过程有两种模式：DoD（downstream-on-demand）模式和

DU（Downstream Unsolicited）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标签映射的发布

是上游请求还是下游主动发布。 

DoD模式下标签的分发过程是这样：上游LSR向下游LSR发送标签请求消息（包含

FEC的描述信息），下游LSR为此FEC分配标签，并将绑定的标签通过标签映射消

息反馈给上游LSR。下游LSR在何时反馈标签映射消息，取决于该LSR采用独立标

签分配控制方式还是有序标签分配控制方式。当下游LSR采用有序标签分配控制方

式时，只有收到它的下游返回的标签映射消息后，才向其上游发送标签映射消息；

当下游LSR采用独立标签分配控制方式时，则不管有没有收到它的下游返回的标签

映射消息，都立即向其上游发送标签映射消息。上游LSR一般是根据其路由表中的

信息来选择下游LSR的。图 1-4中LSP1 沿途的LSR都采用有序标签分配控制方式，

LSP2 上LSR F采用独立标签分配控制方式。 

DU（Downstream Unsolicited）模式下分发标签的过程：下游 LSR 在 LDP 会话建

立成功，主动向其上游 LSR 发布标签映射消息。上游 LSR 保存标签映射信息，并

根据路由表信息来处理收到的标签映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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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2. LSP 的环路控制 

在 MPLS 域中建立 LSP 也要防止路径循环。防止 LSP 的路径循环有 大跳数和路

径向量两种方式。 

大跳数方式是在传递标签绑定的消息中包含跳数信息，每经过一跳该值就加 1，
当该值超过规定的 大值时，就认为出现了环路，从而终止 LSP 的建立过程。 

路径向量方式是在传递标签绑定的消息中记录路径信息，每经过一跳，相应的路由

器就检查自己的 ID 是否在此记录中，如果没有，就将自己的 ID 添加到该记录中；

若有，就说明出现了环路，终止 LSP 的建立过程。 

1.3.4  LSP 隧道与分层 

1. LSP 隧道 

MPLS 支持 LSP 隧道技术。在一条 LSP 路径上，LSR Ru 和 LSR Rd 互为上下游，

但LSR Ru和LSR Rd之间的路径，可能并不是路由协议所提供路径的一部分，MPLS
允许在 LSR Ru 和 LSR Rd 间建立一条新的 LSP 路径<Ru R1...Rn Rd>，LSR Ru
和 LSR Rd 分别为这条 LSP 的起点和终点。LSR Ru 和 LSR Rd 间的 LSP 就是 LSP
隧道，它避免了传统的网络层封装隧道。当隧道经由的路由和逐跳与从路由协议取

得的路由一致时，这种隧道叫逐跳路由隧道；若不一致，则这种隧道叫显式路由隧

道。 

R1 R2 R3

R21 R22

第一层

第二层

 
图1-5 LSP 隧道 

在图 1-5中，LSP<R2 R21 R22 R3>就是R2、R3 间的一条隧道。 

2. 多层标签栈 

在 MPLS 中，分组可以携带多个标签，这些标签在分组中以“堆栈”的形式存在，

对堆栈的操作按 “后进先出”的原则，决定如何转发分组的标签始终是栈顶标签。

标签入栈是指向输出分组中加入一个标签，使标签栈的深度加 1，同时，分组的当

前标签就变为此新加入的标签；标签出栈是指从分组中去掉一个标签，使标签栈的

深度减 1，同时，分组的当前标签将变为原来处于下一层的标签。 

在 LSP 隧道中会使用多层标签栈。当分组在 LSP 隧道中传送时，分组的标签就会

有多层。在每一隧道的入口和出口处，要进行标签栈的入栈和出栈操作，每发生一

次入栈操作，标签就会增加一层。MPLS 对标签栈的深度没有限制。 

标签栈按照“后进先出”方式组织标签，MPLS 从栈顶开始处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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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个分组的标签栈深度为 m，则位于栈底的标签为 1 级标签，位于栈顶的标签为

m 级标签。未打标签的分组可看作标签栈为空（即标签栈深度为零）的分组。 

1.3.5  MPLS 与其他协议间的关系（路由协议） 

LDP 通过逐跳方式建立 LSP 时，要利用沿途各 LSR 路由转发表中的信息来确定下

一跳，而路由转发表中的信息一般是通过 IGP、BGP 等路由协议收集的。但是，LDP
并不直接和各种路由协议有关联，只是间接使用路由信息。 

另一方面，虽然 LDP 是专门用来实现标签分发的协议，但 LDP 并不是唯一的标签

分发协议。对 BGP、RSVP 等已有协议进行扩展，也可以支持 MPLS 标签的分发。

MPLS 的一些应用也需要对某些路由协议进行扩展。例如，基于 MPLS 的 VPN 应用

就需要对 BGP 协议进行扩展，以便 BGP 协议能传播 VPN 的路由信息。 

1.3.6  MPLS 应用（基于 MPLS 的 VPN） 

传统的 VPN 一般是通过 GRE、L2TP、PPTP 等隧道协议来实现私有网络间数据流

在公网上的传送。LSP 本身就是公网上的隧道，用 MPLS 来实现 VPN 有天然的优

势。基于 MPLS 的 VPN 就是通过 LSP 将私有网络在地域上的不同分支联结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基于 MPLS 的 VPN 还支持不同 VPN 间的互通。 

私有网
络分支2

私有网络
分支3

CE3

CE2

私有网络
分支1 骨干网络

CE1 PE1
PE3

PE2

 
图1-6 基于 MPLS 的 VPN 

图 1-6给出了基于MPLS的VPN的基本结构。CE（Customer Edge）是用户边缘设

备，可以是路由器，也可以是交换机，甚至是一台主机；PE（Provider Edge）是服

务商边缘路由器，位于骨干网络；PE负责对VPN用户进行管理、建立各PE间LSP
连接、同一VPN用户各分支间路由分派。 

PE 间的路由分派通常是用扩展的 BGP 协议实现的。基于 MPLS 的 VPN 支持不同

分支间 IP 地址复用和不同 VPN 间互通，和传统的路由相比，VPN 路由中需要增加

分支和VPN的标识信息，这就需要对BGP协议进行扩展才能携带VPN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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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MPLS 基本能力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PLS 基本能力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PLS基本能力配置概述

了解 MPLS 基本能力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PLS基本配置

了解 LDP 协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LDP协议配置

显示配置后 MPLS 基本能力的的运行情况 MPLS基本能力显示与调试

了解 MPLS 基本能力典型配置 MPLS基本能力典型配置举例

检测和排除 MPLS 基本能力典的运行故障 MPLS配置的故障排除

 

2.1  MPLS 基本能力配置概述 

MPLS 的基本转发功能包括 LDP 会话建立和 LSP 路径维护。 

要使一台路由交换机具有基本的 MPLS 功能，一般的配置过程如下： 

(1) 配置 LSR 的标识 ID 

(2) 使能 MPLS 

(3) 使能 LDP 协议 

(4) 进入 VLAN 接口模式，使能接口的 MPLS、LDP 功能 

经过上述的基本配置，路由交换机即可提供 MPLS 转发和 LDP 信令功能。 

如果要修改一些缺省参数，或者实现一些特殊的 MPLS 功能，如手工建立 LSP、建

立显式路由等，则可以根据配置列表提供的方法来配置。有些复杂的功能，可能需

要多个配置的组合才能实现。 

  注意： 

不推荐用户在默认的 VLAN 接口上使能 MPLS、LDP 功能。 

 

2.2  MPLS 基本配置 

MPLS 基本配置中必须的配置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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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MPLS LSR ID 

 进入MPLS视图 

MPLS 基本配置中可选的配置项包括： 

 配置拓扑驱动建立LSP的建立策略 

 配置LSP的建立策略 

 配置静态LSP 

2.2.1  配置 MPLS LSR ID 

在配置其他 MPLS 命令之前，必须首先为 LSR 配置 ID。LSR ID 一般采用 IP 地址

的格式，并且要保证域内唯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 配置 MPLS LSR ID 

操作 命令 

指定 LSR 的 LSR ID mpls lsr-id ip-address 

删除 LSR 的 LSR ID undo mpls lsr-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LSR ID。 

2.2.2  进入 MPLS 视图 

在系统视图下，首次键入 mpls 命令用来全局使能 MPLS 功能，并进入 MPLS 视图。

以后在系统视图下再键入 mpls 命令则进入 MPLS 视图。 

在 VLAN 接口视图下，mpls 命令用来使能 VLAN 接口的 MPLS 能力。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 进入 MPLS 视图 

操作 命令 

全局使能 MPLS 功能，进入 MPLS 视图（系统视图下） 

使能 VLAN 接口的 MPLS（VLAN 接口视图） 
mpls 

禁止系统或 VLAN 接口的 MPLS 功能  （系统视图或 VLAN 接口视图） undo mpls 

 

缺省情况下未使能 MPLS 功能。 

2.2.3  配置拓扑驱动建立 LSP 的建立策略 

配置拓扑驱动建立 LSP 的建立策略，指定过滤策略为 all 和 ip-prefix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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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MPL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3 配置拓扑驱动建立 LSP 的建立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拓扑驱动建立 LSP 的建立策略 lsp-trigger { all | ip-prefix ip-prefix } 

保持缺省状态，只允许 32 位 ip 触发建立 LSP undo lsp-trigger { all | ip-prefix ip-prefix } 

 

2.2.4  配置 LSP 的建立策略 

在收到 Label Mapping事件时，采用 IP地址前缀过滤策略来控制接受标签绑定过程。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4 配置 LSP 的建立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 LSP 的建立策略 mpls ldp label-accept ip-prefix-name 

取消 LSP 的建立策略配置 undo mpls ldp label-accept  ip-prefix-name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5 配置本地分配标签的发布 

操作 命令 

配置本地分配标签的发布 mpls ldp label-advertise fec-ip-prefix [ lsr-ip-prefix ] 
[ swap-only ] 

取消本地分配标签的发布配置 undo mpls ldp label-advertise { fec-ip-prefix | all } 

 

缺省情况下，所有目的地址的标签通告到所有 LDP 对等体 

2.2.5  配置静态 LSP 

可以手工设置某 LSR 为一条 LSP 上的一个节点，并可以对该 LSP 上承载的数据流

进行限制。根据在 MPLS 域中的不同位置，LSR 有三种节点情况：入节点（Ingress）、
中间节点（Transit）、出节点（Egress）。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对指定 LSP 沿途的

LSR 均作了相应配置，这条 LSP 才能正常工作。 

请在 MPL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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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设置本 LSR 为指定 LSP 的节点 

操作 命令 

设置本 LSR 为指定 LSP 的入口节点
static-lsp ingress lsp-name { destination dest-addr 
{ addr-mask | mask-length } | l2vpn }  nexthop 
next-hop-addr } } out-label out-label-value 

取消指定 LSP 的入口节点设置 undo static-lsp ingress lsp-name 

设置本 LSR 为指定 LSP 的中间节点

static-lsp transit lsp-name [ l2vpn ] 
incoming-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n-label in-label-value nexthop next-hop-addr 
out-label out-label-value 

取消指定 LSP 的中间节点设置 undo static-lsp transit lsp-name 

设置本 LSR 为指定 LSP 的出口节点
static-lsp egress lsp-name [ l2vpn ] 
incoming-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n-label in-label-value 

取消指定 LSP 的出口节点设置 undo static-lsp egress lsp-name 

 

2.3  LDP 协议配置 

LDP 协议配置中必须的配置包括： 

 使能LDP协议 

 在VLAN接口上使能LDP协议 

LDP 协议配置中可选的配置包括： 

 配置Remote-peer 

 配置会话参数 

 配置环路检测 

 配置LDP验证方式（两两交换机之间） 

2.3.1  使能 LDP 协议 

要进行 LDP 的配置，首先要使能 LDP 协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7 使能/去使能 LDP 协议 

操作 命令 

使能 LDP 协议 mpls ldp 

禁止 LDP 协议 undo mpls ldp 

 

缺省情况下，LDP 协议未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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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在 VLAN 接口上使能 LDP 协议 

要使 VLAN 接口具有 LDP 功能，必须在该 VLAN 接口模式下，对接口进行 LDP 使

能。使能后的接口即开始建立 LDP 会话，在拓扑驱动方式时，开始建立 LSP。 

禁止 VLAN 接口 LDP 功能，会导致 VLAN 接口下的所有 LDP 会话中断，基于这些

会话的所有 LSP 也将被删除，建议用户谨慎使用此命令。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8 接口 LDP 使能 

操作 命令 

使能接口 LDP 功能 mpls ldp enable 

禁止接口 LDP 功能 mpls ldp disable 

 

缺省情况下禁止接口的 LDP 功能。 

2.3.3  配置 Remote-peer 

配置 Remote-peer，主要用于扩展发现模式，以便与链路不直接相连的对等体建立

会话。 

1. 进入 Remote-peer 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9 进入 Remote-peer 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 Remote-peer 视图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删除相应的 Remote-peer undo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2.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可以指定 Remote-peer 的任何一个使能了 LDP 的接口地址或发布了路由的 LSR 的

Loopback 地址，作为 Remote-peer 的地址。 

请在 Remote-peer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0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remote-ip remoteip 

 

remoteip：Remote-peer 的 IP 地址，此地址应该是对端 LSR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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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配置会话参数 

1. 配置会话保持时间 

接口上的 LDP 实体通过周期性的发出 Hello 报文，来发现 LDP 对等体。已经建立的

LDP 会话，也必须靠定期的消息来维持其存在（如果没有 LDP 消息报文，则须发送

Keepalive 报文）。 

  说明： 

LDP 会话分两种：Basic 和 Remote。Basic 会话只能在直连的两台交换机上的 LDP
实体间建立，Remote 会话可以在非直连的交换机上的 LDP 实体间建立。在 VLAN
接口下配置的是 Basic 会话的参数，而 Remote 会话的参数是在 Remote-peer 视图

下进行配置的。 

 

  注意： 

修改 holdtime 参数后，请执行 mpls ldp reset-session 命令重新启动 LDP 会话。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配置 Basic 会话保持时间。 

表2-11 配置 Basic 会话保持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会话保持时间 mpls ldp timer { session-hold session-holdtime | 
hello hello-holdtime } 

恢复会话保持时间为缺省值 undo mpls ldp timer { session-hold | hello } 

 

session-holdtime 的缺省值为 60 秒，hello-holdtime 的缺省值为 15 秒。 

请在 Remote-peer 视图下配置 Remote 会话保持时间。 

表2-12 配置 Remote 会话保持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会话保持时间 mpls ldp timer { targeted-session-hold | targeted-hello } 
{ holdtime | interval } } 

恢复会话保持时间为缺省值 undo mpls ldp timer { targeted-session-hold | 
targeted-hello } 

 

targeted-session-hold holdtime 的缺省值为 60 秒，interval 的缺省值为 24 秒。 

targeted-hello holdtime 的缺省值为 45 秒，interval 的缺省值为 1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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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Hello 消息中的传输地址 

这里的传输地址就是 Hello 消息的传输地址 TLV 中携带的地址。通常情况下，传输

地址为本 LSR 的 MPLS LSR ID，但是，有些应用需要灵活的配置。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3 配置 Hello 消息中的传输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Hello 传输地址 mpls ldp transport-ip { interface | ip-address } 

恢复 Hello 传输地址为默认值 undo mpls ldp transport-ip 

 

缺省传输地址为本 LSR 的 MPLS LSR ID。 

当两个 LSR 邻居之间有多条链路直接相连并且都使能 MPLS LDP 时，要求使能

MPLS LDP 的多个链路必须配置相同的传输地址，建议采用相同的接口地址作为传

输地址，通常取 LSR-ID。 

  注意： 

LSR 上使用地址借用的接口，不能采用该接口地址作为传输地址来建立 LDP 会话，

建议采用 LSR-ID。 

 

2.3.5  配置环路检测 

1. 环路检测使能 

用户可以配置在 LDP 信令过程中是否使用环路检测功能，环路检测有 大跳数和路

径向量两种方式。 

大跳数方式是在传递标签绑定的消息中包含跳数信息，每经过一跳，该值就加一，

当该值超过规定的 大值时，就认为出现了环路，从而终止 LSP 的建立过程。 

路径向量方式是在传递标签绑定的消息中记录路径信息，每经过一跳，相应的路由

器就检查自己的 ID 是否在此记录中，如果没有，就将自己的 ID 添加到该记录中，

若有，就说明出现了环路，终止 LSP 的建立过程；当环路检测采用路径向量方式时，

路径的跳数超过这里设定的 LSP 路径的 大值，即认为出现了环路，LSP 建立失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4 环路检测使能 

操作 命令 

允许进行环路检测 mpls ldp loop-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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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禁止进行环路检测 undo mpls ldp loop-detect 

 

缺省为不允许环路检测。 

  注意： 

需要在 MPLS 域的每台设备上都使能 MPLS 环路检测功能，否则会影响 LDP 连接

的正常建立。 

 

2. 设置环路检测最大跳数 

当环路检测采用 大跳数方式时，用户可以规定跳数的 大值，超过该 大值交换

机即认为出现了环路，LSP 建立失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5 设置环路检测最大跳数 

操作 命令 

设置环路检测的 大跳数 mpls ldp hops-count hop-number 

恢复 大跳数的缺省值 undo mpls ldp hops-count 

 

缺省情况下，环路检测的 大跳数为 32。 

3. 设置路径向量的最大值 

当环路检测采用路径向量方式时，也需要规定 LSP 路径的 大值。这样，在以下条

件之一时，即认为出现了环路，LSP 建立失败： 

路径向量记录表中已有本 LSR 的记录 

路径的跳数超过这里设定的 大值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6 设置路径向量的最大值 

操作 命令 

设置路径向量的 大跳数 mpls ldp path-vectors pv-number 

恢复路径向量 大跳数的缺省值 undo mpls ldp path-vectors 

 

缺省情况下，路径向量的 大跳数缺省的 大值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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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配置 LDP 验证方式（两两交换机之间）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或 Remote-peer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7 配置 LDP 验证方式（两两路由器之间） 

操作 命令 

配置 LDP 验证方式 mpls ldp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password 

取消 LDP 的验证。 undo mpls ldp password 

 

  注意： 

任意两台设备间，只会存在一个 LDP 会话，在已经建立了基础（或者扩展）会话后，

不检查扩展（或者基础）Hello 消息附带的验证密码。 

 

2.4  MPLS 基本能力显示与调试 

2.4.1  MPLS 的显示与调试 

1. 显示静态 LSP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全部或单个静态

LS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18 显示静态 LSP 的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静态 LSP 的信息 display mpls static-lsp [ include text | verbose ] 

 

2. 显示全部端口或单个 VLAN 接口的 MPLS 统计信息或者 LSP 的相关信息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全部端口或单个

VLAN 接口的 MPLS 统计信息或者 LSP 的相关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

的效果。 

表2-19 显示静态 LSP 的统计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全部端口或单个VLAN接口的MPLS统计

信息或者 LSP 的相关信息 

display mpls statistics {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 | all } | lsp { lsp-Index | all | 
lsp-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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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使能 MPLS 的接口信息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所有使能了 MPLS
能力的接口的相关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20 显示使能了 MPLS 的接口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使能 MPLS 的接口信息 display mpls interface 

 

4. 显示 MPLS LSP 的信息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下列命令，可以显示 MPLS LSP 的相关信息。 

表2-21 显示 MPLS LSP 的相关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 LSP 的信息。 display mpls lsp [ include text | verbose ] 

 

5. MPLS 的调试信息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所有使能了 MPLS 能力的接口的相关

信息进行调试。 

打开调试开关对路由器性能有一定影响，建议慎用此命令。该命令的 undo 形式关

闭相应的调试开关。 

表2-22 打开/关闭 MPLS 的调试信息开关 

操作 命令 

打开 MPLS 的各种调试信息的开关 debugging mpls lspm { agent | all | event | ftn | 
interface | packet | policy | process | vpn } 

关闭 MPLS 的各种调试信息的开关 undo debugging mpls lspm { agent | all | event | 
ftn | interface | packet | policy | process | vpn } 

 

6. MPLS 的 Trap 信息 

使能 MPLS 的 LSP/LDP 建立过程的 TRAP 功能。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操作。 

表2-23 使能 MPLS 的 Trap 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 MPLS 的 LDP Trap 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ldp 

去使能 MPLS 的 LDP Trap 功能 undo snmp-agent trap enable 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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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使能 MPLS 的 LSP Trap 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lsp 

去使能 MPLS 的 LSP Trap 功能 undo snmp-agent trap enable lsp 

 

2.4.2  LDP 协议的显示与调试 

1. LDP 协议的显示命令 

交换机提供了丰富的 MPLS 监控操作命令，可以监控 LSR 状态、LDP 会话状态、

接口状态、对等体状态等，是调试、诊断的有力工具。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LDP 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24 LDP 协议的显示命令 

操作 命令 

显示 LDP 协议信息 display mpls ldp 

显示 LDP 的 buffer 信息。 display mpls ldp buffer-info 

显示 LDP 使能的接口信息 display mpls ldp interface 

显示 LDP 保存的标签信息 display mpls ldp lsp 

显示 LDP 会话的所有对等体信息 display mpls ldp peer 

显示 LDP 会话的远端对等体信息 display mpls ldp remote 

显示 LDP 会话状态和参数 display mpls ldp session 

 

2. LDP 协议的调试命令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LDP 的各种消息进行调试。 

表2-25 打开/关闭 LDP 调试命令 

操作 命令 

打开 MPLS LDP 调试开关 
debugging mpls ldp { all | main | advertisement | session | 
pdu | notification | remote | filter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关闭 MPLS LDP 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mpls ldp { all | main | advertisement | 
session | pdu | notification | remote | filter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在 VLAN 接口视图下，执行 mpls ldp reset-session 命令，可以复位 VLAN 接口上

某个指定的 LDP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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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6 LDP 复位命令 

操作 命令 

复位接口上某一个指定的 LDP 会话

（VLAN 接口视图下） mpls ldp reset-session peer-address 

 

2.5  MPLS 基本能力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2-1给出一个由四台交换机组成的网络，交换机间通过以太网连接。 

四台交换机均支持 MPLS，任意交换机之间都可以建立 LSP，运行的路由协议为

OSPF。LDP 利用 OSPF 的路由信息建立 LSP。 

2. 组网图 

VLAN 201
168.1 .1 .1

VLAN201
168.1.1.2

VLAN 2
172.17.

Swi tch A
Sw itchB

SwitchC

168.1.1.2

VLAN 202
100.10.1.2

VLAN202

100.10.1.1

03
1.1

VLAN203
172.17.1.2

Sw itchD

 
图2-1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SwitchA 上的配置 

# 配置 SwitchA 的 LSR ID，并使能 MPLS 及 LDP。 

[H3C] mpls lsr-id 168.1.1.1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1 

[H3C-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vlan20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H3C-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68.1.1.1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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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 在 SwitchA 与 SwitchB 相连的接口上运行 OSPF。 

[H3C] Router id 168.1.1.1 

[H3C] ospf 

[H3C-ospf-1] area 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68.1.0.0 0.0.255.255 

(2) Switch B 上的配置 

# 配置 Switch B 的 LSR ID，并使能 MPLS 及 LDP。 

[H3C] mpls lsr-id 172.17.1.1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VLAN 201，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1 

[H3C-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vlan20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H3C-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68.1.1.2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 配置 VLAN 203，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3 

[H3C-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H3C-vlan203]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H3C-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172.17.1.1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03] mpls 

[H3C-vlan-interface203]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03]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 配置 VLAN 202，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2 

[H3C-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0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H3C-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00.10.1.2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202] mpls 

[H3C-vlan-interface202]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02]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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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interface202] quit 

# 分别在 SwitchB 与 SwitchA、SwitchD、SwitchC 相连的接口上运行 OSPF。 

[H3C] Router id 172.17.1.1 

[H3C] ospf 

[H3C-ospf-1] area 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68.1.0.0 0.0.255.255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7.0.0 0.0.255.255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10.1.0 0.0.0.255 

[H3C-ospf-1-area-0.0.0.0] quit 

(3) Switch C 上的配置 

# 配置 Switch C 的 LSR ID，并使能 MPLS 及 LDP。 

[H3C] mpls lsr-id 100.10.1.1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VLAN 202 的 IP 地址，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2 

[H3C-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vlan20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H3C-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00.10.1.1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202] mpls 

[H3C-vlan-interface202]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02] quit 

# 在 SwitchC 与 SwitchB 相连的接口上运行 OSPF。 

[H3C] Router id 100.10.1.1 

[H3C] ospf 

[H3C-ospf-1] area 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10.1.0 0.0.0.255 

(4) Switch D 上的配置 

# 配置 SwitchD 的 LSR ID，并使能 MPLS 及 LDP。 

[H3C] mpls lsr-id 172.17.1.2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VLAN203 的 IP 地址，并对接口使能 MPLS 及 LDP。  

[H3C] vlan 203 

[H3C-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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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203]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H3C-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172.17.1.2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03] mpls 

[H3C-vlan-interface203] mpls ldp enable 

# 在 SwitchD 与 SwitchB 相连的接口上运行 OSPF。 

[H3C] Router id 172.17.1.2 

[H3C] ospf 

[H3C-ospf-1] area 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7.0.0 0.0.255.255 

2.6  MPLS 配置的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接口使能 LDP 协议后，不能与对端建立会话。 

故障排除： 

原因之一：环路检测配置不同。 

解决方法：检查本地和对端的配置，是否一端配了环路检测，而另一端没有配，如

果是这样，就会导致会话协商不通过。 

原因之二：如果本机得不到对方的 LSR ID 的路由，就不能建立 TCP 连接，会话就

不可能建立。 

解决方法：建立会话时默认的传输地址是 MPLS LSR ID，本机必须将 LSR ID 的路

由（一般为 Loopback 地址）发布出去，同时，要学到对端的 LSR ID 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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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PLS VLL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PLS VLL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PLS VLL概述

了解 MPLS VLL 的三种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CCC方式MPLS VLL配置

Martini方式MPLS VLL配置

Kompella方式MPLS VLL配置

显示配置后 MPLS VLL 的运行情况 MPLS VLL显示与调试

了解 MPLS VLL 的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CCC方式MPLS VLL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Martini方式MPLS VLL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Kompella方式MPLS VLL配置举

例

检测和排除 MPLS VLL 的运行故障 MPLS VLL故障诊断与排除

 

本文用到的缩略语和术语如下： 

表1-1 缩略语和术语 

缩略语和术语 英文全称 说明 

AC Attachment Circuit 接入链路 

CE Customer Edge 直接与服务提供商相连的用户设备

FEC Forwarding Equivalence Class 转发等价类 

FR Frame Relay 帧中继 

NPE Network Facing PE 面向提供商网络的 PE 设备 

PE Provider Edge 骨干网(上的边缘路由器) 

PW Pseudowire 虚链路 

PHP Penultimate Hop Popping 倒数第二跳弹出 

UPE User Facing PE 面向用户网络的PE设备

VLL Virtual Leased Line 虚拟租用线路 

VPLS Virtual Private LAN Service 虚拟专用局域网服务 

VSI Virtual Switching Instance 虚拟交换实例 

LSP Label Switched Path  标签交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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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PLS VLL 概述 

1.1.1  MPLS VLL 的几个概念 

MPLS VLL（Virtual Leased Line，虚拟租用线路），就是在 MPLS 网络上透明传递

用户的二层数据。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个 MPLS 网络就是一个二层的交换网络，

通过这个网络，可以在不同站点之间建立二层的连接。虚拟租用线路就是在公用网

络中提供的一种点到点的 VLL 业务。VLL 可以让两个站点之间的连接效果像直接用

线路连接一样，但它不能直接在服务提供者处进行多点间的交换。 

1.1.2  MPLS VLL 概述 

MPLS VLL 提供基于 MPLS 网络的二层 VPN 服务。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个 MPLS
网络就是一个二层的交换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在不同站点之间建立二层的连

接。 

虚电路

CEVPN A
VPN A

VPN B

PE
PE

PE

虚电路

LSP

P P

CE

CE

VPN B
CE

 
图1-1 MPLS VLL 组网示意图 

MPLS VLL 具有以下优点： 

 支持多种网络层协议，如 IP、IPV6、IPX、SNA 等。 

 可伸缩性强。MPLS VLL 只为用户建立二层连接关系，不需引入和管理用户的

路由信息。这样大大减轻了 PE 设备和整个 SP 网络的负担，使运营商能支持

更多的 VPN 和接入更多的用户。 

 可靠性和用户路由的私有性得到保证。由于不引入用户的路由信息，MPLS VLL

不需要也不能获得和处理用户路由，保证了用户路由的私有性。 

MPLS VLL 帧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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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 label VC  label

Label Stack L2  PDU

Tunnel label VC  label

Label Stack L2  PDU

 
图1-2 MPLS VLL 帧格式 

隧道标签（外层标签）：MPLS 标签或 GRE 标签，用于将报文从一个 PE 传递到另

一个 PE。 

VC 标签（内层标签）：用来标识 PE-CE 间链路的底层标签，CCC 方式的 MPLS VLL
没有这层标签。 

MPLS VLL 支持的链路层封装类型有 Ethernet 和 VLAN 等。目前要求同一个 VPN
的各个节点使用统一的封装类型。 

1.1.3  报文转发过程 

在 MPLS VLL 中，CE、PE、P 的概念与 BGP/MPLS VPN 一样，原理也很相似，

它也是利用标签栈来实现用户报文在 MPLS 网络中的透明传送的。首先 PE 之间通

过手工配置或通过信令协议建立隧道。当 PE 与 CE 相连的接口 UP 时，PE 为 CE
发来的报文分配 VC 标签，然后再为报文打上隧道标签。当报文在到达远端 PE 后，

远端 PE 去掉隧道标签，然后根据 VC 标签将报文发到相应的 CE。 

转发过程中，报文的标签栈变化如下图所示： 

L2 PDU ：链路层报文

V: VC 标签

CE1 PE1 P PE2 CE2

T: Tunnel 标签

V L2  PDUT V L2  PDU L2  PDUL2  PDU

 
图1-3 MPLS VLL 标签栈处理 

1.1.4  MPLS VLL 的实现方式 

当前 MPLS VLL 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标准。IETF 的 PPVPN（Provider-provisioned 
Virtual Private Network）工作组制订了多个框架草案，其中最主要的两种称为Martini
草案和 Kompella 草案。到 2005 年 5 月为止，这两个草案的名称分别是： 

 draft-martini-l2circuit-trans-mpls-09.txt 

 draft-kompella-ppvpn-l2vpn-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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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i 草案定义了通过建立点到点的链路来实现 MPLS VLL 的方法。它以 LDP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标签交换协议）为信令协议来传递双方的 VC 标签，

因此我们称之为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Kompella草案则定义了怎样在MPLS网络上以端到端（CE到CE）的方式建立MPLS 
VLL。目前它采用 BGP 为信令协议来散发二层可达信息和 VC 标签，因此我们称之

为 Kompella 方式的 MPLS VLL。 

此外，也可以不使用信令，采用静态配置 VC 标签的方式来实现 MPLS VLL 服务。

CCC 就是静态配置 MPLS VLL 的一种方式。 

下面分别介绍 MPLS VLL 的特点和实现方式。 

表1-2 三种 MPLS VLL 的 实现方式和特点 

VPN 方式 实现方式 特点 

CCC 方式 

通过配置静态LSP来实现MPLS VLL；

用户必须逐一在每个节点上（包括 PE、
P）单独为每一个 CCC 连接手工配置

两条 LSP（两个方向各一条），这两

条LSP将只能用于传递这个CCC连接

的数据 

采用一层标签来传送用户数据，对

LSP 的使用是独占性的； 

不需要任何信令传递二层 VPN 信

息，只要能支持 MPLS 转发即可，

这样在不同运营商接入的 CE 可以

方便的进行互连 

Martini 方式 

采用扩展的 LDP 等作为传递 VC 信息

的信令； 

采用 VC-TYPE+VC-ID 来识别一个

VC。VC-TYPE 表明链路层封装的类

型，VC-ID 则用于唯一标志一个 VC；

连接两个 CE 的 PE 通过 LDP 交换 VC
标签，并通过 VC-ID 将对应的 CE 绑

定起来 

不能提供像 CCC 方式的本地交换

功能； 

一条 LSP 可以被多条 VC 共享使用

Kompella 方式 

与 RFC2547 定义的三层 BGP/MPLS 
VPN 很相似； 

各个 PE 之间通过建立的 IBGP会话自

动发现二层 VPN 的各个节点，并传递

VPN 信息 

在标签分配方面，采取标签块的方式，

标签块的大小等于 CE Range（由用户

指定），以便一次为多个连接分配标签；

使用 VPN-target 来区分不同的 VPN 

允许用户为 VPN 分配一些额外的

标签，留待以后使用，这样可以减

少了 VPN 部署和扩容时的配置工

作量； 

使用 VPN-target 来区分不同的

VPN，这使得 VPN 组网具备了极大

的灵活性 

不是直接对CE与CE之间的连接进

行操作，而是在整个 SP 网络中划

分不同的 VPN，在 VPN 内部对 CE
进行编号。要建立两个 CE 之间的

连接时，只需在 PE 上设置本地 CE
和远程 CE 的 CE ID，并指定本地

CE 为这个连接分配的 Circui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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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配置 LSP 时候也可以没有 P 设备。 
 如果使能了 VLL 下的端口绑定用户定义流模板，则必须确保该用户定义流模板包

含 VLAN 字段。 

 

  注意： 

 MPLS VLL 不支持 NDP 业务透传。 
 不推荐用户在默认的 VLAN 接口上绑定 VLL。 
 Martini VLL 和 Kompella VLL 方式支持多端口接入模式，CCC 方式是不支持的。 

 

1.2  CCC 方式 MPLS VLL 配置 

1.2.1  CCC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任务 

表1-3 CCC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LSR-ID  mpls lsr-id ip-address 必选 

使能 MPLS mpls 必选 

创建静态 LSP 的 egress 

static-lsp egress lsp-name 
l2vpn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in-label in-label

创建静态 LSP 的 ingress 

static-lsp ingress lsp-name 
l2vpn nexthop 
next-hop-addr  out-label 
out-label

创建静态 LSP 的 transit 

static-lsp transit lsp-name 
l2vpn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in-label in-label nexthop 
next-hop-addr out-label 
out-label

必选。在配置 CCC 连接之前，

要先在两个 PE 和中间的所有

P路由器上配置两条静态LSP
（双向）。详细命令以及删除

相关操作请参见本章节的命

令手册 

退出 MPLS 视图，进入到系统

视图 quit - 

使能 MPLS VLL  mpls l2vpn 必选 

创建 CCC 本地连接 

ccc ccc-connection-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out-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必选。CCC 连接有两种：本

地连接和远程连接。本地连接

是在两个本地 CE 之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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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创建 CCC 远程连接 

ccc ccc-connection-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transmit-lsp 
transmit-lsp-name 
receive-lsp 
receive-lsp-name

连接。本地连接可以直接在

PE 上完成交换，不需要配置

静态 LSP。远程连接是指本地

CE 和远程 CE 之间的连接，

也就是说，两个 CE 连在不同

的 PE 上。这就需要配置两条

两个方向的静态 LSP 以便在

PE 之间传递报文 

 

  注意： 

 在 VLL 中，每个 VLAN 接口只能配置一个虚电路； 
 VLL 支持的接口类型为 VLAN 接口，在 VLAN 接口上配置 VLL，系统默认的封装

类型是 Ethernet 封装类型； 
 CCC 方式公网/私网接入侧必须使用后缀为 CA 的单板，例如 LSB2FT48CA； 
 每个 VPN 私网接入侧只能有一个 VLAN，每个 VLAN 只能包含一个接口，并且

这个接口上的所有 VLAN 都不能使能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如果这个

接口上有其他 VLAN 使能了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那么该 VPN 就不能

透传用户的 IGMP 协议报文； 
 必须为每个 CCC 远程连接创建两个静态 LSP，不能让两个 CCC 连接共用同一

个静态 LSP； 
 静态 LSP 一旦被 CCC 远程连接使用，就不能再用于别的用途（如承载 IP 数据、

承载 BGP/MPLS VPN 数据等）。在为 CCC 连接创建静态 LSP 时，nexthop 下

一跳必须是学习到 ARP 的 IP 地址。 
 CCC 方式是不支持多端口方式的私网接入。 

 

1.2.2  CCC 方式 MPLS VL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 与 PE 之间通过 GigabitEthernet 口相连，链路层封装 Ethernet。要求在 CE-A
和 CE-B 之间建立一个本地连接，CE-A 和 CE-C 之间建立一个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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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Loca l connection

Rem ote connection

C E B

CE CPE A PE B
VLAN 212

VLAN 212VLAN211 VLAN 211

VLAN213

CE A

VLAN 214

P

 
图1-4 CCC 方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A 

# 全局使能 MPLS。 

[H3C] mpls lsr-id 1.1.1.1 

[H3C] mpls 

# 全局使能 MPLS VLL。 

[H3C]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11。 

[H3C] vlan 211 

[H3C-vlan21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Vlan21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H3C-Vlan-interface211] quit 

# 配置 VLAN 212。 

[H3C] vlan 212 

[H3C-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Vlan-interface212] quit 

# 配置 VLAN 213。 

[H3C] vlan 213 

[H3C-vlan21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H3C-vlan21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3 

[H3C-Vlan-interface213] quit 

# 在 VLAN 214 的接口上使能 MPLS。 

[H3C] vlan 214 

[H3C-vlan214] port gigabitethernet 2/1/4 

[H3C-vlan214]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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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4 

[H3C-Vlan-interface214] ip address 5.5.5.1 24 

[H3C-Vlan-interface214] mpls  

[H3C-Vlan-interface214] quit 

# 配置本地连接。 

[H3C] ccc local-connec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out-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3 

# 配置静态 LSP，出标签 100，出接口 VLAN 214 的接口。 

[H3C] mpls 

[H3C-mpls] static-lsp ingress PEA-PEB l2vpn nexthop 5.5.5.2 out-label 100 

# 配置静态 LSP，入标签 211，入接口 VLAN 214 的接口。 

[H3C-mpls] static-lsp egress PEB-PEA l2vpn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4 in-label 211 

# 配置远程连接。 

[H3C] ccc remote-connec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transmit-lsp PEA-PEB 

receive-lsp PEB-PEA 

(2) 配置 PE-B  

# 全局使能 MPLS。 

[H3C] mpls lsr-id 10.0.0.1  

[H3C] mpls 

# 全局使能 MPLS VLL。 

[H3C]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11 

[H3C] vlan 211 

[H3C-vlan21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H3C-Vlan-interface211] quit 

# 在 VLAN 212 的接口上使能 MPLS。 

[H3C] vlan 212 

[H3C-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Vlan-interface212] ip address 6.6.6.1 24 

[H3C-Vlan-interface212] mpls 

# 配置静态 LSP，出标签 200，出接口 VLAN 212 的接口。 

[H3C-mpls] static-lsp ingress PEB-PEA l2vpn nexthop 6.6.6.2 out-label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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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静态 LSP，入标签 101，入接口 VLAN 212 的接口。 

[H3C-mpls] static-lsp egress PEA-PEB l2vpn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in-label 101 

# 配置远程连接 

[H3C] ccc remote-connec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transmit-lsp PEB-PEA 

receive-lsp PEA-PEB 

(3) 配置 P 
[H3C] mpls lsr-id 10.0.0.2 

[H3C] mpls 

[H3C] vlan 214 

[H3C-vlan214]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vlan214]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4 

[H3C-Vlan-interface214] ip address 5.5.5.2 24 

[H3C-Vlan-interface214] mpls 

[H3C] vlan 212 

[H3C-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1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Vlan-interface212] ip address 6.6.6.2 24 

[H3C-Vlan-interface212] mpls 

# 配置静态 LSP，入标签 100，入接口 VLAN 214 的接口，出标签 101，出接口 VLAN 
212 的接口。 

[H3C-mpls] static-lsp transit PEA-PEB l2vpn incoming-intergace vlan-interface 

214 in-label 100 nexthop 6.6.6.1 out-label 101 

# 配置静态 LSP，入标签 200，入接口 VLAN 212 的接口，出标签 211，出接口 VLAN 
211 的接口。 

[H3C-mpls] static-lsp transit PEB-PEA l2vpn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in-label 200 nexthop 5.5.5.1 out-label 211 

  注意： 

 CCC 本地连接 UP 的条件是： 
 两个 CE 接口的物理状态是 UP 的。 
 两个 CE 接口的封装类型一致并且是当前 MPLS VLL 可以支持的封装类型。 
 若对于 MPLS VLL 为 VLAN 封装的二层连接，两端的 CE 接口的 VLAN ID 可以

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但是如果两端的 CE 分别与两端的 PE 之间配置 Trunk，
则两端的 CE 接口的 VLAN ID 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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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配置 

1.3.1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任务 

表1-4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LSR-ID  mpls lsr-id lsr-id 必选 

使能 MPLS mpls 必选 

配置 LDP Remote Peer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必选。在配置连接之前，要

先在沿途各个路由器和公

网接口上使能 LDP，并在对

端 PE 上配置 LDP 的

Remote Peer，LDP 相关配

置请参考“MPLS 配置”模

块“2.3 LDP 配置”部分 

使能 MPLS VLL  mpls l2vpn 必选 

VLAN 接

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 id

进入视图 
GE/10GE
端口视图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必选 

在 VLAN
接口视图

下 

mpls l2vc ip-address vc-id 
encapsulation { ethernet | vlan 
} [ primary | backup ] [ 
multi-port ] [ mtu mtu ] 

必选。在VLAN接口视图下，

在PE上配置Martini方式

MPLS VLL连接需要指定对

端PE的IP地址（lsr-id）及

vc-id及封装方式，其中lsr-id
和vc-id的组合必须在PE上
唯一； 

缺省情况下，MTU 为 1500 
Bytes 

在
GE/10GE
端口视图

下创建

Martini 方
式的
MPLS 
VLL 虚连

接 

mpls l2vc ip-address vc-id vlan 
vlan-id encapsulation 
{ ethernet | vlan } [ mtu mtu ] 

在端口视图下配置Martini 
方式的MPLS VLL连接需要

指定对端PE的IP 地址

（lsr-id）、vc-id 以及PW的

封装方式，同时还需要指定

vlan-id。其中IP地址、vc-id
的组合必须在PE上是唯一

的，在同一端口下配置

vlan-id不能重复； 

缺省情况下，MTU 为 1500 
Bytes 

退到系统

视图 quit - 

创建 Martini 方
式的 MPLS 
VLL 虚连接 

VLAN 接

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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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手工倒换指定 VLAN 接口下

的 MPLS VLL 虚连接 
mpls l2vc manual-switch [ 
primary | backup ] 可选 

在系统视图下将所有配置了

Martini方式的 MPLS VLL虚

连接手工倒回主连接上 
mpls l2vc manual-restore 可选 

查询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虚连接信息 

display mpls l2vc [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verbose ]  
display mpls l2vc protection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可选。在任意视图下，可以

按照VLAN接口或者端口、

端口结合vlan-id几种方式

来查询指定的MPLS VLL虚
连接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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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 Martini 方式中私网接入侧必须采用丝印后缀为 CA 的单板，例如

LSB2FT48CA；公网接入侧可采用丝印后缀为 C、CA 的单板； 
 在 VLAN 接口上配置 VLL，支持单端口接入和多端口接入的私网 VLAN；当用户

配置封装类型为 Ethernet 接入，则私网 VLAN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为 Access类型；

当用户配置封装类型为 VLAN 接入，则私网 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私网 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不建议使用 Hybrid 类型。对端 PW 连接的

用户接入方式必须保持一致； 
 配置单端口接入的 Martini VLL, 每个 VPN 私网接入侧只能有一个 VLAN，每个

VLAN 只能包含一个接口，并且这个接口上的所有 VLAN 都不能使能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如果这个接口上有其他 VLAN 使能了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那么该 VPN 就不能透传用户的 IGMP 协议报文； 

 配置多端口接入的 Martini VLL 不支持包含混插端口或者聚合端口的 VLAN。要

求同一 VLAN 接口上，主备虚连接配置的端口接入方式保持一致，即同为单端口

方式或者同为多端口方式；多端口接入的私网 VLAN 要求 VLAN 内配置的所有端

口类型保持一致； 
 在端口上配置 VLL，目前只有 GE/10GE 的、后缀为 CA 的单板支持在端口视图

下配置 Martini VLL 连接（XP4CA 单板以及 ATM、E1/T1、CPOS 等 WAN 类型

单板不支持）。每个 VPN 私网接入侧只有一个端口，同一端口下不允许有相同

vlan-id 的配置，并且要求端口一定要在所配置的 VLAN 内，同时该端口上不能使

能 STP 协议，也不支持混插和聚合端口。指定的 vlan-id 虚接口上不能进行其他

业务配置（例如：虚接口上配置 VLL 连接、使能 IGMP 和 IGMP Snooping 等等），

否则其他业务不能正常转发；如果需要恢复配置在虚接口上的其他业务，必须删

除掉端口下的 Martini VLL 配置； 
 目前只有 VLAN 接口上配置的 Martini VLL 支持主备虚连接方式，端口上配置的

Martini VLL 不支持； 
 LSB1XP4CA0 单板不支持多端口的 VLL 特性； 
 混插不支持 XP4B 等此类在端口组下配置 ACL 重定向的接口板作为混插的非

MPLS 板； 
 Martini VLL 设置的 MTU 值并不对链路实际的 MTU 值有影响。 

 

1.3.2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 采用 VLAN 接入，CE-A 和 CE-B 之间建立一个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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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V LA N212

CE  A CE BPE  A P E BP

V LA N22V LA N21 V LA N212

 
图1-5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A 

# 配置 LSR-ID，使能 MPLS、LDP 及 MPLS VLL。 

[H3C-A] mpls lsr-id 192.1.1.1 

[H3C-A] mpls 

[H3C-A-mpls] quit 

[H3C-A] mpls ldp  

[H3C-A]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12。 

[H3C-A] vlan 212 

[H3C-A-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A-vlan212]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A-Vlan-interface212] quit 

# 配置 VLAN 21 接口。 

[H3C-A] vlan 21 

[H3C-A-vlan2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A-vlan21] quit 

[H3C-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 

[H3C-A-Vlan-interface21] ip address 168.1.1.1 255.255.0.0 

[H3C-A-Vlan-interface21] mpls  

[H3C-A-Vlan-interface21]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作为 Router ID 使用。 

[H3C-A] interface loopback 0 

[H3C-A-LoopBack0] ip address 192.1.1.1 255.255.255.255 

# 启动 OSPF。 

[H3C-A] ospf 1 

[H3C-A-ospf-1] area 0.0.0.0 

[H3C-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1.1 0.0.0.0 

[H3C-A-ospf-1-area-0.0.0.0] network 168.1.1.1 0.0.255.255 

# 配置 LDP Remote Peer。 

[H3C-A] mpls ldp remote-peer 1 

[H3C-A-remote-peer-1] remote-ip 1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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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连接。 

[H3C-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A-Vlan-interface212] mpls l2vc 192.1.1.2 20 encapsulation ethernet 

(2) 配置 PE-B  

# 配置 LSR-ID，使能 MPLS、LDP 以及 MPLS VLL。 

[H3C-B] mpls lsr-id 192.1.1.2 

[H3C-B] mpls 

[H3C-B-mpls] quit 

[H3C-B] mpls ldp 

[H3C-B]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2 接口 

[H3C-B] vlan 22 

[H3C-B-vlan2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B-vlan2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2 

[H3C-B-Vlan-interface22] ip address 169.1.1.1 255.255.0.0 

[H3C-B-Vlan-interface22] mpls 

[H3C-B-Vlan-interface22]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VLAN 212 接口。 

[H3C-B] vlan 212 

[H3C-B-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B-vlan212]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B-Vlan-interface212] quit 

# 为 Loopback 接口配置一个地址，作为 LSR-ID 使用。 

[H3C-B] interface loopback 0 

[H3C-B-LoopBack0] ip address 192.1.1.2 255.255.255.255 

# 启动 OSPF。 

[H3C-B] ospf 1 

[H3C-B-ospf-1] area 0.0.0.0 

[H3C-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1.2 0.0.0.0 

[H3C-B-ospf-1-area-0.0.0.0] network 169.1.0.0 0.0.255.255 

# 配置 LDP Remote Peer。 

[H3C-B] mpls ldp remote-peer 1 

[H3C-B-mpls-remote1] remote-ip 192.1.1.1  

# 配置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连接。 

[H3C-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B-Vlan-interface212] mpls l2vc 192.1.1.1 20 encapsulation ethernet 

(3) 配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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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LSR-ID，使能 MPLS、LDP 及 VLL。 

[H3C-P] mpls lsr-id 192.1.1.3 

[H3C-P] mpls 

[H3C-P-mpls] quit 

[H3C-P] mpls ldp 

[H3C-P] mpls l2vpn 

# 为 Loopback 接口配置一个地址，作为 LSR-ID 使用。 

[H3C-P] interface loopback 0 

[H3C-P-LoopBack0] ip address 192.1.1.3 255.255.255.255 

[H3C-P-LoopBack0]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H3C-P] vlan 21 

[H3C-P-vlan2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H3C-P-vlan21] quit 

[H3C-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 

[H3C-P-Vlan-interface21] mpls 

[H3C-P-Vlan-interface21] mpls ldp enable 

[H3C-P-Vlan-interface21] ip address 168.1.1.2 255.255.0.0 

[H3C-P-Vlan-interface21] quit 

[H3C-P] vlan 22 

[H3C-P-vlan2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P-vlan22] quit 

[H3C-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2 

[H3C-P-Vlan-interface22] mpls 

[H3C-P-Vlan-interface22] mpls ldp enable 

[H3C-P-Vlan-interface22] ip address 169.1.1.2 255.255.0.0 

# 启动 OSPF。 

[H3C-P] ospf 1 

[H3C-P-ospf-1] area 0.0.0.0 

[H3C-P-ospf-1-area-0.0.0.0] network 168.1.0.0 0.0.255.255 

[H3C-P-ospf-1-area-0.0.0.0] network 169.1.0.0 0.0.255.255 

[H3C-P-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1.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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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一个 LDP 方式二层 VPN 连接 UP 的条件有： 
 两端的 CE 接口的物理状态 UP； 
 两个 PE 间存在两条相反方向的 LSP 隧道； 
 两端 CE 接口的封装类型相同，并且为 VLL 支持的封装类型； 
 建议 PEA、PEB 上连接 CE 的 VLAN 为一致； 
 PE 之间存在 LDP remote session，并且其状态为 OPERATIONAL 的； 
 建立隧道需要存在到对端 PE 的路由，所以需要在路径上的各个路由器上配置

IGP，如 OSPF。 

 

1.3.3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主备 PW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 以 VLAN 方式接入，PE2 与 PE1、PE3 之间分别建立一条远程连接。 

 PE2 的虚接口 VLAN101 上配置到 PE1 虚连接为主连接方式（Primary），到

PE3 的虚连接为备连接方式（Backup），在虚接口 VLAN101 上执行手工倒换

主备虚连接。 

 在系统视图下，执行手工倒回主连接。 

2. 组网图 

VLAN50
G4/1/17

1.1.1.1
PE1 PE3

30.30.30.1

G5/1/2

70.70.70.2

G5/1/13VLAN30

2.2.2.2

3.3 .3.3

4.4 .4.4

PE2
P

VLAN 70

G5/1/2 G5/1/3

30.30.30.2
G5/1/1 10.10.10.1 G5/1/1

G4/1/18

VLAN 10

G5/1/1
10.10.10.2 50.50.50.2 50.50.50.1

70.70.70.1

CE1
G5/2/1

CE3

CE2

G5/2/1

 
图1-6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主备 PW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1 

# 配置 LSR ID，使能 MPLS、LDP 及 MPLS V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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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mpls lsr-id 1.1.1.1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PE1] mpls l2vpn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作为 Router ID 使用。 

[PE1]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 配置公网 VLAN10，使能 MPLS。 

[PE1] vlan 10 

[PE1-vlan10] interface vlan 10 

[PE1-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10] mpls 

[PE1-Vlan-interface10] int g5/1/1 

[PE1-GigabitEthernet5/1/1] port access vlan 10 

# 创建 PE1 到 PE2 的静态 LSP。 

[PE1] mpls 

[PE1-mpls] static-lsp ingress 1to2 destination 2.2.2.2 32 nexthop 10.10.10.2 

out-label 3 

[PE1-mpls] static-lsp egress 2to1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in-label 3 

# 配置 PE1 到 PE2 的 LDP Remote Peer。 

[PE1] mpls ldp remote-peer 1 

[PE1-mpls-remote1] remote-ip 2.2.2.2 

# 配置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连接。 

[PE1] int g5/2/1 

[PE1-GigabitEthernet5/2/1]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5/2/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1 

[PE1-GigabitEthernet5/2/1] vlan 101 

[PE1-vlan1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PE1-Vlan-interface101] mpls l2vc 2.2.2.2 110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primary 

[PE1-Vlan-interface101] quit 

[PE1] 

(2) 配置 PE2 

# 配置 LSR ID，使能 MPLS、LDP 及 MPLS VLL。 

[PE2] mpls lsr-id 2.2.2.2 

[PE2] mpls 

[PE2-mpls] quit 

[PE2] mpls 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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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 mpls l2vpn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作为 Router ID 使用。 

[PE2] interface LoopBack 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255.255.255.255     

# 配置公网 VLAN10、V LAN50，使能 MPLS。 

[PE2]vlan 10 

[PE2-vlan10] interface vlan 10 

[PE2-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10] mpls 

[PE2-Vlan-interface10] interface g5/1/1 

[PE2-GigabitEthernet5/1/1]port access vlan 10 

[PE2-GigabitEthernet5/1/1]vlan 50 

[PE2-vlan50]interface vlan 50 

[PE2-Vlan-interface50] ip address 50.50.50.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50] mpls     

[PE2-Vlan-interface50] quit 

[PE2] 

# 创建 PE2 到 PE1、PE3 的静态 LSP。 

[PE2] mpls 

[PE2-mpls]static-lsp ingress pe2-pe3 destination 3.3.3.3 32 nexthop 

50.50.50.1 out-label 50 

[PE2-mpls]static-lsp egress pe3-pe2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50 

in-label 180 

[PE2-mpls]static-lsp ingress 2to1 destination 1.1.1.1 32 nexthop 10.10.10.1 

out-label 3 

[PE2-mpls]static-lsp egress 1to2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in-label 3   

# 配置到 PE1 和 PE3 的 LDP Remote Peer。 

[PE2] mpls ldp remote-peer 0 

[PE2-mpls-remote0]remote-ip 3.3.3.3 

[PE2-mpls-remote0]mpls ldp remote-peer 1 

[PE2-mpls-remote1]remote-ip 1.1.1.1   

# 配置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连接。 

[PE2]interface g5/2/1 

[PE2-GigabitEthernet5/2/1]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5/2/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1 

[PE2-GigabitEthernet5/2/1] vlan 101 

[PE2-vlan101]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PE2-Vlan-interface101]mpls l2vc 1.1.1.1 110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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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Vlan-interface101]mpls l2vc 3.3.3.3 10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backup 

[PE2-Vlan-interface101]quit 

[PE2] 

(3) 配置 PE3 

# 配置 LSR ID，使能 MPLS、LDP 及 MPLS VLL。 

[PE3] mpls lsr-id 3.3.3.3 

[PE3] mpls 

[PE3-mpls] quit 

[PE3] mpls ldp  

[PE3] mpls l2vpn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作为 Router ID 使用。 

[PE3]interface LoopBack 0 

[PE3-LoopBack0] ip address 3.3.3.3 255.255.255.255 

# 配置公网 VLAN70，使能 MPLS 

[PE3] vlan 70 

[PE3-vlan70] interface vlan 70 

[PE3-Vlan-interface70] ip address 70.70.70.2 255.255.255.0 

[PE3-Vlan-interface70] mpls 

[PE3-Vlan-interface70] interface g5/1/1 

[PE3-GigabitEthernet5/1/1] port link-type trunk 

[PE3-GigabitEthernet5/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70 

# 创建 PE3 到 PE2 的静态 LSP。 

[PE3]mpls 

[PE3-mpls]static-lsp egress pe2-pe3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70 

in-label 3 

[PE3-mpls]static-lsp ingress pe3-pe2 destination 2.2.2.2 32 nexthop 

70.70.70.1 out-label 170 

# 配置 PE3 到 PE2 的 LDP Remote Peer。 

[PE3]mpls ldp remote-peer 1 

[PE3-mpls-remote1]remote-ip 2.2.2.2 

# 配置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连接。 

[PE3]interface g5/1/13 

[PE3-GigabitEthernet5/1/13] port link-type trunk 

[PE3-GigabitEthernet5/1/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1 

[PE3-GigabitEthernet5/1/13] vlan 101 

[PE3-vlan101]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PE3-Vlan-interface101] mpls l2vc 2.2.2.2 10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PE3-Vlan-interface101]q 

[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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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P 

# 配置 LSR ID，使能 MPLS、LDP。 

[P] mpls lsr-id 4.4.4.4  

[P] mpls 

[P-mpls] quit 

[P] mpls ldp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作为 Router ID 使用。 

[P] interface LoopBack0  

[P-LoopBack0] ip address 4.4.4.4 255.255.255.255 

# 配置公网 VLAN70，使能 MPLS 

[P]vlan 70 

[P-vlan70] interface vlan 70 

[P-Vlan-interface70] ip address 70.70.70.1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70] mpls 

[P-Vlan-interface70] interface g4/1/18 

[P-GigabitEthernet 4/1/18] port link-type trunk 

[P-GigabitEthernet 4/1/18] port trunk permit vlan 70 

[P-GigabitEthernet 4/1/18]q 

[P]vlan 50 

[P-vlan50] interface vlan 50 

[P-Vlan-interface50] ip address 50.50.50.1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50] mpls 

[P-Vlan-interface50] interface g4/1/17 

[P-GigabitEthernet 4/1/17] port link-type trunk 

[P-GigabitEthernet 4/1/17] port trunk permit vlan 50 

# 在 P 设备上配置 PE2 到 PE3 的 Transit LSP 以及 PE3 到 PE2 的 Transit LSP。 

[P] mpls 

[P-mpls] static-lsp transit pe2-pe3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50 

in-label 50 nexthop 70.70.70.2 out-label 3 

[P-mpls] static-lsp transit pe3-pe2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70 

in-label 170 nexthop 50.50.50.2 out-label 180  

(5) 在 PE2 的虚接口 VLAN101 下手工倒换主备虚连接 

# 查询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虚连接信息。 

[PE2] display mpls l2v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State: up, Service: VLL 

 

 VC-ID: 1101, VC State: (p)up, 

 Destination: 1.1.1.1 primary 

 Encapsulation: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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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ID: Local 0, Remote 0, 

 VC Label: Local 32768, Remote 33015, 

 MTU:Local 1500, Remote 0 

 Tunnel Type: LSP, Tunnel Index: 31746, 

 AC: up, LDP Session: up 

 

 VC-ID: 101, VC State: (b)up, 

 Destination: 3.3.3.3 backup 

 Encapsulation: vlan 

 Group ID: Local 0, Remote 0, 

 VC Label: Local 32769, Remote 33015, 

 MTU:Local 1500, Remote 0 

 Tunnel Type: LSP, Tunnel Index: 31744, 

 AC: up, LDP Session: up 

# 将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虚连接倒换到备连接上。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PE2-Vlan-interface101] mpls l2vc manual-switch backup 

[PE2-Vlan-interface101] quit 

# 在全局视图下将 Martini 方式的 MPLS VLL 虚连接倒回到主连接上。 

[PE2] mpls l2vc manual-restore 

1.4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配置 

1.4.1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任务 

表1-5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的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LSR-ID  mpls lsr-id lsr-id 必选 

使能 MPLS mpls 必选 

全局使能 MPLS VLL mpls l2vpn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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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BGP 相关配置，配置

完毕后保证 BGP 能

够正常运行，彼此能

发现路由 

请参见《IP 路由分册》的

“BGP 配置”部分 

必选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以扩展 BGP 为

信令协议来分发 VC 标签，所以还需要在

PE 上配置 BGP 参数。MPLS VLL 本身对

BGP 的配置没有特殊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 BGP 视图下配置反射命

令后，相关的 VLL Peer 也具有了反射功能

如果只需要VLL Peer具有反射功能，可以

在BGP视图下配置undo reflect 
between-clients命令，这样，从其客户端

接收到的单播路由不会被反射到其他客户

端。

进入VLL地址族视图 l2vpn-family 必选 

激活对等体（组）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只有 BGP 的 IPv4 单播地址

族的对等体才是激活的，其它类型的对等

体（组）都是去激活的，不能交换路由信

息 

创建 VPN 并指定封

装方式 

mpls l2vpn vpn-name 
[ encapsulation 
{ ethernet | vlan } ] 

必选 

Kompella 方式下私网接入侧的封装类型

支持 Ethernet 接入和 VLAN 接入。当用户

配置封装类型为 Ethernet 接入，则私网

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当用户配置封装类型为 VLAN 接入，则私

网VLAN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为Trunk类型。

私网 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不建议使用

Hybrid 类型。所有对端 PE 中该实例的用

户接入方式必须保持一致 

配置 MPLS VLL 的
RD 

route-distinguisher 
route-distinguisher

必选 

对于一个 MPLS VLL，必须先配置 RD，

然后才能配置其他命令而且 RD 配置后不

能修改。修改 RD 的唯一办法是：删除这

个 MPLS VLL，然后，重新创建，同时对

于 VLL，同一 PE 上不同 VPN 的 RD 不能

相同 

配置 MPLS VLL 的
VPN-target 

vpn-target 
vpn-target-ext-community 
[ import-extcommunity | 
export-extcommunity | 
both ]   

必选 

配置 VPN 的二层
MTU mtu mtu

可选 

同一个 VPN 的各个 PE 必须设置相同的

MTU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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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创建 CE/修改 CE 
Range 

ce name [ id id [ range 
range ]  [ default-offset 
offset ] ] 

进入已经配置的 CE ce name

必选 

在PE上创建的CE应与实际相连的CE设

备一一对应，需要用户为 CE 指定一个唯

一的 ID，也可以指定 CE Range 的大小。

CE ID 最好从 1 开始，采用连续自然数编

号 

创建 CE 的连接 

connection [ ce-offset 
offset ]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multi-port ] }  

必选 

在规划 VPN 时，将 CE ID 编号从 1 顺序

递增；然后在配置连接时按 CE ID 顺序配

置，则大多数连接都可以省略 CE Offset
参数，使用默认的 CE Offset，简化配置 

 

  注意： 

 修改 CE Range 只能把 CE Range 变大，不能变小。例如：原来的 CE Range
为 10，则可以把它改为 20，但如果想改为 5，则会失败。把 CE Range 改小的

唯一方法是：删除这个 CE，重新创建； 
 在 Kompella 方式中公网 /私网接入侧必须采用后缀为 CA 的单板，例如

LSB2FT48CA； 
 VLL 支持单端口接入方式和多端口接入方式的私网 VLAN，目前 Kompella VLL
本地连接不支持多端口接入方式； 

 配置多端口接入的 Kompella VLL 不支持包含混插端口或者聚合端口的 VLAN。

多端口接入的私网 VLAN 要求 VLAN 内配置的所有端口封装方式保持一致； 
 每个 VPN 私网接入侧只能有一个 VLAN，每个 VLAN 只能包含一个接口，并且

这个接口上的所有 VLAN 都不能使能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如果这个

接口上有其他 VLAN 使能了 IGMP 和 IGMP Snooping 协议，那么该 VPN 就不能

透传用户的 IGMP 协议报文； 
 Kompella 方式下私网接入侧的封装类型支持 Ethernet 接入和 VLAN 接入，默认

是 Ethernet 接入类型。当用户配置封装类型为 Ethernet 接入，则私网 VLAN 下

的端口链路类型为Access类型；当用户配置封装类型为VLAN接入,则私网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私网 VLAN 下的端口链路类型不建议使用

Hybrid 类型。所有对端 PE 中该实例的用户接入方式必须保持一致； 
 Kompella 方式是在整个 SP 网络中划分不同的 VPN，在 VPN 内部对 CE 进行编

号，同一 VPN 内 CE ID 必须是唯一的。如果配置了重复 CE ID 的 CE 要建立 CE
之间的连接时，会导致不能正常建立连接，需要删除掉 CE ID 相同的 CE 配置，

重新配置 CE 的连接，恢复建立连接。 
 该处 MTU 值的设置并不对链路实际的 MTU 值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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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 采用 VLAN 接入，CE-A 和 CE-B 之间建立一个远程连接。 

2. 组网图 

VLAN 212

CE A
CE BPE A PE BP

VLAN 22VLAN21 VLAN212

 
图1-7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A 

# 全局使能 MPLS。 

[H3C] mpls lsr-id 1.1.1.1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 

[H3C] interface loopback 0 

[H3C-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32 

# 全局使能 MPLS VLL。 

[H3C]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12。 

[H3C] vlan 212 

[H3C-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Vlan-interface212] quit 

# 在 VLAN 21 的接口上使能 MPLS。 

[H3C] vlan 21 

[H3C-vlan2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4 

[H3C-vlan21]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 

[H3C-Vlan-interface21] ip address 5.5.5.1 24 

[H3C-Vlan-interface21] mpls  

[H3C-Vlan-interface21]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1]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H3C-Vlan-interface2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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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BGP 参数。 

[H3C] bgp 100 

[H3C-bgp] group 100 internal 

[H3C-bgp] peer 100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H3C-bgp] peer 3.3.3.3 group 100 

[H3C-bgp] l2vpn-family 

[H3C-bgp-af-l2vpn] peer 100 enable 

# 创建和配置 VPN。 

[H3C] mpls l2vpn vpn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H3C-mpls-l2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H3C-mpls-l2vpn-vpn1] vpn-target 100:1 

# 创建 CE 并配置 CE 的连接。 

[H3C-mpls-l2vpn-vpn1] ce ce1 id 1 range 200 

[H3C-mpls-l2vpn-vpn1-ce1] connection ce-offset 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mpls-l2vpn-vpn1-ce1] quit 

# 启动 OSPF。 

[H3C] ospf 1 router-id 1.1.1.1 

[H3C-ospf-1] area 0.0.0.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1 0.0.0.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5.5.5.0 0.0.0.255 

(2) 配置 PE-B  

# 全局使能 MPLS。 

[H3C] mpls lsr-id 3.3.3.3 

[H3C] mpls 

[H3C-mpls] quit 

[H3C] mpls ldp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 

[H3C] interface loopback 0 

[H3C-LoopBack0] ip address 3.3.3.3 32 

# 全局使能 MPLS VLL。 

[H3C] mpls l2vpn 

# 配置 VLAN 212。 

[H3C] vlan 212 

[H3C-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H3C-vlan2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Vlan-interface 212] quit 

# 在 VLAN 22 的接口上使能 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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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vlan 22 

[H3C-vlan2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4 

[H3C-vlan22]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2 

[H3C-Vlan-interface22] ip address 6.6.6.1 24 

[H3C-Vlan-interface22] mpls  

[H3C-Vlan-interface22] mpls ldp enable 

[H3C-Vlan-interface22]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H3C-Vlan-interface22] quit 

# 配置 BGP 参数。 

[H3C] bgp 100 

[H3C-bgp] group 100 internal 

[H3C-bgp] peer 100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H3C-bgp] peer 1.1.1.1 group 100 

[H3C-bgp] l2vpn-family 

[H3C-bgp-af-l2vpn] peer 100 enable 

# 创建和配置 VPN。 

[H3C] mpls l2vpn vpn1 encapsulation ethernet 

[H3C-mpls-l2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H3C-mpls-l2vpn-vpn1] vpn-target 100:1 

# 创建 CE 并配置 CE 的连接。 

[H3C-mpls-l2vpn-vpn1] ce ce2 id 2 range 200 

[H3C-mpls-l2vpn-vpn1-ce2] connection ce-offset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H3C-mpls-l2vpn-vpn1-ce2] quit  

# 启动 OSPF。 

[H3C] ospf 1 router-id 3.3.3.3 

[H3C-ospf-1] area 0.0.0.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3.3.3.3 0.0.0.0 

[H3C-ospf-1-area-0.0.0.0] network 6.6.6.0 0.0.0.255 

(3) 配置 P 设备  

P 设备的配置与 MPLS 标准配置没有差别，请参考“MPLS-L3VPN” 中的配置“1.2.4 
P 路由器的配置”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建议 PEA、PEB 上连接 CE 的 VLAN 为一致。 

1.5  MPLS VLL 显示与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所有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PLS VLL 的

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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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MPLS VLL 进行调试。 

表1-6 VLL 显示和维护 

配置 命令 说明 

显示 CCC 方式 MPLS VLL 连

接信息 
display ccc [ ccc-name | 
type [ local | remote ] ]  

显示 Martini 方式 MPLS VLL
连接信息 

display mpls l2vc [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verbose] 
display mpls l2vc 
protection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显示 Kompella 方式 MPLS 
VLL 连接信息 

display mpls l2vpn 
[ vsi-name [ local-ce | 
remote-ce ] | connection 
[ vsi-name [ down | 
remote-ce | up | verbose ] | 
brief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 
forwarding-info { vc-label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 
display bgp l2vpn { all | 
peer | route-distinguisher 
ASN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
命令 

打开 MPLS VLL 调试信息开

关 

debugging mpls l2vpn { 
advertisement | all | 
connections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 
error | event | loadshare | 
switchover }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此命令 

 

1.6  MPLS VLL 故障诊断与排除 

1. 故障现象一 

故障描述： 

在 VLAN 接口上配置二层 VPN 指令不成功。 

故障排除： 

 检查 VLAN 接口上是否已经使能了 MPLS/BGP VPN、组播或者 VLL 业务。若

是，则不能再进行二层 VPN 配置。 

 查看 VLAN 接口是否为 Super VLAN 或者是 Sub VLAN。只有在一般的 VLAN

接口才能进行二层 VPN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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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现象二 

故障描述： 

Martini 方式下，VLL 配置后，Ping 对端失败，查看 VC 状态，发现 VC 状态为 Down，
Remote 值为无效值。 

故障排除： 

 VC 状态为 Down，原因是两端封装类型或者 VC ID 不一致，查看两端 PE 的

接口类型是否一致，应该都为 Access 口或者为 Trunk 口；同时检查两端的 VC 

ID 值是否相同。 

 Remote 值为无效值，请检查两端是否已配置了 Remote 参数，并正确设置了

对端的地址。 

3. 故障现象三 

故障描述： 

Kompella 方式下，VLL 配置后，Ping 对端失败，查看 VPN 连接，发现 Connection
状态为 Down，VPN 信息值为空。 

故障排除： 

 VPN 信息值为空，说明 VPN 配置错误，应检查两端 VPN 的配置是否对应，

如 RT 等属性，两端 CE 之间的连接配置是否正确。 

 Connection 状态为 Down，是因为两端封装能力不一致，查看本端和对端 PE

设备配置的封装类型和 MTU 是否一致，如果配置的封装类型不一样，连接将

失败。 

4. 故障现象四 

故障描述： 

CCC 方式下，VLL 配置好后，发现 Ping 对端失败，发送和接收通道的状态为 Up，
连接状态也为 Up。 

故障排除： 

检查两端配置的入标签和出标签是否对应，当存在 P 设备时，检查 P 设备上转发连

接配置是否正确，静态配置的下一跳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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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VPLS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PLS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PLS简介

了解 VPLS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VPLS基本能力配置

显示配置后 VPLS 的运行情况 VPLS显示和调试

了解 VPLS 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VPLS基本能力典型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分层的VPLS组网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MPLS边缘网络接入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4：QinQ接入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5：VPLS负载分担举例

检测和排除 VPLS 的运行故障 VPLS故障诊断与排除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业务处理板指 LSB1VPNB0 板。 

 

本文用到的缩略语和术语如下： 

表1-1 缩略语和术语 

缩略语和术语 英文全称 说明 

AC Attachment Circuit 接入链路 

CE Customer Edge 直接与服务提供商相连的用户设备

FEC Forwarding Equivalence Class 转发等价类 

FR Frame Relay 帧中继 

NPE Network Facing PE 面向提供商网络的 PE 设备 

PE Provider Edge 骨干网(上的边缘路由器) 

PW Pseudowire 虚链路 

PHP Penultimate Hop Popping 倒数第二跳弹出 

UPE User Facing PE 面向用户网络的PE设备

VLL Virtual Leased Line 虚拟租用线路 

VPLS Virtual Private LAN Service 虚拟专用局域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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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和术语 英文全称 说明 

VSI Virtual Switching Instance 虚拟交换实例 

LSP Label Switched Path  标签交换通道 

 

1.1  VPLS 简介 

1.1.1  VPLS 概述 

当今 IP 网络已经遍布全球，利用现有 IP 网络为企业提供低成本专网逐渐成为各大

运营商的关注点。因此，一种在 IP 网上提供 VPN 服务、配置简单的技术应运而生，

这种技术即MPLS VPN业务。基于MPLS的VPN业务有两种，分别是MPLS L3VPN
和 MPLS L2VPN，MPLS L2VPN 包括 VPLS 和 VLL，VLL 仅适用于点到点的组网

应用模式，而 VPLS 可以实现多点到多点的 VPN 组网，VPLS 为许多原来使用点到

点 L2VPN 业务的运营商提供了一种更完备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避免像 L3VPN 那样

介入用户的内部路由层次。这样，运营商就可以只管理、运行一个网络，并在一个

网络上同时提供 Best-effort IP 服务、三层 VPN、二层 VPN、流量工程等许多服务，

从而减少运营商大量的建设、维护、运行费用。 

通过 VPLS 服务，地域上隔离的用户站点能通过 MAN/WAN 相连，并且两地连接效

果像在一个 LAN 中一样。S9500 系列交换机提供了使用 MPLS 的虚链路作为以太

网桥链路的 VPLS 解决方案，通过 MPLS 网络提供一种透传的 LAN 服务（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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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VPLS 网络基本架构 

VPLS提供了两种VPLS网络架构：PW逻辑全连接的VPLS网络架构、分层的VPLS
架构。图 1-1描述了一个基本的PW逻辑全连接的VPLS网络架构图。 

CE1

CE2

VPN 1

PE1

CE3 VPN 2
Site 2

VPN 1

VPN 2
Site 1

PE2

PE3

PE4

CE6

CE4

Site 3

Site 2

CE5

VPN 1
Site 1

MPLS 网络

 
图1-1 PW 逻辑全连接的 VPLS 网络结构 

图 1-1中，VPLS可以像L3VPN一样提供点到多点的连接服务，它能在多点之间进行

MAC地址学习以及报文交换，并且，各个VPN之间的转发表相互独立，可以实现VPN
间的MAC地址重叠。 

图 1-2描述了一个分层的VPLS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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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2 NPE1
MPLS核心网

NPE3

VPN 1
Site 2

VPN 2
Site 1

UPE2

UPE1

CE3

CE1

NPE4

VPN 2
Site 2

VPN 1
Site 1

C E4

C E2

M PLS核心网

M PLS核心网

 
图1-2 分层 VPLS 网络结构 

图 1-2所示，分层的VPLS网络可以层次化网络拓扑和扩展接入范围。在核心网中的

核心设备（NPE）性能好，VPN业务流量集中；边缘设备（UPE）性能要求比较低，

主要用于VPN的业务接入。同时，边缘接入设备与核心设备之间可以链路备份，增

强了网络的健壮性。UPE与NPE之间的接入网络可以是MPLS边缘网络（通过LSP
连接），也可以是简单的以太交换网（VLAN-VPN接入）。 

1.1.3  VPLS 基本传输构件 

整个VPLS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交换机，它通过MPLS隧道在每个VPN的各个SITE
之间建立虚链接（PW），并通过 PW 将用户二层报文在站点间透传。对于 PE 设备，

它会在转发报文的同时学习源 MAC 并建立 MAC 转发表项，完成 MAC 地址与用户

接入接口（AC）和虚链路（PW）的映射关系。对于 P（Provider Router）设备，

即骨干网上的核心交换机，只需要完成依据 MPLS 标签进行 MPLS 转发，不关心

MPLS 报文内部封装的二层用户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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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L2VPN 通用传输部件示意图 

VPLS 网络的基本传输构件及作用如下： 

 接入链路 

接入链路（Attachment Circuit，AC），CE 到 PE 之间的连接链路或虚链路。AC 上

的所有用户报文一般都要求原封不动的转发到对端 SITE 去，包括用户的二三层协

议报文。 

 虚链路 

虚链路（Pseudowire，PW），虚链路在一个 VPN 的两个 VSI 之间的一条双向的虚

拟连接，它由一对单向的 MPLS VC 构成，承载于 LSP 之上，并由 PW 信令协议创

建。PW 对于 VPLS 系统来说，就像是一条本地 AC 到对端 AC 之间的一条直连通道，

完成用户的二层数据透传。 

 转发器 

转发器（Forwarder），PE 收到 AC 上送的数据帧，由转发器选定转发报文使用的

PW，转发器事实上就是 VPLS 的转发表。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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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Tunnel），用于承载 PW，一条隧道上可以承载多条 PW，一般情况下为 MPLS
隧道。隧道是一条本地 PE 与对端 PE 之间的直连通道，完成 PE 之间的数据透传。 

 封装 

封装（Encapsulation），PW 上传输的报文使用标准的 PW 封装格式和技术。PW
上的 VPLS 报文封装有两种模式：VLAN 和 Ethernet 模式。 

 PW 信令协议 

PW 信令协议（Pseudowire Signaling），PW 信令协议是 VPLS 的实现基础，用于

创建和维护 PW。PW 信令协议还可用于自动发现 VSI 的对端 PE 设备。目前，PW
信令协议主要有 LDP 和 BGP。 

 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Service Quality），根据用户二层报文头的优先级信息和 VSI 实例的 CoS
信息，映射成在公用网络上传输的 QOS 优先级来转发，这个一般需要应用支持流

量工程的 MPLS 网络。 

如图 1-3所示，CE3 上送二层报文，通过AC接入PE1，PE1 收到报文后，由转发器

选定转发报文的PW，系统根据PW的转发表项给用户报文打上公网标签、私网标签

和公网的Ethernet头（私网标签用于标识PW，公网标签用于穿越隧道到达PE2），

经公网隧道到达PE2，系统弹出私网标签（公网标签在P设备上经PHP弹出），由

PE2 的转发器将选定转发报文的AC将CE3 上送的二层报文转发给CE1。 

1.2  VPLS 基本能力配置 

1.2.1  VPLS 的配置任务简介 

表1-2 VPLS 的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配置公网路由协议 参考“路由协议操作”相关章节 必选 

配置 MPLS 基本功能 参考“MPLS 操作”第二章 必选  

配置 LDP 扩展会话对端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必选 

使能 L2VPN mpls l2vpn 必选 

配置 VPLS 实例 vsi vsi-name [ static ] 必选，创建VSI时，static必选 

配置对端 PE 的 IP 地址 
peer peer-ip [ vc-id vc-id ] [ upe 
| dual-npe ] [ encapsulation 
{ ethernet | vlan } ] 

必选 

配置静态 MAC 地址 

mac-address { static H-H-H } 
vsi vsi-name { peer { peer-ip | 
dual-npe } | vlan-interface 
vlan-id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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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配置用户接入的 VLAN
并绑定 VSI 实例 

l2 binding vsi vsi-name 
[ access-mode { vlan | 
ethernet } ] 

必选 

VPLS 特性配置 bandwidth bw-limit 可选 

启用端口的 VLAN VPN 
(Q-in-Q) 功能 vlan-vpn enable 可选 

配置用户自定义的流模

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num template-info 必选 

配置 ACL 规则 
rule rule-id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必选 

配置报文重定向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slot 
slotid vlan-id [ join-vlan ] } 

必选 

配置 VPLS 负荷分担 vpls-load-share enable
可选 

用于允许 VPLS 负荷分担业务

倒换，默认情况下是使能该功能

 

  注意： 

L2VPN VPLS 不支持 NDP 业务透传。 

 

1.2.2  配置路由协议 

交换机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路由配置，使之能够实现与其他 P 设备、PE 设备进行路

由信息的交换。目前可选择的路由协议有：静态路由、RIP、OSPF、EBGP 等。具

体配置方法请参见《IP 路由分册》部分。 

1.2.3  配置 MPLS 的基本能力 

配置 MPLS 的基本能力，用于创建公网的 LSP 隧道。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MPLS”
部分。 

1.2.4  配置 LDP 扩展会话对端 

配置 LDP 远程对等体，用于建立远程 LDP 会话。 

1. 进入 Remote-peer 模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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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进入 Remote-peer 模式 

操作 命令 

进入 Remote-peer 模式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删除相应的 Remote-peer undo mpls ldp remote-peer index 

 

无缺省的 Remote-peer。 

2.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可以指定 Remote-peer 的任何一个使能了 LDP 的接口地址或发布了路由的 LSR 的

Loopback 地址，作为 Remote-peer 的地址。 

请在 Remote-peer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Remote-peer 的地址 remote-ip remoteip 

 

1.2.5  使能 L2VPN 

全局使能 L2VPN，只有使能了 L2VPN 才允许进行 VPLS、VLL 相关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使能 L2VPN 

操作 命令 

使能L2VPN mpls l2vpn 

禁止L2VPN功能 undo mpls l2vpn 

 

缺省情况下，未使能 MPLS L2VPN 功能。 

1.2.6  创建 VPLS 实例 

1. VPLS 实例的指定 

vsi 命令用来创建一个 VPLS 实例或进入 VSI 视图，在创建实例时必须指定本地唯

一 VPLS 实例名，并且必须指明对端发现机制是自动发现或是手工配置，目前只支

持手工配置，即 static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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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VPLS 实例的指定 

操作 命令 

指定VPLS实例的名称 vsi vsi-name [ static ]  

取消创建一个 VPLS 实例或进入 VSI 视图 undo vsi vsi-name

 

2. 进入 VSI-LDP 视图配置 VSI-ID 

pwsignal 命令用来指定 VSI 使用的 PW 信令协议，并进入 VSI-LDP 视图。 

当指定 VSI 的 PW 信令协议为 LDP 协议，进入 VSI-LDP 视图。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指明 VSI 使用 PW 信令方式 

操作 命令 

指明 VSI 使用的 PW 信令协议 pwsignal [ ldp ] 

 

目前 PW 信令只支持 LDP 协议。 

vsi-id 命令用来描述本 VSI 的 ID 号。vsi-id 取值本地唯一。 

请在 VSI-LD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VPLS 实例配置 

操作 命令 

指定本VSI的ID号 vsi-id vsi-id

 

3. 配置对端 PE 的 IP 地址 

peer 命令用来创建一个实例中包含的 VPLS 对端 PE，在创建 VPLS 对端 PE 时需

要指定对端 PE 的 IP 地址以及对等体类型。缺省情况下，对等体类型为 NPE；指定

对等体类型为 UPE 时表示该对等体为分层 VPLS 模型中的用户汇聚节点 UPE。用

户也可以指定到该对等体 VC 的 ID，该 VC ID 必须与远端保持一致。指定的多个远

程对等体 NPE 间需要全连接，UPE 与 NPE 之间无需全连接，UPE 与其他 NPE 之

间无需全连接。 

请在 VSI-LD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对端 PE 的 IP 地址的配置 

操作 命令 

指创建一个实例中包含的VPLS对端PE peer peer-ip [ vc-id vc-id ] [ upe | dual-npe ] 
[ encapsulation { ethernet | vl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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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指定的VPLS对端PE undo peer peer-ip

 

缺省情况下，VC-ID 取 VSI-ID 的值。 

4. 指定 VSI 的虚链路封装类型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指定 VSI 的虚链路封装类型 

操作 命令 

指定 VSI 的虚链路封装类型 encapsulation { vlan | ethernet } 

 

缺省情况下，VSI 内的虚链路封装取该配置值。 

1.2.7  配置用户接入的 VLAN 并绑定 VPLS 实例 

可以指定 VPLS 用户的接入封装类型，默认接入封装类型为 Ethernet 接入。该 VLAN
接口下端口的配置按照用户接入方式的不同有所差别：在用户为 Ethernet 接入时，

需要在该 VLAN 的接入端口下使能 VLAN-VPN 特性；在用户以 VLAN 方式或用户汇

聚 MTU 以 VLAN-VPN 方式进行 H-VPLS 接入时，无需使能接入端口 VLAN-VPN
特性，需将其配置为 Trunk，此时要求上行报文 VLAN Tag（当前用户配置的 VLAN 
ID）与接入绑定的 VLAN 保持一致；当用户汇聚 UPE 以 LSP 方式进行 H-VPLS 接

入时，用户可以将其绑定到不包含端口的 VLAN。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用户接入 VLAN 的配置并绑定 VPLS 实例 

操作 命令 

绑定 VPLS 实例到 VLAN 接口 l2 binding vsi vsi-name [ access-mode { vlan | ethernet } ]

解除 VLAN 与 VSI 的绑定关系 undo l2 binding vsi vsi-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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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某端口的 GVRP、STP 或 802.1x 协议中的任一个已经启动，则不允许用户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如果端口所属的 VLAN 已经使能了 IGMP Snooping 或者端口所属的 VLAN 接口

下使能了 IGMP，则不允许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反之亦然； 
 使能了 VLAN VPN 的端口如果要加入 VLAN，此 VLAN 上不能开启 IGMP 

Snooping，其 VLAN 接口也不能开启 IGMP； 
 绑定 VPLS 实例后的 VLAN 接口上不能配置 IP 地址，同样配置了 IP 地址后的

VLAN 接口不能绑定 VPLS 实例； 
 一个 VPLS 实例可以绑定多个 VLAN，最多八个； 
 禁止在 Vlan-interface1 上绑定 VSI 实例。 

 

1.2.8  配置静态 MAC 地址 

mac-address 命令用来配置 VPLS 实例的静态 MAC 地址。用户可以配置静态 MAC
地址为本地站点内的 MAC，也可以指定远端站点内的 MAC 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静态 MAC 地址的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 VPLS 实例的静态 MAC 地址 mac-address { static H-H-H } vsi vsi-name { peer 
{ peer-ip | dual-npe } | vlan-interface vlan-id } 

删除 VPLS 实例的静态 MAC 地址 undo mac-address { static H-H-H } vsi vsi-name 

批量删除 VPLS 实例的 MAC 地址 
undo mac-address vsi [ vsi-name [ peer { peer-ip | 
dual-npe }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 static | 
dynamic ] 

 

  注意： 

 如果 VSI 实例内配置到同一个对端有多条 Peer，则不建议配置远端的静态 MAC。 
 如果 VSI 实例内配置到对端的静态 MAC，指定 Peer IP 地址与该实例的 H-VPLS
模型中的 NPE 之一相同，则默认按远端配置的 dual-npe 方式来处理，查询 MAC
转发表项显示为 dual-npe，按远端 Peer IP 来删除 MAC 配置时可能会有部分配

置无法删除，可以按指定 MAC 地址来删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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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启用端口的 VLAN VPN 功能 

  注意： 

是否启用端口的 VLAN-VPN 特性是由 VSI 的接入方式决定，用户是 Ethernet 接入，

则需要使能接入端口 VLAN-VPN 特性，使能 VLAN-VPN 特性的原因是避免用户的

私有 VLAN Tag 不能被正常传送；用户是 VLAN 接入，则需要配置接入端口为 Trunk
口。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设置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操作 命令 

开启端口 VLAN VPN 特性 vlan-vpn enable

关闭端口 VLAN VPN 特性 undo vlan-vpn

 

  注意： 

 如果某端口的 GVRP、STP 或 802.1x 协议中的任一个已经启动，则不允许用户

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 
 如果端口所属的 VLAN 已经使能了 IGMP Snooping 或者端口所属的 VLAN 接口

下使能了 IGMP，则不允许开启端口的 VLAN VPN 特性。反之亦然。 
 使能了 VLAN VPN 的端口如果要加入 VLAN，此 VLAN 上不能开启 IGMP 

Snooping，其 VLAN 接口也不能开启 IGMP。 

 

缺省情况下，端口 VLAN VPN 特性是关闭的。 

1.2.10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操作 命令 

定义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num template-info 

端口视图下定义用户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删除流模板 undo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在定义流模板时，模板中所有的元素大小之和要小于 16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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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流模板定义中，参数 slotnum 是指接入到 MPLS 网络域的接口板槽位号。 

 

1.2.11  配置 ACL 规则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定义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配置 ACL 规则 

操作 命令 

从系统视图进入二层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advanced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定义子规则（在二层访问控制列表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mpls 
l2label-range [ range-id ] ] [ cos cos-value | 
c-tag-cos c-cos-value | exp exp-value | 
ingress { { source-vlan-id [ to 
source-vlan-id-end ] | source-mac-addr 
source-mac-wildcard | c-tag-vlan 
c-tag-vlanid }* | any } | egress 
{ dest-mac-addr dest-mac-wildcard | any } | 
s-tag-vlan s-tag-vlanid | time-range name ]*

删除访问控制列表的一个子规则（在二层访问

控制列表视图下） undo rule rule-id 

删除二层访问控制列表（在系统视图下） undo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ll } 

  

  说明： 

 在定义 VPLS 标签段范围的 ACL 规则中，参数 rang-id 是指 VPLS 的标签段 ID
号。由于 S9500 设备将 VPLS 支持的整个标签段范围平均划分为 8 个标签段，8
个标签段的空间大小一致，分别对应的标签段号为 0~7。缺省情况下，表示定义

为允许所有的 VPLS 标签段范围的规则。 
 删除 ACL 的配置之前需要删除重定向的相关配置。 

 

1.2.12  配置 MPLS 报文重定向 

由于只有 VPLS 业务处理板才能处理 VPLS 业务，所以需要将公网侧回来的 VPLS
报文配置 ACL 规则重定向到 VPLS 业务处理板处理。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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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在普通接口板的以太网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向 

操作 命令 

配置报文重定向到 VPLS 业

务处理板的特定端口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acl-number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vlanid [ join-vlan ] } 

删除报文重定向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acl-number  [ rule 
rule ] 

 

  说明： 

 重定向命令行中，参数 slotid 为 VPLS 业务处理板，vlanid 为接入到 MPLS 网络

域的 VLAN ID 号 
 公网端口在配置重定向时加入 VLAN（指定 join-vlan），重定向配置去除后，端

口也相应的从 VLAN 中退出。 

 

1.2.13  配置 VPLS 负荷分担 

创建 VSI 时，VSI 默认落在 VSI 个数最少的标签段内，该 VSI 的流由标签段重定向

到 VPLS 板处理，实现负荷分担，同时还可以手动改变 VSI 对应标签段，从而改变

VSI 流向，可使各 VPLS 板的负荷更加均衡。 

表1-17 配置 VPLS 负荷分担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打开VPLS负荷分担使能开关 vpls-load-share enable
可选 

缺省情况下，VPLS 负荷分担

开关打开 

配置 VSI 对应的标签段号 label-range label-range-id

可选 

缺省情况下，VSI 对应的标签

段号为当前 VSI 个数最少且

标签段号最小的标签段号 

增加 Link 型访问控制列表的

一条子规则 

rule [ rule-id ]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 range-id ] 
ingress any egress any

必选 

默认情况下，规则对应的标签

段范围从 128K～256K-1 

 

1.2.14  VPLS 特性配置 

1. 配置 VPN 的速率限制 

bandwidth命令用来配置 VPN的速率限制，取值范围为 64～4194303，单位：kbit/s，
以 64 为单位，系统自动向下取整，即取最接近的小值，即如果配置 VPN 的速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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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 200，那么系统自动取值为 64 的三倍数 192。实际能支持的速率限制范围为

64～2097152，2097152 以上（含 2097152）将不进行速率抑制。该 VSI 下用户流

量超过该带宽抑制部分将被系统丢弃。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VPN 速率的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 VPN 的速率限制 bandwidth bw-limit

 

缺省情况下，VPN 的速率限制为 102400Kbit/s。 

2. 配置 VPN 广播抑制百分比 

broadcast-restrain 命令用来配置 VPN 的广播抑制百分比，取值范围是 1～100，
不允许为 0。该 VSI 下用户的广播流量（包括广播、组播、未知单播）超过带宽的

广播抑制部分将被系统丢弃。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VPN 广播抑制百分比的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 VPN 的广播抑制百分比 broadcast-restrain percent

 

缺省情况下，广播抑制百分比为 5%。 

3. 配置报文最大传输单元 

mtu命令用于指定本VPLS实例的用户接入报文的MTU值，取值范围是128～8192。
同时，该 MTU 也是 PW 的 MTU 值。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报文最大传输单元的配置 

操作 命令 

指定VPLS实例的接入MTU值 mtu mtu

恢复 MTU 的默认配置 undo mtu 

 

缺省情况下，MTU 为 1500Bytes。 

4. 配置服务等级 

用来完成用户优先级 802.1Q CoS 到 PSN CoS（PSN，Public Switched Network；
CoS，Class of Service）的映射。指定 CoS 映射关系等级时，使用协议推荐建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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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协议建议的 CoS 映射表。用户也可以自己定义用户优先级跟 PSN CoS 的映射关

系。 

请在 VSI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CoS 级别的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 VSI 的 CoS 级别 cos { cos-value | user-defined-table p p p p p p p p } 

 

缺省情况下，CoS 取值为 1。 

5. 其它特性的配置 

请在相应 VSI 视图下配置。 

表1-22 VPLS 其它特性的配置 

操作 命令 

指定/删除本 VPLS 实例的描述 
description text 
undo description 

关闭/打开 VPLS 实例的 VPN 服务 
shutdown 
undo shutdown 

配置VPN内MAC地址总数限制 mac-table limit mac-limit

 

1.3  VPLS 显示和调试 

VPLS 提供了丰富的显示与调试命令，可以监控 LDP 会话状态、隧道配置情况、所

有 LSP 及其状态等。 

请在任意视图下进行下列查询。 

表1-23 VPLS 的显示 

操作 命令 

显示 VPLS 的转发表 
display mac-address vsi [ vsi-name ] [ peer { peer-ip | 
dual-npe } | local | vlan-interface vlan-id ] ] [ dynamic | 
static ] [ count ]  

显示 VSI 的虚链路信息 display vpls connection [ vsi vsi-name ] [ peer peer-ip ] 
[ up | down | block ] [ verbose | statistics ] 

显示 VPLS 实例的信息 display vsi [ vsi-name vsi-name ] | [ vsi-id vsi-id ] 

显示 VPLS 负荷分担的信息 display lds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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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 VSI 实例配置静态 MAC 到实例的 H-VPLS 模型中的 NPE，查询 MAC 转发

表项显示为 dual-npe，而不是具体的 IP 地址。 
 如果 VSI 实例内配置到对端的静态 MAC，指定 Peer IP 地址与该实例的 H-VPLS
模型中的 NPE 之一相同，默认按远端配置的是 dual-npe 方式来处理，查询 MAC
转发表项显示为 dual-npe。 

 

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LDP 的各种消息进行调试。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VPLS 的调试 

操作 命令 

打开 L2VPN 的各种调试信息的开关 
debugging mpls l2vpn { advertisement | all | 
connections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 | 
error | event | loadshare | switchover } 

关闭L2VPN的各种调试信息的开关
undo debugging mpls l2vpn { advertisement | all | 
connections | error | event | loadshare | 
switchover } 

 

缺省情况下，所有调试开关均不打开。 

1.4  VPLS 典型配置举例 

1.4.1  VPLS 基本能力典型配置举例 

  注意： 

当在 RRPP 环网上承载 VPLS 流量时，建议用户不要把 VPLS 私网端口和 RRPP 环

上端口重叠，如果无法避免重叠，请务必保证不要把 RRPP 主节点的副端口作为

VPLS 的私网端口。 

 

1. 组网需求 

S9500 系列交换机全线支持VPLS的各种架构和组网，我们以图 1-4所示简单的背靠

背组网介绍VPLS基本配置。图中，VPN1 有两个站点，分别接入PE设备的端口

E6/1/48，PE分配的接入VLAN都为 100，公网VLAN为 10，通过G4/1/1 相连。要实

现VPLS基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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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PE2

VPN1 

CE1 PE1
VLAN 100 
E6/1/48

5.6.7.8 1.2.3.4

VLAN 10 
G4/1/1

VLAN 10 
G4/1/1

10.10.10.10/24 10.10.10.11/24 
CE2

VPN1

VLAN 100
E6/1/48

 
图1-4 VPLS 配置组网（PE 背靠背） 

3. 配置步骤 

  说明： 

PE1、PE2 上 5 号槽位为 VPLS 业务板所在槽位，4 号槽位为普通接口板所在槽位。 

 

(1) PE1 的配置 

# 配置 Router ID，用于 OSPF 路由发布，一般情况下将 MPLS LSR-ID、Loopback0
的接口地址配成一样的 IP 地址。 

[PE1] router id 5.6.7.8 

# 配置 MPLS LSR-ID，并全局使能 MPLS LDP，全局使能 MPLS。 

[PE1] mpls lsr-id 5.6.7.8 

[PE1] mpls 

[PE1] mpls ldp 

# 配置 32 位环回地址，LSP 的创建都使用该地址。 

[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E1 -LoopBack0] ip address 5.6.7.8 32 

# 配置公网 VLAN，加入一个端口，并配置接口 IP 地址，接口下使能 MPLS 、MPLS 
LDP。 

[PE1] vlan 10 

[PE1-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4/1/1 

[PE1-vlan10] interface vlan 10 

[PE1-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10 24 

[PE1-vlan-interface10] mpls 

[PE1-vlan-interface10]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OSPF 协议，用于建立路由。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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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5.6.7.8 0.0.0.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0.10.10 0.0.0.255 

[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PE1-ospf-1] quit 

# 配置 LDP 远程对等体，用于建立 LDP 会话。 

[PE1] mpls ldp remote-peer 1 

[PE1-mpls-remote1] remote-ip 1.2.3.4 

# 全局使能 L2VPN 

[PE1] mpls l2vpn 

# 配置 VPLS 实例，配置 VSI-ID（VPN-ID），进 VSI-LDP 视图配置对端 PE 的 IP
地址。 

[PE1] vsi test static 

[PE1-vsi-test] pwsignal ldp 

[PE1-vsi-test-ldp] vsi-id 500  

[PE1-vsi-test-ldp] peer 1.2.3.4 

[PE1-vsi-test-ldp] quit 

# 创建私网 VLAN，加入一个端口，并绑定 VSI 实例。 

[PE1] vlan 100 

[PE1-vlan-100] port Ethernet 6/1/48 

[PE1-vlan-100] interface vlan 100 

[PE1-vlan-interface100] l2 binding vsi test access-mode ethernet 

# 使能私网侧端口的 VLAN-VPN 功能。 

[PE1] interface Ethernet 6/1/48 

[PE1-Ethernet6/1/48] vlan-vpn enable 

# 配置用户定义流模板，并配置 ACL 重定向规则，配置规则为允许 VPLS 标签的

MPLS 报文。 

[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PE1] acl number 4000 

[PE1-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000] quit 

# 到端口视图下定义用户流模板，并配置重定向规则，将公网回来的 VPLS 报文重

定向到 VPLS 业务板，同时指定重定向流的 VLAN ID。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PE1-GigabitEthernet4/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PE1-GigabitEthernet4/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5 10 join-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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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4 号槽位为后缀为 B 的普通接口板，且规则对应的八个标签段

没有完全分配，则为了防止其余未能匹配上的标签段内流上送到 CPU，需要配置以

下命令： 

# 配置 ACL 重定向规则，配置规则为拒绝 VPLS 标签的 MPLS 报文。 

[PE1] acl number 4001 

[PE1-acl-link-4001] rule 1 deny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 在端口视图下激活访问控制列表。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PE1-GigabitEthernet4/1/1]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4001 rule 1 

(2) PE2 的配置 

# 配置 Router ID，用于 OSPF 路由发布，一般情况下将 MPLS LSR-ID、Loopback0
的接口地址配成一样的 IP 地址。 

[PE2] router id 1.2.3.4 

# 配置 mpls LSR-ID，并全局使能 MPLS LDP，全局使能 MPLS。 

[PE2] mpls lsr-id 1.2.3.4  

[PE2] mpls  

[PE2] mpls ldp 

# 配置 32 位环回地址，LSP 的创建都使用该地址。 

[PE2] interface loopback0 

[PE2 -LoopBack0] ip address 1.2.3.4 32 

# 配置公网 VLAN，加入一个端口，并配置接口 IP 地址，接口下使能 MPLS LDP。 

[PE2] vlan 10 

[PE2-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4/1/1 

[PE2-vlan10] interface vlan 10 

[PE2-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11 24 

[PE2-vlan-interface10] mpls 

[PE2-vlan-interface10]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OSPF 协议，用于建立路由。 

[PE2] ospf 

[PE2-ospf-1] area 0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2.3.4 0.0.0.0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0.10.11 0.0.0.255 

[PE2-ospf-1-area-0.0.0.0] quit 

[PE2-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PE2-ospf-1] quit 

# 配置 LDP 远程对等体，用于建立 LDP 会话。 

[PE2] mpls ldp remote-pe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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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mpls-remote2] remote-ip 5.6.7.8 

# 全局使能 L2VPN 

[PE2] mpls l2vpn 

# 配置 VPLS 实例，配置 VSI-ID（VPN-ID），进 VSI-LDP 视图配置对端 PE 的 IP
地址。 

[PE2] vsi test static 

[PE2-vsi-test] pwsignal ldp 

[PE2-vsi-test-ldp] vsi-id 500  

[PE2-vsi-test-ldp] peer 5.6.7.8 

[PE2-vsi-test-ldp] quit 

# 创建私网 VLAN，加入一个端口，并绑定 VSI 实例。 

[PE2] vlan 100 

[PE2-vlan-100] port Ethernet 6/1/48 

[PE2-vlan-100] interface vlan 100 

[PE2-vlan-interface100] l2 binding vsi test access-mode ethernet 

# 使能私网侧端口的 VLAN-VPN 功能。 

[PE2] interface Ethernet 6/1/48 

[PE2-Ethernet6/1/48] vlan-vpn enable 

# 配置用户定义流模板，并配置 ACL 重定向规则，配置规则为允许 VPLS 标签的

MPLS 报文。 

[PE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PE2] acl number 4000 

[PE2-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2-acl-link-4000] quit 

# 到端口视图下定义用户流模板，并配置重定向规则，将公网回来的 VPLS 报文重

定向到 VPLS 业务板，同时指定重定向流的 VLAN ID。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PE2-GigabitEthernet4/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PE2-GigabitEthernet4/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5 10 join-vlan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4 号槽位为后缀为 B 的普通接口板，且规则对应的八个标签段

没有完全分配，则为了防止其余未能匹配上的标签段内流上送到 CPU，需要配置以

下命令： 

# 配置 ACL 重定向规则，配置规则为拒绝 VPLS 标签的 MPLS 报文。 

[PE1] acl number 4001 

[PE1-acl-link-4001] rule 1 deny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 在端口视图下激活访问控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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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1  

[PE1-GigabitEthernet4/1/1]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4001 rule 1 

1.4.2  分层的 VPLS 组网配置举例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分层 VPLS 的基本组网，UPE 和 NPE 设备之间可以使用

MPLS 边缘网络（通过 LSP 连接）接入，也可以是简单的以太交换网（VLAN-VPN
接入）接入，以保证一条链路失败后可以启用另外一条链路，提供冗余备份保护。

以 MPLS 边缘网络接入 H-VPLS 的接入链路备份，VPLS 主备 PW 只有一条处于转

发状态，VPLS 网络域支持“水平分割”原则，避免环路；以 VLAN-VPN 接入 H-VPLS
的接入链路备份，需要在 UPE 和 NPE 设备的链路之间起 MSTP 协议，UPE 对接的

两台 NPE 设备之间只是负责 BPDU 报文的透传（从一台 NPE 设备透传到另外一台

NPE 设备上），同时防止 BPDU 报文透传到 VPLS 网络域中，在 NPE 设备上将用

户数据报文和 BPDU 报文分别使用不同的 VPLS 实例来透传。 

1.4.3  MPLS 边缘网络接入配置举例 

  说明： 

下文中支持 MPLS 功能的接口板简称为 MPLS 板，不支持 MPLS 功能的接口板简称

为非 MPLS 板。 

 

1. 组网需求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分层 VPLS 的各种组网和架构。 

 NPE1、NPE2、NPE3 构建成网络侧全连接的 VPLS 网络 

 UPE 作为用户侧的接入设备，以分层主备 VPLS PW 方式接入 NPE1、NPE2，

UPE 下的用户通过 NPE1 或 NPE2 和该 VPLS 网络上的其它用户实现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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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MPLS Access MPLS Core

CE1
NPE3

NPE2

NPE1

UPE
G3/1/17

E3/1/33

E3/1/15

VLAN 3001

VLAN 13

E2/1/31
G5/1/1

G4/1/2

VLAN 12

E2/1/26

E2/1/26
VLAN 26

E2/1/31

E2/1/1

VLAN 16

E2/1/33

E2/1/15

VLAN 23

CE2

VLAN 3001

Loop
1.1.1.1/2

4

Loop
2.2.2.2/24

Loop
3.3.3.3/24

Loop
4.4.4.4/24

 
图1-5 分层 VPLS 组网图-MPLS  Access 方式接入 

3. 配置步骤 

  说明： 

 文中的公网接口板 Slot 2、Slot 5 是 MPLS 板，Slot 3 是 VPLS 业务板。 
 如果公网侧接入单板是 MPLS 板，配置重定向规则时，只要将 VPLS 报文重定向

到 VPLS 业务板即可，后面可以不加 join-vlan 参数。 
 如果公网侧接入的是非MPLS板，则需要将VPLS报文重定向到VPLS业务板上，

并使用 join-vlan 参数将端口加入 VLAN。 

 

(1) 配置交换机 NPE1 

# 全局 MPLS 的配置。 

<H3C> system view 

[H3C] sysname NPE1 

[NPE1] mpls lsr-id 1.1.1.1 

[NPE1] mpls 

[NPE1-mpls] quit 

[NPE1]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的配置。 

[NPE1] router id 1.1.1.1 

[N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N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32 

[NPE1-LoopBack0] quit 

[NPE1] vlan 16 

[NPE1-vlan1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6 

[NPE1-Vlan-interface16] ip address 16.16.16.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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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Vlan-interface16] quit 

[NPE1] interface Ethernet 2/1/31 

[NPE1-Ethernet2/1/31]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Ethernet2/1/3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6 

[NPE1-Ethernet2/1/3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NPE1-Ethernet2/1/31] quit 

[NPE1] vlan 12 

[NPE1-vlan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NPE1-Vlan-interface12] ip address 12.12.12.1 24 

[NPE1-Vlan-interface12] quit 

[N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5/1/1 

[NPE1-GigabitEthernet5/1/1]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GigabitEthernet5/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2 

[NPE1-GigabitEthernet5/1/1] quit 

[NPE1] vlan 13 

[NPE1-vlan13] quit 

[NPE1] interface Ethernet 2/1/33 

[NPE1-Ethernet2/1/33]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Ethernet2/1/3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3 

[NPE1-Ethernet2/1/3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NPE1-Vlan-interface13] ip address 13.13.13.1 24 

[NPE1-Vlan-interface13] quit 

[NPE1] ospf 

[NPE1-ospf-1] area 0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2.12.12.0 0.0.0.255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6.16.16.0 0.0.0.255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3.13.13.0 0.0.0.255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1 0.0.0.0 

# 公网端口重定向的配置。 

[N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2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5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1] acl number 4000 

[NPE1-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NPE1-acl-link-400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5/1/1 

[NPE1-GigabitEthernet5/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1-GigabitEthernet5/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12  

[NPE1-GigabitEthernet5/1/1] quit 

[NPE1] interface Ethernet 2/1/31 

[NPE1-Ethernet2/1/3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1-Ethernet2/1/3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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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Ethernet2/1/31] quit 

[NPE1] interface Ethernet 2/1/33 

[NPE1-Ethernet2/1/33]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1-Ethernet2/1/33]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3 

13  

# 使能公网接口 MPLS 的功能。 

[N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NPE1-Vlan-interface13] mpls 

[NPE1-Vlan-interface13] mpls ldp enable 

[NPE1-Vlan-interface1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NPE1-Vlan-interface12] mpls 

[NPE1-Vlan-interface12] mpls ldp enable 

[NPE1-Vlan-interface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6 

[NPE1-Vlan-interface16] mpls 

[NPE1-Vlan-interface16]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NPE1] mpls ldp remote-peer 2 

[NPE1-mpls-remote2] remote-ip 2.2.2.2 

[NPE1-mpls-remote2] quit 

[NPE1] mpls ldp remote-peer 3 

[NPE1-mpls-remote3] remote-ip 3.3.3.3 

[NPE1-mpls-remote3] quit 

[NPE1] mpls ldp remote-peer 6 

[NPE1-mpls-remote6] remote-ip 6.6.6.6 

# 私网 VPN 实例的相关配置。 

[NPE1] mpls l2vpn 

[NPE1] vsi Hvpls static 

[NPE1-vsi-Hvpls] pwsignal ldp 

[NPE1-vsi-Hvpls-ldp] vsi-id 1 

[NPE1-vsi-Hvpls-ldp] peer 2.2.2.2 

[NPE1-vsi-Hvpls-ldp] peer 6.6.6.6 

[NPE1-vsi-Hvpls-ldp] peer 3.3.3.3 upe 

[NPE1-vsi-Hvpls-ldp] quit 

[NPE1-vsi-Hvpls] broadcast-restrain 100 

[NPE1-vsi-Hvpls] bandwidth 1024000 

[NPE1-vsi-Hvpls] quit 

# VPLS 实例和私网接口的绑定。 

[NPE1] vlan 3001 

[NPE1-vlan30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1 

[NPE1-Vlan-interface3001] l2 binding vsi Hvpls access-mode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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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Vlan-interface3001] quit 

(2) 配置交换机 NPE2 

  说明： 

 以上文中的 Slot 2、Slot 4 是 MPLS 板，Slot 5 是 VPLS 业务板。 
 如果公网侧接入单板是 MPLS 板，配置重定向规则时，只要将 VPLS 报文重定向

到 VPLS 业务板即可，后面可以不加 join-vlan 参数。 
 如果公网侧接入的是非MPLS板，则需要将VPLS报文重定向到VPLS业务板上，

并使用 join-vlan 参数将端口加入 VLAN。 

 

# 全局 MPLS 的配置。 

<H3C> system view 

[H3C] sysname NPE2 

[NPE2] mpls lsr-id 2.2.2.2 

[NPE2] mpls 

[NPE2-mpls] quit 

[NPE2]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的配置。 

[NPE2] router id 2.2.2.2 

[NPE2] interface LoopBack 0 

[N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32 

[NPE2-LoopBack0] quit 

[NPE2] vlan 26 

[NPE2-vlan2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6 

[NPE2-Vlan-interface26] ip address 26.26.26.2 24 

[NPE2-Vlan-interface26] quit 

[NPE2] interface Ethernet 2/1/26 

[NPE2-Ethernet2/1/26] port link-type trunk 

[NPE2-Ethernet2/1/26]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6 

[NPE2-Ethernet2/1/26]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NPE2-Ethernet2/1/26] quit 

[NPE2] vlan 12 

[NPE2-vlan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NPE2-Vlan-interface12] ip address 12.12.12.2 24 

[NPE2-Vlan-interface12] quit 

[N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1/2 

[NPE2-GigabitEthernet4/1/2] port link-type trunk 

[NPE2-GigabitEthernet4/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2 

[NPE2-GigabitEthernet4/1/2] quit 

[NPE2] vlan 23 

[NPE2-vlan2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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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2] interface Ethernet 2/1/15 

[NPE2-Ethernet2/1/15] port link-type trunk 

[NPE2-Ethernet2/1/15]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3 

[NPE2-Ethernet2/1/15]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3 

[NPE2-Vlan-interface23] ip address 23.23.23.2 24 

[NPE2-Vlan-interface23] quit 

[NPE2] ospf 

[NPE2-ospf-1] area 0 

[N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2.12.12.0 0.0.0.255 

[N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6.26.26.0 0.0.0.255 

[N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3.23.23.0 0.0.0.255 

[N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2.2.2 0.0.0.0 

# 公网端口重定向的配置。 

[NPE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2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4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2] acl number 4000 

[NPE2-acl-link-4000] rule 1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NPE2-acl-link-4000] quit 

[N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1/2 

[NPE2-GigabitEthernet4/1/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2-GigabitEthernet4/1/2]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1 

slot 5 12  

[NPE2-GigabitEthernet4/1/2] quit 

[NPE2] interface  Ethernet 2/1/26 

[NPE2-Ethernet2/1/26]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2-Ethernet2/1/26]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1 slot 5 

26  

[NPE2-Ethernet2/1/26] quit 

[NPE2] interface  Ethernet 2/1/15 

[NPE2-Ethernet2/1/15]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2-Ethernet2/1/15]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1 slot 5 

23  

[NPE2-Ethernet2/1/15] quit 

# 使能公网接口 MPLS 功能。 

[N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3 

[NPE2-Vlan-interface23] mpls 

[NPE2-Vlan-interface23] mpls ldp enable 

[NPE2-Vlan-interface2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2 

[NPE2-Vlan-interface12] mpls 

[NPE2-Vlan-interface12] mpls ldp enable 

[NPE2-Vlan-interface1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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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2-Vlan-interface26] mpls 

[NPE2-Vlan-interface26]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NPE2] mpls ldp remote-peer 1 

[NPE2-mpls-remote1] remote-ip 1.1.1.1 

[NPE2-mpls-remote1] quit 

[NPE2] mpls ldp remote-peer 3 

[NPE2-mpls-remote3] remote-ip 3.3.3.3 

[NPE2-mpls-remote3] quit 

[NPE2] mpls ldp remote-peer 6 

[NPE2-mpls-remote6] remote-ip 6.6.6.6 

# 私网 VPN 实例的相关配置。 

[NPE2] mpls l2vpn 

[NPE2] vsi Hvpls static 

[NPE2-vsi-Hvpls] pwsignal ldp 

[NPE2-vsi-Hvpls-ldp] vsi-id 1 

[NPE2-vsi-Hvpls-ldp] peer 1.1.1.1 

[NPE2-vsi-Hvpls-ldp] peer 6.6.6.6 

[NPE2-vsi-Hvpls-ldp] peer 3.3.3.3 upe 

[NPE2-vsi-Hvpls-ldp] quit 

[NPE2-vsi-Hvpls] broadcast-restrain 100 

[NPE2-vsi-Hvpls] bandwidth 1024000 

[NPE2-vsi-Hvpls] quit 

# VPLS 实例和私网接口的绑定。 

[NPE2] vlan 3001 

[NPE2-vlan30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1 

[NPE2-Vlan-interface3001] l2 binding vsi Hvpls access-mode ethernet 

[NPE2-Vlan-interface3001] quit 

(3) 配置交换机 NPE3 

  说明： 

 文中的公网接口板 Slot 2 是 MPLS 板。 
 如果公网侧接入单板是 MPLS 板，配置重定向规则时，只要将 VPLS 报文重定向

到 VPLS 业务板即可，后面可以不加 join-vlan 参数。 
 如果公网侧接入的是非MPLS板，则需要将VPLS报文重定向到VPLS业务板上，

并使用 join-vlan 参数将端口加入 VLAN。 

 

# 全局 MPLS 的配置。 

<H3C> system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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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sysname NPE3 

[NPE3] mpls lsr-id 6.6.6.6 

[NPE3] mpls 

[NPE3-mpls] quit 

[NPE3]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配置。 

[NPE3] router id 6.6.6.6  

[NPE3] interface LoopBack 0 

[NPE3-LoopBack0] ip address 6.6.6.6 32 

[NPE3] vlan 26 

[NPE3-vlan2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6 

[NPE3-Vlan-interface26] ip address 26.26.26.6 24 

[NPE3-Vlan-interface26] quit 

[NPE3] interface Ethernet 2/1/26 

[NPE3-Ethernet2/1/26] port link-type trunk 

[NPE3-Ethernet2/1/26]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6 

[NPE3-Ethernet2/1/26] quit 

[NPE3] vlan 16 

[NPE3-vlan1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6 

[NPE3-Vlan-interface16] ip address 16.16.16.6 24 

[NPE3-Vlan-interface16] quit 

[NPE3] interface Ethernet 2/1/31 

[NPE3-Ethernet2/1/31] port link-type trunk 

[NPE3-Ethernet2/1/3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6 

[NPE3] ospf 

[NPE3-ospf-1] area 0 

[NPE3-ospf-1-area-0.0.0.0] network 6.6.6.6 0.0.0.0 

[NPE3-ospf-1-area-0.0.0.0] network 26.26.26.0 0.0.0.255 

[NPE3-ospf-1-area-0.0.0.0] network 16.16.16.0 0.0.0.255  

# 公网端口重定向的配置。 

[NPE3]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2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3] acl number 4000 

[NPE3-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NPE3-acl-link-4000] quit 

[NPE3] interface Ethernet 2/1/26 

[NPE3-Ethernet2/1/26]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3-Ethernet2/1/26]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10 

26  

[NPE3-Ethernet2/1/26] interface Ethernet 2/1/31 

[NPE3-Ethernet2/1/3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3-Ethernet2/1/3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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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PE3-Ethernet2/1/31]  

# 使能公网接口的 MPLS 功能。 

[N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6 

[NPE3-Vlan-interface26] mpls 

[NPE3-Vlan-interface26] mpls ldp enable 

[NPE3-Vlan-interface2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6 

[NPE3-Vlan-interface16] mpls 

[NPE3-Vlan-interface16] mpls ldp enable 

#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的配置。 

[NPE3] mpls ldp remote-peer 2 

[NPE3-mpls-remote2] remote-ip 2.2.2.2 

[NPE3-mpls-remote2] quit 

[NPE3] mpls ldp remote-peer 1 

[NPE3-mpls-remote1] remote-ip 1.1.1.1 

# 私网 VPN 的相关配置。 

[NPE3] mpls l2vpn 

[NPE3] vsi Hvpls static 

[NPE3-vsi-Hvpls] pwsignal ldp  

[NPE3-vsi-Hvpls-ldp] vsi-id 1 

[NPE3-vsi-Hvpls-ldp] peer 1.1.1.1 

[NPE3-vsi-Hvpls-ldp] peer 2.2.2.2 

[NPE3-vsi-Hvpls-ldp] quit 

[NPE3-vsi-Hvpls] broadcast-restrain 100 

[NPE3-vsi-Hvpls] bandwidth 1024000 

# VPLS 实例和私网接口的绑定。 

[NPE3] vlan 3001 

[NPE3-vlan30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1 

[NPE3-Vlan-interface3001] l2 binding vsi Hvpls access-mode ethernet 

[NPE3-Vlan-interface3001] quit 

[NPE3] interface Ethernet 2/1/1 

[NPE3-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access 

[NPE3-Ethernet2/1/1] port access vlan 3001 

[NPE3-Ethernet2/1/1]  vlan-vpn enable 

(4) 配置交换机 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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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以上文中的 Slot 3 是 MPLS 板。 
 如果公网侧接入单板是 MPLS 板，配置重定向规则时，只要将 VPLS 报文重定向

到 VPLS 业务板即可，后面可以不加 join-vlan 参数。 
 如果公网侧接入的是非MPLS板，则需要将VPLS报文重定向到VPLS业务板上，

并使用 join-vlan 参数将端口加入 VLAN。 

 

# 全局 MPLS 的配置。 

<H3C> system view 

[H3C] sysname UPE 

[UPE] mpls lsr-id 3.3.3.3 

[UPE] mpls 

[UPE-mpls] quit 

[UPE]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的配置。 

[UPE] router id 3.3.3.3 

[UPE] interface LoopBack 0 

[UPE-LoopBack0] ip address 3.3.3.3 32 

[UPE] vlan 23 

[UPE-vlan2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3 

[UPE-Vlan-interface23] ip address 23.23.23.3 24 

[UPE-Vlan-interface23] quit 

[UPE] interface Ethernet 3/1/15 

[UPE-Ethernet3/1/15] port link-type trunk 

[UPE-Ethernet3/1/15]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3 

[UPE-Ethernet3/1/15]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UPE-Ethernet3/1/15] quit 

[UPE] vlan 13 

[UPE-vlan1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UPE-Vlan-interface13] ip address 13.13.13.3 24 

[UPE-Vlan-interface13] quit 

[UPE] interface Ethernet 3/1/33 

[UPE-Ethernet3/1/33] port link-type trunk 

[UPE-Ethernet3/1/3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3 

[UPE-Ethernet3/1/33]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UPE-Ethernet3/1/33] quit 

[UPE] acl number 4000 

[UPE-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UPE-acl-link-4000] quit 

[UPE] interface ethernet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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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Ethernet3/1/15]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UPE-Ethernet3/1/15]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13 

23  

[UPE-Ethernet3/1/15] quit 

[UPE] interface Ethernet 3/1/33 

[UPE-Ethernet3/1/33]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UPE-Ethernet3/1/33]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13 

13  

[UPE-Ethernet3/1/33] quit 

# 使能公网接口 MPLS 功能。 

[U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UPE-Vlan-interface13] mpls 

[UPE-Vlan-interface13] mpls ldp enable 

[UPE-Vlan-interface1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3 

[UPE-Vlan-interface23] mpls 

[UPE-Vlan-interface23] mpls ldp enable 

[UPE-Vlan-interface23] quit 

# 配置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UPE] mpls ldp remote-peer 1 

[UPE-mpls-remote1] remote-ip 1.1.1.1 

[UPE-mpls-remote1] quit 

[UPE] mpls ldp remote-peer 2 

[UPE-mpls-remote2] remote-ip 2.2.2.2 

[UPE-mpls-remote2] quit 

# 私网 VPN 实例的相关配置。 

[UPE] mpls l2vpn 

[UPE] vsi Hvpls static 

[UPE-vsi-Hvpls] pwsignal ldp 

[UPE-vsi-Hvpls-ldp] vsi-id 1 

[UPE-vsi-Hvpls-ldp] peer 1.1.1.1 dual-npe 

[UPE-vsi-Hvpls-ldp] peer 2.2.2.2 dual-npe 

[UPE-vsi-Hvpls-ldp] quit 

[UPE-vsi-Hvpls] broadcast-restrain 100 

[UPE-vsi-Hvpls] bandwidth 1024000 

[UPE-vsi-Hvpls] quit 

# VPLS 实例和私网接口的绑定。  

[UPE] vlan 3001 

[UPE-vlan30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1 

[UPE-Vlan-interface3001] l2 binding vsi Hvpls access-mode ethernet 

[UPE-Vlan-interface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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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Vlan-interface3001] quit 

[UPE] interface Ethernet 3/1/17 

[UPE-Ethernet3/1/17] port link-type access 

[UPE-Ethernet3/1/17] port access vlan 3001 

[UPE-Ethernet3/1/17] vlan-vpn enable 

1.4.4  QinQ 接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1) 设备 NPE1、NPE2、NPE3 配置 PW 逻辑全连接，组成 MPLS 核心网络。 

         在 NPE1 和 NPE2 设备上 VLAN100、200 作为用户数据报文接入的 VLAN，    

         VLAN 2 作为 BPDU 数据报文接入的 VLAN。 

(2) 组网图中，MTU 设备需要能支持配置 QinQ（VLAN-VPN）和 STP（或 MSTP），

本例以 S9500 设备作为 MTU 设备，用户设备 CE1、CE2 由端口 G4/3/2 和

G4/3/1 接入到 MTU，需要透传的报文分别为带 VLAN TAG 为 1000 和 1001

的数据报文。 

2. 组网图 

QinQ Access MPLS Core

G4/3/2

CE1

NPE3

NPE2

NPE1

CE2

MTU

G4/3/1

G4/1/2

G4/1/3

VLAN 100

VLAN 1000

VLAN 1001

VLAN 200

VLAN 100,200

G2/3/4
G2/1/1

G12/1/1

VLAN 38

G0/1/6

G5/3/1
VLAN 78

G5/2/2
G5/1/1

CE3

VLAN 37

G2/1/4

G12/3/4

VLAN 100,200

 
图1-6 分层 VPLS 组网图-QinQ Access 方式接入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MTU。 

# 全局使能 STP。 

<MTU>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MTU] stp enable 

# 配置 CE1 接入端口，使能 QinQ。 

[MTU]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3/2 

[MTU-GigabitEthernet4/3/2] stp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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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U-GigabitEthernet4/3/2] port access vlan 100 

[MTU-GigabitEthernet4/3/2] vlan-vpn enable 

# 配置 CE2 接入端口，使能 QinQ。 

[MTU]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3/1 

[MTU-GigabitEthernet4/3/1] stp disable 

[MTU-GigabitEthernet4/3/1] port access vlan 200 

[MTU-GigabitEthernet4/3/1] vlan-vpn enable 

# 配置 MTU 接入端口，使能 STP。 

[MTU]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1/2 

[MTU-GigabitEthernet4/1/2] port link-type trunk 

[MTU-GigabitEthernet4/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MTU-GigabitEthernet4/1/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MTU-GigabitEthernet4/1/2]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MTU]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4/1/3 

[MTU-GigabitEthernet4/1/3] port link-type trunk 

[MTU-GigabitEthernet4/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MTU-GigabitEthernet4/1/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MTU-GigabitEthernet4/1/3]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2) 配置交换机 NPE1。 

# 全局 MPLS 的配置。 

[NPE1] mpls lsr-id 1.0.0.13 

[NPE1] mpls 

[NPE1-mpls] quit 

[NPE1]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的配置。 

[NPE1] router id 1.0.0.13 

[N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N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0.0.13 32 

[NPE1] vlan 38 

[NPE1-vlan38]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8 

[NPE1-Vlan-interface38] ip address 192.168.38.3 24 

[NPE1-Vlan-interface38] quit 

[N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1 

[NPE1-GigabitEthernet2/1/1]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GigabitEthernet2/1/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38 

[NPE1-GigabitEthernet2/1/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NPE1-GigabitEthernet2/1/1] quit 

[NPE1] vlan 37 

[NPE1-vlan37]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7 

[NPE1-Vlan-interface37] ip address 192.168.37.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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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Vlan-interface37] quit 

[N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3/4 

[NPE1-GigabitEthernet2/3/4]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GigabitEthernet2/3/4] port trunk permit vlan 37 

[NPE1-GigabitEthernet2/3/4]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NPE1-GigabitEthernet2/3/4] quit 

[NPE1] ospf 

[NPE1-ospf-1] area 0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13 0.0.0.0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38.0 0.0.0.255 

[N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37.0 0.0.0.255 

# 公网端口重定向的配置。 

[N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2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NPE1] acl number 4000 

[NPE1-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ingress any egress any 

[NPE1-acl-link-400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NPE1-GigabitEthernet2/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NPE1-GigabitEthernet2/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5 38 

[NPE1-GigabitEthernet2/1/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3/4 

[NPE1-GigabitEthernet2/3/4]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slot 5 37 

# 使能公网接口 MPLS 的功能。 

[N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8 

[NPE1-Vlan-interface38] mpls 

[NPE1-Vlan-interface38] mpls ldp enable 

[NPE1-Vlan-interface38]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7 

[NPE1-Vlan-interface37] mpls 

[NPE1-Vlan-interface37] mpls ldp enable 

# 配置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NPE1] mpls ldp remote-peer 2 

[NPE1-mpls-remote2] remote-ip 1.0.0.17 

[NPE1-mpls-remote2] quit 

[NPE1] mpls ldp remote-peer 3 

[NPE1-mpls-remote3] remote-ip 1.0.0.18 

[NPE1-mpls-remote3] quit 

# 私网 VPN 实例的相关配置。 

# 创建转发用户数据报文（如图所示携带 VLAN tag 为 1000）的 VPN 实例 vpn1。 

[NPE1] vsi vpn1 static 

[NPE1-vsi-vpn1] pwsignal 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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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vsi-vpn1-ldp] vsi-id 1     

# 创建用于 NPE1 与 NPE2、NPE3 设备之间透传用户数据报文的 PW 连接。 

[NPE1-vsi-vpn1-ldp] peer 1.0.0.18 vc-id 18  

[NPE1-vsi-vpn1-ldp] peer 1.0.0.17 vc-id 13 encapsulation vlan 

[NPE1-vsi-vpn1-ldp] quit 

[NPE1-vsi-vpn1] broadcast-restrain 100 

[NPE1-vsi-vpn1] bandwidth 1024000 

[NPE1-vsi-vpn1] quit 

[N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NPE1-Vlan-interface100] l2 binding vsi vpn1 access-mode vlan 

# 创建转发用户数据报文（如图所示携带 VLAN tag 为 1001）的 VPN 实例 vpn2。 

[NPE1] vsi vpn2 static 

[NPE1-vsi-vpn2] pwsignal ldp 

[NPE1-vsi-vpn2-ldp] vsi-id 2    

# 创建用于 NPE1 与 NPE2、NPE3 设备之间透传用户数据报文的 PW 连接。 

[NPE1-vsi-vpn2-ldp] peer 1.0.0.18 vc-id 182  

[NPE1-vsi-vpn2-ldp] peer 1.0.0.17 vc-id 132 encapsulation vlan 

[NPE1-vsi-vpn1-ldp] quit 

[NPE1-vsi-vpn1] broadcast-restrain 100 

[NPE1-vsi-vpn1] bandwidth 1024000 

[NPE1-vsi-vpn1] quit 

[N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NPE1-Vlan-interface200] l2 binding vsi vpn2 access-mode vlan 

# 创建透传 BPDU 协议报文的 VPN 实例 stp。 

[NPE1] vsi stp static 

[NPE1-vsi-stp] pwsignal ldp 

[NPE1-vsi-stp-ldp]vsi-id 3   

# 创建用于 NPE1 和 NPE2 设备之间透传 BPDU 报文的 PW 连接。 

[NPE1-vsi-stp-ldp] peer 1.0.0.18 vc-id 13  

[NPE1-vsi-stp-ldp]quit 

[NPE1-vsi-stp]quit 

[NPE1]vlan 2 

[NPE1-vlan2]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NPE1-Vlan-interface2] l2 binding vsi stp access-mode vlan 

# 配置用户接入端口。 

[N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4 

[NPE1-GigabitEthernet2/1/4] port link-type trunk 

[NPE1-GigabitEthernet2/1/4]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NPE1-GigabitEthernet2/1/4]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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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E1-GigabitEthernet2/1/4]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NPE1-GigabitEthernet2/1/4] port trunk pvid vlan 2 

[NPE1-GigabitEthernet2/1/4]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 配置 MTU 接入端口，去使能 STP 

[NPE1-GigabitEthernet2/1/4] stp disable 

[NPE1-GigabitEthernet2/1/4] quit 

  说明： 

 MTU 设备是以 QinQ 方式接入到分层 VPLS 组网，通过在 MTU 本地以及与 NPE
相连的两个端口上使能 STP(或者 MSTP)，BPDU 报文在两台 NPE 间透传来避

免出现环路。在 NPE 设备上 MTU 接入的端口一定不能使能 MSTP，否则 BPDU
协议报文无法正常透传。同时防止 BPDU 协议报文透传到 VPLS 网络域中的其他

PE 设备，BPDU 协议报文和用户数据报文透传需要区分不同的 VPLS 实例。 
 如果 NPE1、NPE2 全局使能 STP，则 MTU 接入的端口上需要去使能 STP。 

 

(3) 交换机 NPE2、NPE3 与 NPE1 配置保持一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述。 

1.4.5  VPLS 负载分担举例 

S9500 提供多块 VPLS 单板负荷分担处理业务。实现板级的业务分担，即能将业务

均衡的配置在多块单板上，提高了系统 VPLS 转发性能；实现板级的业务保护，即

一块单板故障时能自动将该单板业务切换到一块正常的单板上，实现了业务备份功

能，提高系统 VPLS 业务的可靠性。 

目前将 VPLS 支持的整个标签段范围平均划分为 8 个标签段（Label0 －Label7），

8 个标签段的空间大小一致。通过建立两级映射将 VSI 实例的业务重定向到 VPLS
单板上处理。 

 VSI 与标签段号的映射关系建立： 

在配置 VSI 时，选择当前最为空闲的标签段（即该标签段为当前映射的 VSI 个数最

少的标签段），自动建立 VSI 和该标签段的映射。同时，提供用户手工修改 VSI 与
标签段号映射关系的命令，可以将特定的 VSI 指定映射到需要的标签段号。 

 标签段号与 VPLS 单板的映射关系建立： 

通过配置公网口重定向。公网口重定向命令有两个重要参数，一个是重定向的规则，

即 VPLS 的标签段范围（标签段号），另一个是目的 VPLS 板号，为某个标签段指

定可以处理的 VPLS 单板。注意，同一标签段不能指定到多块 VPLS 单板。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各个 VSI 均匀得分配到标签段里，标签段再均匀得分配到 VPLS
单板，即可完成整个负荷分担。当检测到某块单板出现故障或拔出时，系统会立刻

选择当前系统中另外一块正常的 VPLS 单板，且这块新板当前所映射的 VSI 个数为

最少，将故障单板的业务全部切换到新选择的单板上，即将映射到原板的所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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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

G10/1/8

段对应的 VSI 业务在新单板上得到继续处理。如果故障单板恢复正常或重新插入正

常的 VPLS 单板，系统会在该板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将业务倒回，恢复处理。 

1. 组网需求 

 采用两台设备直连的组网环境，重点介绍 VPLS 负载分担的具体配置过程。设

备上。 

 PE1 有 4 块 VPLS 业务板，通过重定向配置将标签段 id 为 0、4 映射到槽号为

0 的 VPLS 业务板，标签段 id 为 1、5 映射到槽号为 3 的 VPLS 业务板，标签

段 id 为 2、6 映射到槽号为 4 的 VPLS 业务板，标签段 id 为 3、7 映射到槽号

为 13 的业务板。VPLS 实例与标签段的映射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手工配置。 

2. 组网图 

PE1
G4/1/8

vlan25

 
图1-7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1 

# 全局 MPLS 的配置。 

[PE1] mpls lsr-id 20.0.0.5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 公网接口、环回口以及路由的配置。 

[PE1] router id 20.0.0.5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20.0.0.5 32 

[PE1] vlan 25 

[PE1-vlan25]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5 

[PE1-Vlan-interface25] ip address 25.0.0.5 24 

[PE1-Vlan-interface25] quit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8 

[PE1-GigabitEthernet4/1/8]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4/1/8]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PE1-GigabitEthernet4/1/8] quit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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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20.0.0.5 0.0.0.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25.0.0.0 0.0.0.255 

# 公网端口重定向的配置。 

# 定义流模板。 

[PE1]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1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PE1]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10 ethernet-protocol vlanid  

# 定义每个标签段 id 对应的规则。 

[PE1] acl number 4100 

[PE1-acl-link-4100] rule 0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0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1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1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2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0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3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3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4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4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5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5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6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6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rule 7 permit mpls l2label-range 7 ingress any egress any 

[PE1-acl-link-4100] quit 

# 在与 PE2 设备相连的公网端口上通过重定向命令配置标签段和 VPLS 业务板的映

射关系。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8 

[PE1-GigabitEthernet4/1/8]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0  

slot 0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1 

slot 3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2 

slot 4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3 

slot 13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4 

slot 0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5 

slot 3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6 

slot 4 25  

[PE1-GigabitEthernet4/1/8]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4100 rule 7 

slot 13 25 

# 配置 MPLS LDP Remote Session。 

[PE1] mpls ldp remote-peer 1 

[PE1-mpls-remote1] remote-ip remote-ip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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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mpls-remote1] quit 

# 私网 VPN 实例的相关配置。 

# 创建 VPN 实例 VPN1 

[PE1] vsi vpn1 static 

[PE1-vsi-vpn1] pwsignal ldp 

[PE1-vsi-vpn1-ldp] vsi-id 1     

[PE1-vsi-vpn1-ldp] peer 20.0.0.2 vc-id 1 encapsulation vlan 

[PE1-vsi-vpn1-ldp] quit 

[PE1-vsi-vpn1] broadcast-restrain 100 

[PE1-vsi-vpn1] bandwidth 1024000 

[PE1-vsi-vpn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E1-Vlan-interface100] l2 binding vsi vpn1 

[PE1-vsi-vpn1]dis this 

# 

vsi vpn1 static 

 label-range 0  

 encapsulation ethernet 

 broadcast-restrain 100 

 cos 1 

 pwsignal ldp 

  vsi-id 1 

  peer 20.0.0.2 vc-id 1 encapsulation vlan 

# 

return 

[PE1-vsi-vpn1] 

# 再创建另外 7 个 VPLS 实例，配置与 VPN1 类似，不再详述，分别映射到标签段

ID 为 1～7。 

(2) 设备 PE2 根据组网需要来决定选择负载分担或者选择单块 VPLS 业务板，配

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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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可以为每个标签段设置重定向规则，也可以为所有的标签段设置重定向规则；允许

在多个公网端口上实施重定向规则，但是不允许同一标签段映射到不同 VPLS 业务

板。 

 

1.5  VPLS 故障诊断与排除 

1. 故障现象一 

VPLS 的链接 PW 的状态不是 UP 状态。 

故障排除： 

原因之一：公网 LSP 隧道没有建立（两端）。 

解决方法：检查路由，两端路由是否都有，Ping 对端环回端口是否可以 Ping 通，

LDP 会话是否正常。 

原因之二：扩展会话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检查两端的扩展会话配置命令是否有遗漏，配置是否正确。  

原因之三：私网 VLAN 接口是否绑定了对应的 VPLS 实例，状态是否 Up。 

解决方法：保证私网接口 Up，或到 UPE 的 PW Up。 

原因之四：对等体 Peer 和 VPLS 实例的 MTU 配置参数是否一致。 

解决方法：查看两端 VPLS 实例配置下的 MTU 值是否一致，Peer 的 VC-ID 和传输

模式是否一致。 

原因之五：VPLS 业务板没有处于 Normal 的状态。 

解决方法：确保 VPLS 业务板状态正常。 

2. 故障现象二 

转发不通。 

原因之一：业务处理板是否在位。 

解决方法：使用 display device 命令查看业务处理板状态是否 Normal。 

原因之二：业务处理板版本与主控板版本是否一致。 

解决方法：确认业务处理板的版本。 

原因之三：公网侧流模板和重定向配置是否正确。 

解决方法：确认公网侧端口配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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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障现象三 

转发丢包。 

原因之一：流量是否超过 VPN 带宽限制。 

解决方法：查看 VPN 带宽和 VPN 内的流量，配置更大的带宽。 

原因之二：广播/组播/未知单播的流量是否超过了广播抑制。 

解决方法：查看 VPN 的广播抑制和 VPN 内的广播流量，重新配置合适的广播抑制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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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GP/MPLS VPN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BGP/MPLS VP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BGP/MPLS VPN概述

了解 BGP/MPLS VPN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

过程 BGP/MPLS VPN配置

显示配置后 BGP/MPLS VPN 的运行情况 BGP/MPLS VPN显示与调试

了解 BGP/MPLS VPN 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BGP/MPLS VPN综合组网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Extranet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Hub&Spoke组网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4：CE双归属组网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5：跨域的BGP/MPLS VPN组网配置举

例

配置举例 6：跨域BGP/MPLS VPN组网配置举例
-OptionC

配置举例 7：分层式BGP/MPLS VPN组网配置举

例

配置举例 8：OSPF多实例Sham-link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9：嵌套BGP/MPLS VPN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0：OSPF 多实例 CE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1：多角色主机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2：FIB多重表项分级下发配置举例

检测和排除 BGP/MPLS VPN 的运行故障 故障诊断与排错

 

1.1  BGP/MPLS VPN 概述 

传统 VPN 使用第二层隧道协议（L2TP、L2F 和 PPTP 等）或者第三层隧道技术

（IPSec、GRE 等），获得了很大成功，被广泛应用。但是，随着 VPN 范围的扩大，

传统 VPN 在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等方面的缺陷越来越突出；另外，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也是传统 VPN 难以解决的问题。 

通过 MPLS（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多协议标签交换）技术可以非常容易

地实现基于 IP 技术的 VPN 业务，而且可以满足 VPN 可扩展性和管理的需求。利用

MPLS 构造的 VPN，还提供了实现增值业务的可能；通过配置，可将单一接入点形

成多种 VPN，每种 VPN 代表不同的业务，使网络能以灵活方式传送不同类型的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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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提供比较完全的 BGP/MPLS VPN 组网能力： 

地址隔离，允许不同 VPN 和公网的地址重叠。支持 MBGP 协议穿越公网发布 VPN
的路由消息，构建 BGP/MPLS VPN。通过 MPLS LSP 转发 VPN 的数据流。提供了

MPLS VPN 的性能监视和故障检测工具。 

1.1.1  BGP/MPLS VPN 模型 

1. BGP/MPLS VPN 模型 

服务提供商的骨干网络

site 1
VPN1

CE

PE P

PE

P

P

PE

PE

CE
site 3

CE
VPN2

site 2

VPN 2

CE

site 1
CE

site 2 VPN1

 
图1-1 MPLS VPN 模型 

如图 1-1所示，MPLS VPN模型中，包含三个组成部分：CE、PE和P。 

CE（Customer Edge）设备：是用户网络边缘设备，有接口直接与服务提供商相连，

可以是路由器或是交换机等。CE“感知”不到 VPN 的存在。 

PE（Provider Edge）设备：即运营商边缘路由器，是运营商网络的边缘设备，与用

户的 CE 直接相连。MPLS 网络中，对 VPN 的所有处理都发生在 PE 路由器上。PE
需要支持 MPLS 能力。 

P（Provider）设备：运营商网络中的骨干路由器，不和 CE 直接相连。P 路由器需

要支持 MPLS 能力。 

CE 和 PE 的划分主要是从运营商与用户的管理范围来划分的，CE 和 PE 是两者管

理范围的边界。 

2. 嵌套 BGP/MPLS VPN 模型 

在基本的 BGP/MPLS VPN 模型中，PE 设备归属于运营商网络，由运营商管理。 

当 VPN 用户内部需要进一步划分多个 VPN 时，一种传统的解决方案是直接在运营

商的 PE 设备上配置用户内部的 VPN。这种方案实现简单，缺点是将导致 PE 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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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 VPN 数量急剧增加，并且，如果用户内部需要调整 VPN 关系，也必须通过运

营商操作。这不仅提高了网络的运营成本，也带来了管理、安全方面的问题。 

嵌套 VPN 是一种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案，它的主要思想是在普通 BGP MPLS/VPN 的

PE 和 CE 之间传递 VPNv4 路由，由用户管理自己内部的 VPN 划分，运营商不参与

用户内部 VPN 的管理。 

图 1-2是嵌套VPN的组网模型。 

 

VPN3

VPN2

CE4

CE6

er PE

N

VPN1

VPN1

provider PE provider PE

customer PE

CE1
CE2

CE3
VPN2

VPN3

customer VPN

CE7

P

custom

customer VP

VPN1

CE 5

 
图1-2 嵌套 BGP/MPLS VPN 组网模型 

3. BGP/MPLS VPN 中的基本概念 

(1) VPN-instance 

VPN-instance 是 MPLS VPN 中实现 VPN 路由的重要概念。在 MPLS VPN 的实现

中，每个 Site 在 PE 上对应一个专门的 VPN–instance（VPN–instance 通过与 VLAN
接口绑定实现与 Site 的关联）。如果一个 Site 中的用户同时属于多个 VPN，则该

Site 对应的 VPN-instance 中将包括所有这些 VPN 的信息。 

具体来说，VPN-instance 的信息中包括：标签转发表、IP 路由表、与 VPN-instance
绑定的 VLAN 接口以及 VPN-instance 的管理信息（包括 RD、路由过滤策略 VPN 
Target、成员接口列表等）。可以认为，它综合了该 Site 的 VPN 成员关系和路由规

则。 

PE 负责更新和维护 VPN-instance 与 VPN 的关联关系。为了避免数据泄漏出 VPN
之外，同时防止 VPN 之外的数据进入，在 PE 上，每个 VPN-instance 有一套相对

独立的路由表和标签转发表，报文转发信息存储在该 VPN-instance 的 IP 路由表和

标签转发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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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BGP 

MBGP（multiprotocol extensions for BGP-4，请参见 RFC2283）在 PE 路由器之

间传播 VPN 组成信息和路由。MBGP 向下兼容，既可以支持传统的 IPv4 地址族，

又可以支持其他地址族（比如 VPN-IPv4 地址族）。使用 MBGP 确保 VPN 的私网

路由只在 VPN 内发布，并实现 MPLS VPN 成员间的通信。 

(3) VPN-IPv4 地址 

由于 VPN 网络是一个私用网络，可以使用相同的 IP 地址来表示不同的 Site。而 PE
路由器之间使用 MBGP 来发布与之相连的 CE 的路由时，是假定 IP 地址是全球唯

一的，二者之间不同的含义会导致路由错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发布路由之前

MBGP 需要实现 IPv4 地址到 VPN-IPv4 地址的转换，使之成为全球唯一的地址（故

PE 路由器需要支持 MBGP）。 

一个 VPN-IPv4 地址有 12 个字节，开始是 8 字节的 RD（Route Distinguisher，路

由分辨符），下面是 4 字节的 IPv4 地址。服务供应商可以独立地分配 RD，但是，

需要把他们专用的 AS（Autonomous System，自治系统）号作为 RD 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即使VPN-IPv4地址中包含的4字节 IPv4地址重叠，VPN-IPv4
地址仍可以保持全局唯一。RD 纯粹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路由，仅在运营商网络内部使

用，RD 为零的 VPN-IPv4 地址相当于普通的 IPv4 地址。 

PE 从 CE 接收的路由是 IPv4 路由，需要引入 VPN-instance 路由表中，此时需要附

加一个 RD。在我们的实现中，为来自于同一个用户 Site 的所有路由设置相同的 RD。 

4. VPN Target 属性 

VPN Target 属性是 MBGP 扩展团体属性之一，主要用来限制 VPN 路由信息发布。

它标识了可以使用某路由的 Site 的集合，即该路由可以被哪些 Site 所接收，通过它，

可以明确每一个 PE 路由器可以接收哪些 Site 传送来的路由。与 VPN Target 中指

明的 Site 相连的 PE 路由器，都会接收到具有这种属性的路由。 

PE 路由器存在两个 VPN Target 属性集合：一个集合称为 Export Targets，在发布

本地路由到远端 PE 路由器时，附加到从某个直连的 Site 上接收到的路由上；另一

个集合称为 Import Targets，在接收远端 PE 发布的路由时，决定哪些路由可以引入

此 Site 的 VPN 路由表中。 

当通过匹配路由所携带的 VPN Target 属性来过滤 PE 路由器接收的路由信息时，如

果收到路由的 Export VPN Target 集合与本地的 Import VPN Target 集合存在相同

项，则该路由被安装到 VPN 路由表中，进而发布给相连的 CE；如果 Export VPN 
Target 集合与 Import VPN Target 集合没有相同项，则该路由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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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IPv4 address ... ERT1 ERT2 ... ERTn

t Route TargetsERT: Expor

Import Route Targets:
( IRT1, IRT2, ... ,IRTm )

MPLS VPN Route

 
图1-3 通过匹配 VPN Target 属性过滤路由 

  说明： 

通过 VPN Target 属性来过滤 PE 路由器接收的路由信息，使得其他 VPN 的路由不

会出现在本 VPN 路由表中，所以，CE 发送的数据只会在所属的 VPN 内转发，不会

被转发到外部。 

 

5. 路由策略（Route Policy） 

在通过出口扩展团体来控制 VPN 路由发布的基础上，如果需要更精确地控制 VPN
路由的发布，可以使用出方向路由策略。 

出方向路由策略则可以对指定发布路由设置特定的扩展团体属性。 

VPN 实例创建完成后，可以选择是否需要配置出方向路由策略。 

1.1.2  BGP/MPLS VPN 的实现 

BGP/MPLS VPN 的主要原理是：利用 BGP 在运营商骨干网上传播 VPN 的私网路

由信息，用 MPLS 来转发 VPN 业务流。 

下面从 VPN 路由信息的发布和 VPN 报文转发两个方面介绍 BGP/MPLS VPN 的实

现。 

1. VPN 路由信息发布 

(1) CE 到 PE 间的路由信息交换 

PE 可以通过静态路由、RIP（应支持多实例）、OSPF（应支持多实例）或 EBGP
学习到与它相连的 CE 的路由信息，并将此路由安装到 VPN-instance 中。 

(2) 入口 PE 到出口 PE 的路由信息交换 

入口 PE 路由器利用 MBGP 穿越公网，把它从 CE 学习到的路由信息发布给出口 PE
（带着 MPLS 标签），同时，获得出口 PE 学习到的 CE 路由信息。 

PE 之间通过 IGP（如 RIP、OSPF）或者配置静态路由来保证 VPN 内部节点之间

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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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 之间的 LSP 建立 

为了使用 MPLS LSP 转发 VPN 的数据流量，一定要在 PE 之间建立 LSP。从 CE
接收报文并建立标签栈的 PE 路由器是 Ingress LSR，BGP 的下一跳（即出口 PE
路由器）是 Engress LSR。使用 LDP 建立 LSP 将在 PE 之间形成全连接的 LSP。 

(4) PE 到 CE 间的路由信息交换 

CE 可以通过静态路由、RIP、OSPF、或 EBGP，从相连的 PE 上学习远端的 VPN
路由。 

经过以上的步骤，CE 之间将建立可达的路由，完成 VPN 私网路由信息在公网上的

传播。 

2. VPN 报文的转发 

VPN 报文在入口 PE 路由器上形成两层标签栈： 

内层标签，也称 MPLS 标签，是由出口 PE 向入口 PE 发布路由时由 M-BGP 分配的

（安装在 VPN 转发表中），在标签栈中处于栈底位置。当从公网上发来的 VPN 报

文从 PE 到达 CE 时，根据标签查找 MPLS 转发表就可以从指定的接口将报文发送

到指定的 CE 或者 Site。 

外层标签，也称 LSP 的初始化标签，由 MPLS LDP 分配，指示了从入口 PE 到出口

PE 的一条 LSP，在标签栈中处于栈顶位置。VPN 报文利用这层标签的交换，就可

以沿着 LSP 到达对端 PE。 

以图 1-10为例： 

1.1.1.2 Layer2

Layer1

1.1.1.2
Layer2

1.1.1.2
1.1.1.2

CE2

PE2

site1

CE1

PE1
P P

1.1.1.1/24

1.1.1.2 Layer2

Layer1

1.1.1.2
Layer2

1.1.1.2
1.1.1.2

e2 1.1.1.2/24sit
 

图1-4 VPN 报文转发示意图 

(1) Site1 发出一个目的地址为 1.1.1.2 的 IPv4 报文到达 CE1，CE1 查找 IP 路由

表，根据匹配的表项将 IPv4 报文发送至 PE1。 

(2) PE1 根据报文到达的接口及目的地址查找 VPN-instance 表项，获得内层标签、

外层标签、BGP 下一跳（PE2）、输出接口等。建立完标签栈后，PE1 通过

输出接口转发 MPLS 报文到 LSP 上的第一个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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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SP 上的每一个 P 路由器利用交换报文的外层标签转发 MPLS 报文，直到报

文传送到倒数第二跳路由器，即到 PE2 前的 P 路由器。倒数第二跳路由器将

外层标签弹栈，并转发 MPLS 报文到 PE2。 

(4) PE2 根据内层标签和目的地址查找 VPN 转发表，确定标签操作和报文的出接

口， 终弹出内层标签并由出接口转发 IPv4 报文至 CE2。 

(5) CE2 查找路由表，根据正常的 IPv4 报文转发过程将报文传送到 Site2。 

1.1.3  嵌套 BGP/MPLS VPN 的实现 

在实现嵌套 BGP/MPLS VPN 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用户自己的内部子 VPN 之间不能发生地址空间重叠 

 为保证 VPN 路由信息在骨干网上的正确传播，用户 VPN 和内部子 VPN 的

VPN-Target 不能重叠，并由运营商指定 

 Provider PE 和 Customer PE 之间必须是直连的，不能使用 Multihop-EBGP

方式交换 VPNv4 路由 

在配置嵌套 BGP/MPLS VPN 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对 MPLS 骨干网（provider PE、P）配置 IGP，实现骨干网的 IP 连通性 

 对 MPLS 骨干网（provider PE、P）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对 MPLS 骨干网（provider PE、P）配置 MPLS LDP，建立 LDP LSP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BGP（在 Provider PE 之间建立 IBGP 对等体） 

 用户网络（customer PE）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1.1.4  分层式 BGP/MPLS VPN 的实现 

在 BGP/MPLS VPN 中，由于 PE 设备要汇聚多个 VPN 路由，在大规模部署时或者

PE 设备容量较小时容易形成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H3C 公司提出了 HoVPN
（Hiberarchy of VPN，分层式 BGP/MPLS VPN）的解决方案。 

分层式 BGP/MPLS VPN 将一个 MPLS VPN 网络划分成多个 MPLS VPN 网络，且

形成一个层次化的 BGP/MPLS VPN 网络结构，各层 VPN 网络承担不同的角色，处

于网络较高层次的 MPLS VPN 网络的 PE 设备的路由和转发性能要求比较高，主要

实现骨干网互连和大的 VPN 网络客户的接入功能，较低层次的 MPLS VPN 网络的

PE 设备的路由和转发性能要求较低，实现边缘的 VPN 客户接入。该种网络模型同

典型的 IP 网络模型相吻合，提高了 BGP/MPLS VPN 的可扩展性，可以实现在低端

设备组成的下层MPLS VPN网络上做MPLS VPN接入，然后通过高端的MPLS VPN
网络骨干网络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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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Site1

如图 1-11所示，直接连结用户的设备称为下层PE（Underlayer PE或User-end PE，
用户侧PE），简写为UPE，连结UPE并位于网络内部的设备称为上层PE
（Superstratum PE或Sevice Provider-end PE，服务运营商侧PE），简写为SPE。 

分层式 PE 从外部来看同传统上的 PE 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它可以同其它 PE 在一个

MPLS 网络中共存。 

UPE 的作用主要是用户的接入，仅维护其直接连接的 VPN Site 路由，但不维护其

它远程 Site 的路由；SPE 的作用主要是 VPN 路由的维护及扩散，需要维护下属 UPE
连接的 VPN 的所有路由，包括本地和远程 Site 中的路由 

UPE 和 SPE 实际上是相对的概念。在多个层次 PE 的结构中，上层相对于下层就是

SPE，下层相对于上层就是 UPE。 

SPE 和 UPE 之间运行的 MBGP，可以是 MP-IBGP，也可以是 MP-EBGP。这取决

于 SPE 和 UPE 是否在一个 AS 内。 

VP

PE PE

SPE

上层 VPN 网络

UPE

CE CE CE CE

VPN1 Site1 VPN2 Site1 VPN1 Site1

MPLS 骨干网

UPE

下层 VPN网络 下层 VPN网络

 
图1-5 分层式 BGP/MPLS VPN 

1.1.5  OSPF 多实例简介 

OSPF 是目前应用 为广泛的 IGP 路由协议之一，因此许多 VPN 将会使用 OSPF
作为其内部路由协议。如果在 PE-CE 链路上也使用 OSPF 将会非常便利：CE 路由

器只需要支持 OSPF 协议，不需要支持更多的协议；同时，网络管理员也只需要了

解 OSPF 协议；另外，如果客户需要将传统的 OSPF 骨干区域转换为 BGP/MPLS 
VPN 服务，那么在 PE 和 CE 之间使用 OSPF 可以简化这种转换。 

因此，IETF 提出了两个新的 OSPF VPN 扩展草案，用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来

解决 BGP/MPLS VPN 应用中将 OSPF 作为 PE-CE 间的路由协议的问题。此时，

PE 路由器必须支持同时运行多个 OSPF 实例，此时，每一个 OSPF 实例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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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Instance 相对应，拥有自己独立的接口、路由表，并且使用 BGP/OSPF 交互

通过 MPLS 网络传送 VPN 的路由信息。 

同时，支持 OSPF 多实例后，在一个路由器上可以运行多个 OSPF 进程，不同的进

程可以绑定不同的VPN-Instance。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针对每种业务建立一个OSPF
实例，采用 OSPF 多实例实现不同业务传输的完全隔离，低成本地解决传统局域网

的安全性问题，极大的满足客户的需求。而 OSPF 多实例通常是运行在 PE 路由器

上的，对于在局域网中运行 OSPF 多实例的 CE 路由器，通常也称之为

Multi-VPN-Instance CE。目前，局域网不同业务的隔离一般是通过交换机的 VLAN
功能实现的。OSPF Multi-VPN-Instance CE 提供了在路由器上实现业务隔离的方

案。 

Ar
OSPF 1

Area0
OSPF 100 VPN

OSPF200 VPN GREEN
Area1

OSPF
OSPF 200 

-

RED-
0

Area1

CE11

CE12

CE31

CE22

PE1 PE2

PE3

MPLS  VPN  Backbone

VPN-RED

Site1

OSPF Area0

Site1
OSPFArea1

GREEN
Site2

OSPFArea2

-

-

VPN-

GREENVPN-

ea 2
00 VPN- GREEN

Area0
100 VPN- RED

VPN- GREEN

-

-
Area 1

Site2
OSPF Area1

CE21

VPN-RED

 
图1-6 OSPF 多实例在 MPLS/BGP VPN PE 中的应用 

MPLS 
Network R&D

Engineering

Finances

ospf 100

vpn -rd

ospf 300
vpn - finances

ospf
vpn - finances

ospf 200
vpn - engineering

-----
PE

ospf

ospf 200
vpn -rd

ospf 300
vpn - finances

ospf 300
vpn -

ospf
vpn -

-----

ospf 100
vpn - engineering-----

ospf
-----

Multi VPN - Instance CECE-Multi VPN -CE-

 
图1-7 Multi-VPN-Instance CE 在解决传统局域网安全性中的应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L3VPN 第 1 章  BGP/MPLS VPN 配置

 

1-10 

1.1.6  多角色主机简介 

从 CE 进入 PE 的报文的 VPN 属性由入接口绑定的 VPN 决定，这样，实质上决定

了由同一个入接口经过 PE 转发的所有 CE 设备必须都属于同一个 VPN。但是，在

实际组网环境中，存在一个 CE 设备经过一个物理接口访问多个 VPN 的情况，虽然

用户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逻辑接口来实现，但是这种折中的解决方式会增加额外的

配置负担，使用起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解决该问题，利用多角色主机的构思，

通过配置针对 IP 地址的策略路由来区分报文对不同 VPN 的访问，而从 PE 到 CE 的

下行数据流，是通过静态路由来实现的，多角色主机情形下的静态路由跟普通的不

一样，是通过一个 VPN 里面的静态路由指定其他 VPN 中的接口作为出接口来实现

的，从而达到在一个逻辑接口访问多个 VPN 的目的。 

1.2  BGP/MPLS VPN 配置 

1.2.1  各个路由器的配置 

要实现 BGP/MPLS VPN 的功能一般需要完成以下步骤：在 PE、CE、P 上配置基

本信息；然后建立 PE 到 PE 的具有 IP 能力的逻辑或物理的链路；发布、更新 VPN
信息。 

1. CE 设备 

CE 设备的配置比较简单，只需配置静态路由、RIP、OSPF 或 EBGP 等，与相连的

PE 交换 VPN 路由信息。不需要配置 MPLS。 

2. PE 设备 

PE 设备的配置比较复杂，完成 MPLS/BGP VPN 的核心功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

部分：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与 P 设备和其它 PE 设备共同维护 LSP； 

配置 BGP/MPLS VPN Site，即有关 VPN-instance 的配置； 

配置静态路由、RIP、OSPF 或 EBGP，与 CE 交换 VPN 路由信息； 

配置 IGP，实现 PE 内部的互通； 

配置 MBGP，在 PE 之间交换 VPN 路由信息。 

3. P 设备 

P设备的配置比较简单，主要是配置MPLS基本能力，提供MPLS转发能力和对 LDP
的支持。 

下面 CE 对、PE、P 的配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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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CE 路由器的配置 

CE 路由器作为用户端设备，仅需要做一些基本的配置，使之能够实现与 PE 设备进

行路由信息的交换。目前可选择的路由交换方式有：静态路由、RIP、OSPF、EBGP
等。 

1. 在 CE 上配置静态路由 

如选择静态路由作为 CE-PE 间的路由交换方式，则应在 CE 上配置一条指向 PE 端

的私网静态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定义/清除 VPN-instance 路由表的静态路由 

操作 命令 

创建一条指定的 VPN-instance
的静态路由 

ip route-static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nexthop-ip-address }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tag tag-value | public ] * [ reject | 
blackhole ]  [ description text ] 

删除一条指定的 VPN-instance
的静态路由 

undo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destination-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name | vpn-instance vpn-nexthop-name ] 
nexthop-ip-address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每个静态路由都有缺省的优先值 60。配置静态路由时，可以指定一条静态路由的优

先级。 

2. 在 CE 上配置 RIP 

如选择 RIP 作为 CE-PE 间的路由交换方式，则应在 CE 上配置 RIP。有关 RIP 配置

步骤的详细说明，请参阅《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路由协议中的

RIP 配置部分。 

3. 在 CE 上配置 OSPF 

如选择 OSPF 作为 CE-PE 间的路由交换方式，则应在 CE 上配置 OSPF。OSPF 的

一般配置方法请参见《IP 路由分册》的“OSPF”部分。 

当需要在 CE 路由器上隔离不同 VPN 之间的业务时，应配置 OSPF 多实例。此时的

CE 称为 Multi-VPN-Instance CE。 

如果已经在 CE 路由器上配置了 OSPF 进程绑定 VPN 实例，则必须在 OSPF 协议

视图下配置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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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配置路由器变为 Multi-VPN-Instance CE 

操作 命令 

配置路由器变为 Multi-VPN-Instance CE vpn-instance-capability simple 

取消配置 undo vpn-instance-capability 

 

4. 在 CE 上配置 EBGP  

如选择 BGP 作为 CE-PE 间的路由交换方式，则应在 CE 上配置 EBGP 对等体，并

应引入直连路由、静态路由及其他 IGP 路由，以便 BGP 能够将 VPN 路由发布给

PE。 

1.2.3  PE 路由器的配置 

1. MPLS 基本能力配置 

MPLS 基本能力配置包括配置 MPLS 的 LSR ID，全局使能 MPLS 并在所使用的

VLAN 接口视图下使能 MPLS。 

具体配置请参考“MPLS 配置”。 

2. 定义 BGP/MPLS VPN Site 

(1) 创建并进入 VPN 实例视图 

VPN-instance 在实现中与 Site 关联，一个 Site 的 VPN 成员关系和路由规则等均在

VPN-instance 的配置下体现。 

该命令用来创建新的 VPN-instance 或进入已有的 VPN 实例视图。如果该

VPN-instance 已存在，则直接进入该 VPN-instance 的视图下，进行相应的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创建并进入 VPN 实例视图 

操作 命令 

创建并进入 VPN 实例视图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删除 VPN-instance undo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定义 VPN-instance。 

(2) 配置 VPN-instance 的 RD 

在 PE 路由器上配置 RD，当从 CE 学习到的一条 VPN 路由引入 BGP 时，BGP 将

RD 附加到 IPv4 前面，使之转换为 VPN IPv4 地址，使原来在 VPN 中的全局不唯一

的 IPv4 地址成为全局唯一的 VPN IPv4 地址，以便在 VPN 中实现正确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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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VPN 实例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VPN-instance 的 RD 

操作 命令 

配置 VPN-instance 的 RD route-distinguisher route-distinguisher 

 

参数无缺省值，一个 VPN-instance 只有配置了 RD 才能起作用。在配置 RD 之前，

不能配置 VPN-instance 的其他任何参数。 

如果想修改 RD，必须直接删除该 VPN-instance，再重新进行配置。 

(3) 为 VPN-instance 配置描述信息 

为 VPN 实例配置描述信息，请在 VPN 实例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为 VPN-instance 配置描述信息 

操作 命令 

为 VPN-instance 配置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vpn-instance-description 

删除 VPN-instance 描述信息 undo description 

 

(4) 配置 VPN-instance 的 VPN-target 属性 

VPN-target 用来控制 VPN 路由信息的发布，该属性是 BGP 的扩展团体属性。 

VPN 路由的发布控制过程如下： 

当从 CE 学习到的一条 VPN 路由引入 BGP 时，BGP 为它关联一个 VPN-Target 扩
展团体属性列表，通常，这个列表是与 CE 相关联的 VPN-instance 的输出路由属性

列表。 

VPN-instance 根据 VPN-target 中 import-extcommunity 定义输入路由属性列表，

定义可被接受并引入此 VPN-instance 的路由范围。 

VPN-instance根据VPN-target中的 export-extcommunity对向外发布的路由进行

VPN-Target 属性的修改。 

像 RD 一样，一个扩展团体或者是由一个自治系统号和一个任意的数组成，或者是

由一个 IP 地址和一个任意的数组成。有以下两种格式： 

与自治系统号（ASN）相关，形式为 16 位自治系统号（ASN 此处可以取 0）：32
位用户自定义数，例如：100:1。 

与 IP 地址相关，形式为 32 位 IP 地址（此处可以取 0.0.0.0）：16 位用户自定义数，

例如：172.1.1.1:1。 

请在 VPN 实例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L3VPN 第 1 章  BGP/MPLS VPN 配置

 

1-14 

表1-6 为 VPN-instance 创建 VPN-target 扩展团体 

操作 命令 

为 VPN-instance 创建 VPN-target 扩展团体 
vpn-target vpn-target-extcommunity 
[ import-extcommunity | 
export-extcommunity | both ]  

从 VPN-instance关联的 VPN-target 列表中删

除指定的 VPN-target 属性 

undo vpn-target vpn-target-extcommunity 
[ import-extcommunity | 
export-extcommunity | both ] 

 

系统缺省值为 both。一般情况下 VPN 中的所有 Site 都可以互通，此时

import-extcommunity 和 export-extcommunity 属性相同，配 both 即可。 

一条命令 多只能配置 16 个 vpn-target；一个 VPN-instance 多只能配置 20 个

vpn-target。 

(5) 限制一个 VPN-instance 中 大路由数 

该命令可以限制一个 VPN-instance 中 大路由数，防止从一个 Site 引入的路由数

量过多。 

请在 VPN 实例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限制一个 VPN-instance 中最大路由数 

操作 命令 

限制一个 VPN-instance 中 大路由数 routing-table limit integer { alarm-integer | 
syslog-alert } 

取消 大路由数限制 undo routing-table limit 

 

integer 参数的取值范围是 1～65536，alarm-integer：取值范围是 1～100。 

  说明： 

改变 VPN-instance 的路由数目限制，不会影响已存在的路由表，如果需要新配置的

路由限制立即生效，应重建相应的路由协议，或对相关接口进行 shutdown/undo 
shutdown 的操作。 

 

(6) 在 Trunk 类型的快速以太网端口上配置大于 1024 的 vlan-id（选配） 

 配置大于 1024 的 vlan-id，允许通过 MPLS/VPN VLAN 的范围为 vlan-id 到

vlan-id+1023。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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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配置通过 MPLS/VPN VLAN vlan-id 范围 

操作 命令 

配置允许 Trunk 类型的快速以太网端口通过

MPLS/VPN VLAN vlan-id 的范围 
port trunk mpls vlan from vlan-id [ to ] 
vlanid 

删除允许 Trunk 类型的快速以太网端口通过

MPLS/VPN VLAN vlan-id 的范围 undo port trunk mpls 

 

缺省情况下，通过 MPLS/VPN VLAN vlan-id 的范围为 0～1023，vlan-id 缺省值为 0。
vlan-id 的取值范围 1～3071。 

  注意： 

 此命令只适用于后缀为 C 的单板的快速以太网端口。 
 执行该命令时端口必须是 Trunk 端口，同时不包含使能了 MPLS/VPN 的 VLAN
和不包含在配置命令范围外的 VLAN。 

 

 设置单板 VPN 范围，允许单板的端口上的 MPLS/VPN VLAN vlan-id 的范围为

1～4094。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单板的 MPLS/VPN VLAN vlan-id 范围 

操作 命令 

使能单板 4K VPN-range 范围 vlan vpn-range slot slot-number enable 

取消单板 4K VPN-range 范围使能配置 undo vlan vpn-range slot slot-number enable 

 

  注意： 

 此命令只适用于后缀为 C 的单板的快速以太网端口。 
 此命令仅对单板前 12 个端口实际生效，后续端口配置 MPLS/VPN VLAN vlan-id
时，仅有一个 VLAN 使能的 MPLS/VPN VLAN 范围能实际生效。如果生效端口

中删除了 MPLS/VPN 配置，后续端口也不会自动生效，需要用户重新配置以更

新状态。 
 对于 F32GC 单板，4 个 GE 端口初始化为 4k VLAN，32 个 FE 端口只有前 8 个

端口生效。 
 设置/取消该命令需重启单板以保证生效。 
 取消单板配置后，如果端口下 VLAN 配置超过了默认 1K，该配置会被自动删除。 
 在聚合模式，VPN-range 配置不会自动进行配置同步，用户可手工对单个端口进

行删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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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端口的 VPN 范围，允许端口上的 MPLS/VPN VLAN vlan-id 的范围为 1～

4094。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端口的 MPLS/VPN VLAN vlan-id 范围 

操作 命令 

使能端口 4K vpn-range 范围 port vpn-range share-mode enable 

取消端口 4K vpn-range 范围使能配置 undo port vpn-range share-mode enable 

 

  注意： 

 此命令只适用于后缀为 C 的单板的端口。 
 支持此功能的端口不再支持 ACL 规则的下发。 

 

(7) 将接口与 VPN-instance 关联 

VPN-instance 通过与 VLAN 接口绑定实现与直接连接的 Site 相关联。当 Site 发来

的报文经此接口进入 PE 路由器，即可查找相应的 VPN-instance 获得路由信息（包

括下一跳、标签、输出接口等信息）。 

该命令将一个 VPN-instance 与一个接口关联起来。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将接口与 VPN-instance 关联 

操作 命令 

将接口与 VPN-instance 关联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取消接口与 VPN-instance 关联 undo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注意： 

在实施 VLAN 接口与 VPN-instance 的绑定时，需要在 VLAN 接口上先执行 ip 
binding vpn-instance 命令,再配置 IP 地址，否则，已经配置的 IP 地址会因为执行

ip binding vpn-instance 命令而被删除。 

 

(8) 配置 VPN 实例出方向路由策略 

VPN 实例通过设置出方向路由策略，可以对指定的路由设置特定的扩展团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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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配置 VPN 实例出方向路由策略 

操作 命令 

配置 VPN 实例出方向路由策略 export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取消 VPN 实例出方向路由策略 undo export route-policy 

 

3. 配置 PE 与 CE 间进行路由交换 

目前 PE 与 CE 间的路由交换方式有：静态路由、RIP、OSPF、EBGP 等。 

(1) 在 PE 上配置静态路由 

可以在 PE 上配置一条指向 CE 端的静态路由，使 PE 通过静态路由的方式向 CE 学

习 VPN 路由。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创建/删除 VPN-instance 路由表的静态路由 

操作 命令 

创建一条指定的 VPN-instance 的静态路由 

ip route-static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nexthop-ip-address }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tag 
tag-value | public ] * [ reject | blackhole ]  
[ description text ] 

删除一条指定的 VPN-instance 的静态路由 

undo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list 
destination-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nterface-name | vpn-instance 
vpn-nexthop-name ] nexthop-ip-address 
[ public ]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每个静态路由都有缺省的优先值 60。配置静态路由时，可以指定一条静态路由的优

先级。 

(2) 在 PE 上配置 RIP 多实例 

在 PE 和 CE 之间配置 RIP 时，需要在 PE 上指定 RIP 实例的运行环境。使用该命

令进入路由实例的配置视图，并在此视图下配置 RIP 路由实例的引入、发布等。 

请在 RI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4 配置 PE、CE 间的 RIP 路由协议实例 

操作 命令 

创建 PE、CE 间的 RIP 路由协议实例 ipv4-family [ unicast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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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操作 

取消 PE、CE 间的 RIP 路由协议实例 undo ipv4-family [ unicast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然后配置 RIP 多实例引入 IBGP 路由。 

有关 RIP 配置步骤的详细说明，请参阅本手册路由协议中的 RIP 配置部分。 

(3) 在 PE 上配置 OSPF 多实例 

在 PE 上运行 OSPF 与 CE 交换路由信息，需要 OSPF 支持多实例配置。其他配置，

如 MPLS 基本配置、VPN-instance 的配置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在 VPN 实例子地

址族视图下应引入 OSPF 路由及直连路由，在 OSPF 下也应引入 BGP 路由。这里

对 OSPF 多实例的配置进行详细描述。 

第一步：配置 OSPF 进程。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配置 OSPF 进程 

操作 命令 

配置一个 OSPF 进程 ospf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number ]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删除一个 OSPF 进程 undo ospf process-id 

 

缺省进程号为 1。 

  注意： 

一个 OSPF 进程只能属于一个 VPN 实例，一个实例可以包含多个 OSPF 进程。缺

省状态下 OSPF 进程属于公网。 

 

第二步：配置 Domain-id。 

Domain ID 用来标识不同的 OSPF 路由自治域，同一个 OSPF 路由域需要配置相同

的 Domain ID。每个进程只能配置一个 Domain ID，不同的进程之间可配置相同的

Domain ID，也可配置不同的 Domain ID。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配置。 

表1-16 配置 Domain ID 

操作 命令 

配置 domain-id domain-id { id-number | id-addr } 

恢复缺省值 undo domai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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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number 缺省为 0，id-addr 缺省为 0.0.0.0。 

一般建议：与每个 VPN 实例相关的网络中的所有 OSPF 实例要么配置一个相同的

Domain ID，要么都使用缺省的 0 作为 Domain ID。 

  注意： 

执行这个命令后，不会马上起作用，只有在 reset ospf 后才会起作用。 

 

第三步：配置标识 VPN 引入路由的 tag 值（可选）。 

如果同一个 VPN Site 连接了多个 PE，那么从 MPLS/BGP 学到的路由，被一个 PE
路由器通过 5 类或 7 类 LSA 向 VPN Site 发布时，可能被另一个 PE 路由器收到，

造成路由环。为了防止路由环，在这种情况下应配置 Route-tag，且同一 VPN 域的

PE 好配置相同的 Route-tag。 

请在 OSPF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注意： 

配置 Route-tag 后，不会马上起作用，只有在 reset ospf 后才会起作用。 

 

表1-17 配置标识 VPN 引入路由的 tag 值 

操作 命令 

配置标识 VPN 引入路由的 tag 值 route-tag tag-number 

恢复缺省值 undo route-tag 

 

tag-number 用来标识 VPN 引入路由的 Tag 值，取默认值时前面两个字节为固定的

0xD000，后面的两个字节为本端 BGP 的 AS 号，比如本端 BGP AS 号为 100，则

其默认的 tag 十进制值为 3489661028。该值的取值范围为 0～4294967295 的整数。 

第四步：配置 Sham-link（可选）。 

当两个 PE 之间存在 Backdoor 链路（即不是通过 MPLS 骨干网络的 OSPF 链路），

此时，又希望数据通过 MPLS 骨干传送时，就需要在两个 PE 之间配置 Sham-link。
在 VPN PE 间配置 Sham-link，将其视为 OSPF 区域内的一条 link。其中，源地址

和目的地址均为 32 位掩码的 Loopback 接口地址，该 Loopback 接口需在 VPN 实

例中绑定，并通过 BGP 引入直连路由到 BGP 中，且该 VPN 的 OSPF 进程中，不

能直接引入该 Loopback 接口的路由（所以 VPN 的 OSPF 进程中不能配置 import 
direct 命令），OSPF 进程只能通过引入 BGP 路由间接发布该路由。请在 OSPF
区域视图下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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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8 配置 Sham-link 

操作 命令 

配置 Sham-link 
sham-link source-addr destination-addr [ cost cost-value ] 
[ simple password | md5 keyid key ] [ dead seconds ] [ hello 
seconds ] [ retransimit seconds ] [ trans-delay seconds ] 

删除 Sham-link undo sham-link source-addr destination-addr 

 

其中，cost 的缺省值为 1，dead 的缺省值为 40 秒，hello 的缺省值为 10 秒，

retransmit 的缺省值为 5 秒，trans-delay 的缺省值为 1 秒。 

(4) 在 PE 上配置 EBGP 

PE 与 CE 之间运行 EBGP，故应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为每个 VPN 配置邻

居，并引入 CE 的 IGP 路由。 

第一步：配置对等体组。 

请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对等体所隶属的对等体组。 

表1-19 配置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创建一个对等体组 group group-name [ internal | external ] 

删除指定的对等体组 undo group group-name 

 

配置时，如果不指定对等体组的配置类型，缺省为 internal。因为当 PE、CE 选用

BGP 进行路由交换时，一般属于不同的 AS，此时，应选用 external，建立 EBGP
对等体。 

第二步：指定邻居 AS 号并向对等体组中加入组员。 

在 PE 和 CE 之间可以通过 EBGP 来交换路由信息，应为每个对应 CE 的

VPN-instance 分别指定邻居的 AS 号。 

请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配置指定同伴的 AS 号 

操作 命令 

配置指定邻居的 AS 号 peer { group-name | [ peer-address group group-name ] } 
as-number as-number 

删除邻居的 AS 号 undo peer { group-name | [ peer-address group group-name ] } 
as-number as-number ] 

 

第三步：配置激活对等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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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省情况下，BGP 邻居处于激活状态，MBGP 邻居处于非激活状态。用户应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BGP 邻居。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1 激活/去激活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激活对等体（组） peer group-name enable 

去激活对等体（组） undo peer group-name enable 

 

第四步：配置 MBGP 引入直接相连的 CE 的 VPN 路由。 

为了正确地在公网上传播 VPN 路由信息，PE 必须将与它直接相连的 CE 的 VPN 路

由引入自己的 MBGP 路由表中，以发布给建立了 BGP 邻居关系的其它 PE。 

举例来讲：如果 PE 与 CE 间使用静态路由，则 PE 需要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

下引入静态路由（import-route static）；如果 PE 与 CE 间运行 RIP，则 PE 需要

在 MBGP 的 VPN-instance 视图下引入 RIP 路由（import-route rip），如果 PE 与

CE 之间运行 BGP 直接引入直连路由即可。 

请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2 引入 IGP 协议的路由信息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引入 IGP 协议的路由 import-route protocol [ process-id ] [ med med ]  

取消 BGP 引入 IGP 协议的路由 undo import-route protocol 

 

第五步：配置 BGP 的同步方式为不同步。 

请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3 配置允许 BGP 与 IGP 不同步 

操作 命令 

配置允许 BGP 与 IGP 不同步 undo synchronization 

 

目前，不同步方式为缺省配置。 

第六步：Hub&Spoke 组网中允许路由环路配置（选配）。 

一般来说，配置 PE-CE 的步骤通过指定邻居 AS 号后就可以完成，其余的配置保留

系统默认值即可。 

在标准 BGP 情况下，BGP 是通过 AS 号来检测路由循环，避免产生路由环路。但

在 Hub&Spoke 组网方式下，如果在 PE 和 CE 之间运行 EBGP 协议，当 PE 将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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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告给 CE 时带上本自治系统的 AS 号。然后再从 CE 接收路由更新时，路由更

新消息中就会带有本自治域系统的 AS 号，这样 PE 就不会接收这条路由更新信息。 

通过配置 peer allow-as-loop 可以使 PE 路由器仍然接收从 CE 发送的包含本 AS
号的路由更新信息。 

请在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配置允许/禁止路由环路 

操作 命令 

配置允许路由环路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 allow-as-loop asn-limit 

配置禁止路由环路 undo peer { group-name | peer-address }allow-as-loop asn-limit 

 

默认情况下，对于接收到的路由更新信息不允许产生环路信息。 

第七步：配置 BGP 相关特性。 

4. 配置 PE-PE 间进行路由交换 

在 PE 上配置 MP-IBGP 协议，使得 PE 之间能够交互 VPN-IPv4 路由。 

下列各项配置可在 BGP 视图或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下进行。 

(1) 配置 IBGP 

一般情况下，需要配置以下各项： 

第一步：配置 BGP 的同步方式为不同步。 

第二步：配置 BGP 邻居。 

注意，应用 Loopback 接口建立 BGP 的邻居关系，且子网掩码应为 32 位。 

第三步：配置允许内部 BGP 会话使用任何可操作的 TCP 连接接口。 

一般情况下，BGP 是使用 佳本地地址进行 TCP 连接的；但为使接口在出现问题

时该 TCP 连接还有效，可配置允许内部 BGP 会话使用任何可与对端建立 TCP 连接

的接口，这条命令通常与 Loopback 接口一起配置。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下列命令。 

表1-25 配置允许内部 BGP 会话使用任何可操作的 TCP 连接接口 

操作 命令 

配置允许内部 BGP 会话使用任何

可操作的 TCP 连接的接口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connect-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恢复使用 佳本地地址进行TCP连

接 
undo peer { peer-address | group-name } 
connect-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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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P 可以使用指定接口和对端建立 BGP 邻居，在 MPLS VPN 中需要指定 loopback
环回接口来建立 BGP 邻居。 

(2) 配置 MP-IBGP 

第一步：进入协议地址族视图。 

请在 BG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配置 VPNv4 地址族 

操作 命令 

进入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 ipv4-family vpnv4 [ unicast ] 

删除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的配置 undo ipv4-family vpnv4 [ unicast ] 

 

第二步：配置激活对等体（组）。 

由于缺省情况下，BGP 邻居处于激活状态，MBGP 邻居处于非激活状态。用户应在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使能）MBGP 邻居。 

表1-27 使能/禁止 IBGP 对等体组 

操作 命令 

使能对等体组 peer group-name enable 

禁止对等体组 undo peer group-name enable 

 

第三步：配置在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可选）。 

由于该配置命令缺省为没有配置，所以在配置 PE-PE 之间的 MBGP 时，必须指明

需要增加该配置命令。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下列命令。 

表1-28 配置在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操作 命令 

配置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peer { group-name } next-hop-local 

取消发布路由时将自身地址作为下一跳 undo peer { group-name } next-hop-local 

 

第四步：配置传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可选）。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下列命令。 

表1-29 配置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操作 命令 

配置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不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peer group-name public-as-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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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配置发送 BGP 更新报文时携带私有自治系统号 undo peer group-name public-as-only 

 

  说明： 

在以上可选配置步骤中，只有 EBGP 和联盟需要用到关键字 public-as-only，IBGP
不使用 public-as-only。 

 

第五步：配置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该命令一般用于分层 PE 的 SPE（System Processing Engine）上，以增加一条下

一跳为自身的缺省路由。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下列命令。 

表1-30 配置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操作 命令 

配置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peer ip-address default-route-advertise 
vpn-instance vpn-instance name 

取消向对等体（组）发送缺省路由 undo peer ip-address default-route-advertise 
vpn-instance vpn-instance name 

 

第六步：配置 BGP 邻居作为分层 BGP/MPLS VPN 的 UPE（User-end PE）。 

此命令仅用于分层 BGP/MPLS VPN 的 UPE。 

请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配置下列命令。 

表1-31 配置 BGP 邻居作为分层 BGP/MPLS VPN 的 UPE 

操作 命令 

配置 BGP 邻居作为分层 BGP/MPLS VPN 的 UPE peer peer-address upe 

取消该配置 undo peer peer-address upe 

 

1.2.4  P 路由器的配置 

P 路由器不需要维护 VPN 路由，但需要保证公网的连通性，并配合 PE 建立 LSP，
故需要如下配置：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并在 P 与 PE 相连的各接口上使能 LDP，以转发 MPLS

报文。具体配置请参见“MPLS 配置”。 

 在 P 与 PE 相连的各接口上启动 OSPF 协议，并引入直连路由，实现 PE 内部

的互通。具体配置请参见《IP 路由分册》中的“OSPF”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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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GP/MPLS VPN 显示与调试 

1. 从 BGP 表中显示 VPN 地址信息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BGP 数据库中

VPNv4 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2 从 BGP 表中显示 VPN 地址信息 

操作 命令 

从 BGP 表中显示 VPN 地址信息 
display bgp vpnv4 { all | route-distinguisher 
rd-value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group 
| network | peer | routing-table } 

 

2. 显示与 VPN-instance 相关联的 IP 路由表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与 VPN-instance 相关

联的 IP 路由表中的相关信息，通过查阅该显示信息来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3 显示与 VPN-instance 相关联的 IP 路由表 

操作 命令 

显示与 VPN-instance 相关联的 IP 路由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ip-address ] [ verbose ] 
| statistics ] 

 

3. 显示 VPN-instance 相关信息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VPN-instance 相关信

息，包括该 VPN 实例的 RD，描述以及与之关联的接口等信息，通过查阅该显示信

息来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4 显示 VPN-instance 相关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 VPN-instance 相关信息，包括该 VPN 实

例的 RD，描述以及与之关联的接口等信息 
display ip vpn-instance 
[ vpn-instance-name | verbose ] 

 

4. 显示涉及处理 BGP 的调试信息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BGP 相关运行情况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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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 显示涉及处理 BGP 的调试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涉及处理 BGP 的调试信息 
debugging bgp { all | event | normal | { keepalive | 
mp-update | open | packet | route-refresh | update } 
[ receive | send ] [ verbose ] } 

关闭调试信息 undo debugging bgp { all | event | normal | keepalive | 
mp-update | open | packet | route-refresh | update } 

 

5. 显示 MPLS L3VPN-LSP 的相关信息 

表1-36 显示 MPLS L3VPN-LSP 的相关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MPLS L3VPN标签交换路径的相关信息。
display mpls l3vpn-lsp [ verbose] include 
text 

显示 MPLS L3VPN 标签交换路径

VPN-instance 相关的信息。 

display mpls l3vpn-lsp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transit | egress | 
ingress ] [include text | verbose ] 

 

6. 显示配置的 Sham-link 

表1-37 显示配置的 Sham-link 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配置的 Sham-link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sham-link 

 

1.4  BGP/MPLS VPN 典型配置举例 

1.4.1  BGP/MPLS VPN 综合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1、CE3 构成 VPNA，CE2、CE4 构成 VPNB； 

不同 VPN 用户之间不能互相访问。VPNA 使用的 VPN-target 属性为 111:1，VPNB
使用的 VPN-target 属性为 222:2； 

PE、P 为支持 MPLS 的 H3C 交换机，CE 为一般的三层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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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此配置举例的配置重点在于： 
 CE 与 PE 之间配置 EBGP 交换 VPN 路由信息 
 PE 之间配置 OSPF 实现 PE 内部的互通 
 PE 之间配置 MP-IBGP 交换 VPN 路由信息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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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BGP/MPLS VPN 综合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面依次介绍各 PE 交换机、CE 交换机和 P 交换机上的配置。 

(1) 配置 CE1 

# CE1 与 PE1 建立 EBGP 邻居，引入直连路由和静态路由，从而将 CE1 的内部 VPN
路由引入到 BGP，进而发布给 PE1。CE1 使用接口 Gigabitethernet 2/1/1 与 PE1
相连。 

[CE1] vlan 201 

[C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CE1-vlan201] quit 

[C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C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68.1.1.1 25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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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vlan-interface201] quit 

[CE1] bgp 65410 

[CE1-bgp] group 168 external 

[CE1-bgp] peer 168.1.1.2 group 168 as-number 100 

[CE1-bgp] import-route direct 

[CE1-bgp] import-route static 

  说明： 

另外 3 个 CE 交换机（CE2～CE4）配置与 CE1 交换机配置类似，配置过程省略。 

 

(2) 配置 PE1 

# 在 PE1 上创建 VPNA 的 VPN-instance，并配置相关属性以控制 VPN 路由信息的

发布。 

[PE1] ip vpn-instance vpna 

[PE1-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1-vpn-vpna] vpn-target 111:1 both 

[PE1-vpn-vpna] quit 

# PE1 与 CE1 间建立 MP-EBGP 邻居，并将学到的 CE1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instance 地址族。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68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68.1.1.1 group 168 as-number 65410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quit 

# 将 PE1 与 CE1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A（需要注意的是，应先配置接口与

VPN-instance 的关联后，再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PE1] vlan 202 

[PE1-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1-vlan202]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1-vlan-interface20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1-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68.1.1.2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202]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对 PE 交换机，配置 LoopBack 接口地址时，必须使用 32
位掩码的主机地址，以防止此路由被聚合，导致 LSP 不能正确处理外层标签）。 

[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E1-LoopBack 0] ip address 202.100.1.1 255.255.2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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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LoopBack 0] quit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并在 PE1 与 P 交换机相连的 VLAN 接口上使能 MPLS 及

LDP。建立 LSP 和实现 MPLS 报文转发。 

[PE1] mpls lsr-id 202.100.1.1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PE1] vlan 201 

[P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20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1.1.1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201] mpls 

[PE1-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01] quit 

# 在 PE1 与 P 交换机相连的接口及 Loopback 接口上启用 OSPF，并引入直连路由。

实现 PE 内部的互通。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0.0 0.0.255.255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100.1.1 0.0.0.0 

[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PE1-ospf-1] qui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1] bgp 100 

[PE1-bgp] group 202 internal 

[PE1-bgp] peer 202.100.1.3 group 202  

[PE1-bgp] peer 202.100.1.3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202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02.100.1.3 group 202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quit 

(3) 配置 P  

# 配置 P 交换机的 MPLS 基本能力，并在 P 与 PE 相连的各 VLAN 接口上使能 LDP，
以转发 MPLS 报文。 

[P] mpls lsr-id 17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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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pls 

[P-mpls] quit 

[P] mpls ldp 

[P] interface loopback0 

[P-LoopBack 0] ip address 202.100.1.5 255.255.255.255 

[P-LoopBack 0] quit 

[P] vlan 301 

[P-vlan301]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P-vlan301]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1 

[P-vlan-interface301] ip address 172.1.1.2 255.255.0.0 

[P-vlan-interface301] mpls  

[P-vlan-interface301]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301] quit 

[P] vlan 302 

[P-vlan302] port gigabitethernet 3/1/2 

[P-vlan302]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2 

[P-vlan-interface302] ip address 172.2.1.2 255.255.0.0 

[P-vlan-interface302] mpls  

[P-vlan-interface302]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302] quit 

[P] vlan 303 

[P-vlan303] port gigabitethernet 3/1/3 

[P-vlan303]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3 

[P-vlan-interface303] ip address 172.3.1.2 255.255.0.0 

[P-vlan-interface303] mpls  

[P-vlan-interface303]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303] quit 

[P] vlan 304 

[P-vlan304] port gigabitethernet 3/1/4 

[P-vlan304]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4 

[P-vlan-interface304] ip address 172.4.1.2 255.255.0.0 

[P-vlan-interface304] mpls  

[P-vlan-interface304]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304] quit 

# 在 P 与 PE 相连的各接口上启动 OSPF 协议，并引入直连路由，实现 PE 内部的

互通。 

[P] ospf 

[P-ospf-1] ar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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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1.0 0.0.255.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2.1.0 0.0.255.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3.1.0 0.0.255.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4.1.0 0.0.255.255 

[P-ospf-1-area-0.0.0.0] quit 

[P-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4) 配置 PE3 

  说明： 

PE3 的配置过程与 PE1 相似，需要注意 PE3 上对于 VPN 路由属性的设置，以了解

如何控制同一 VPN 的路由信息在 MPLS 网上的发布（相同的 VPN-target）。 

 

# 在 PE3 上创建 VPNA 的 VPN-instance，并配置相关属性以控制 VPN 路由信息的

发布。 

[PE3] ip vpn-instance vpna 

[PE3-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3 

[PE3-vpn-vpna] vpn-target 111:1 both 

[PE3-vpn-vpna] quit 

# PE3 与 CE3 间建立 MP-EBGP 邻居，并将学到的 CE3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地址族。 

[PE3] bgp 100 

[PE3-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3-bgp-af-vpn-instance] group 168 external 

[PE3-bgp-af-vpn-instance] peer 168.3.1.1 group 168 as-number 65430 

[PE3-bgp-af-vpn-instance] quit 

[PE3-bgp] quit 

# 将 PE3 与 CE3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A。 

[PE3] vlan 202 

[PE3-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3-vlan202] quit 

[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3-vlan-interface20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3-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68.3.1.2 255.255.0.0 

[PE3-vlan-interface202]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3] interface loopback0 

[PE3-LoopBack 0] ip address 202.100.1.3 255.255.255.255 

[PE3-LoopBack 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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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并在 PE3 与 P 交换机相连的 VLAN 接口上使能 MPLS 及

LDP。建立 LSP 和实现 MPLS 报文转发。 

[PE3] mpls lsr-id 202.100.1.3 

[PE3] mpls 

[PE3-mpls] quit 

[PE3] mpls ldp 

[PE3] vlan 201 

[PE3-vlan20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PE3-vlan201] quit 

[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3-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3.1.1 255.255.0.0 

[PE3-vlan-interface201] mpls 

[PE3-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enable 

[PE3-vlan-interface201] quit 

# 在 PE3 与 P 交换机相连的接口及 Loopback 接口上启用 OSPF，并引入直连路由。 

[PE3] ospf 

[PE3-ospf-1] area 0 

[PE3-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3.0.0 0.0.255.255 

[PE3-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100.1.3 0.0.0.0  

[PE3-ospf-1-area-0.0.0.0] quit 

[PE3-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 

[PE3] bgp 100 

[PE3-bgp] group 202 internal 

[PE3-bgp] peer 202.100.1.1 group 202  

[PE3-bgp] peer 202.100.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3-bgp] ipv4-family vpnv4 

[PE3-bgp-af-vpn] peer 202 enable 

[PE3-bgp-af-vpn] peer 202.100.1.1 group 202 

[PE3-bgp-af-vpn] quit 

(5) PE2 与 PE4 的配置 

PE2 与 PE4 的配置与 PE1 和 PE3 的配置类似，具体配置过程略。 

1.4.2  Extranet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公司 A 和公司 B 通过 VPN 互联，两个公司的总部都在城市 C，虚拟内部网号分别

为 VPN1 和 VP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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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PLS 给用户提供 VPN 功能，两个 VPN 之间有一部分共享资源在城市 C，两

个 VPN 内的用户都可以访问位于城市 C 的资源，但城市 A 和 B 的 VPN 用户不能互

相访问。 

由于两个公司在 PE-C 上共用一个 VPN-instance，所以两个公司使用的 IP 地址空间

不能重叠。 

  说明： 

此配置举例的配置重点在于：通过对不同 PE 上 VPN-target 属性的设置，控制不同

城市 VPN 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权限。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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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Extranet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本配置步骤部分省略了 PE 与 P 间的配置、以及 CE 的配置。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参

考前一个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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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PE-A 

# 在 PE-A 上创建一个 VPN-instance1，能够收发 VPN-target 为 111:1 的 VPN 路由

信息。 

[PE-A]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 

[PE-A-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A-vpn-1] vpn-target 111:1 both 

[PE-A-vpn-1] quit 

# PE-A 与 CE-A 间建立 MP-EBGP 邻居，并将学到的 CE-A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地址族。 

[PE-A] bgp 100 

[PE-A-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 

[PE-A-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A-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A-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 external 

[PE-A-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5.1.1 group 172 as-number 65011 

[PE-A-bgp-af-vpn-instance] quit 

[PE-A-bgp] quit 

# 将与 CE-A 连接的 VLAN301 的接口与 VPN-instance1 绑定。 

[PE-A] vlan 301 

[PE-A-vlan301]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PE-A-vlan301] quit 

[PE-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1 

[PE-A-vlan-interface3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 

[PE-A-vlan-interface301] ip address 172.15.0.1 255.255.0.0 

[PE-A-vlan-interface301]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A] interface loopback 0 

[PE-A-LoopBack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255 

[PE-A-LoopBack0] quit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PE-A] mpls lsr-id 10.1.1.1 

[PE-A] mpls 

[PE-A-mpls] quit 

[PE-A] mpls ldp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A] bgp 100 

[PE-A-bgp] group 20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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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bgp] peer 20.1.1.1 group 20  

[PE-A-bgp] peer 20.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A-bgp] ipv4-family vpnv4 

[PE-A-bgp-af-vpn] peer 20 enable 

[PE-A-bgp-af-vpn] peer 20.1.1.1 group 20 

[PE-A-bgp-af-vpn] quit 

(2) 配置 PE-C 

# 在 PE-C 上创建一个 VPN-instance2，能够收发 VPN-target 为 111:1 和 222:2 的

VPN 路由信息。 

[PE-C]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C-vpn-2] route-distinguisher 100:2 

[PE-C-vpn-2] vpn-target 111:1 both 

[PE-C-vpn-2] vpn-target 222:2 both 

[PE-C-vpn-2] quit 

# PE-C与CE-C间建立 MP-EBGP邻居，并将学到的 CE-C内部VPN路由引入VPN
实例子地址族。 

[PE-C] bgp 100 

[PE-C-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C-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C-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C-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 external 

[PE-C-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6.1.1 group 172 as-number 65012 

[PE-C-bgp-af-vpn-instance] quit 

[PE-C-bgp] quit 

# 将与 CE-C 相连的 VLAN301 的接口与 VPN-instance2 绑定。 

[PE-C] vlan 301 

[PE-C-vlan301]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PE-C-vlan301] quit 

[PE-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1 

[PE-C-vlan-interface3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C-vlan-interface301] ip address 172.16.0.1 255.255.0.0 

[PE-C-vlan-interface301]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C] interface loopback 0 

[PE-C-LoopBack0] ip address 20.1.1.1 255.255.255.255 

[PE-C-LoopBack0] quit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PE-C] mpls lsr-id 20.1.1.1 

[PE-C] 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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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mpls] quit 

[PE-C] mpls ldp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C] bgp 100 

[PE-C-bgp] group 10 

[PE-C-bgp] peer 10.1.1.1 group 10  

[PE-C-bgp] peer 10.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C-bgp] group 30 

[PE-C-bgp] peer 30.1.1.1 group 30  

[PE-C-bgp] peer 30.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C-bgp] ipv4-family vpnv4 

[PE-C-bgp-af-vpn] peer 10 enable 

[PE-C-bgp-af-vpn] peer 10.1.1.1 group 10 

[PE-C-bgp-af-vpn] peer 30 enable 

[PE-C-bgp-af-vpn] peer 30.1.1.1 group 30 

[PE-C-bgp-af-vpn] quit 

(3) 配置 PE-B 

# 在 PE-B 上创建 VPN2 的 VPN-instance3，能够收发 VPN-target 为 222:2 的 VPN
路由信息。 

[PE-B]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B-vpn-3] route-distinguisher 100:3 

[PE-B-vpn-3] vpn-target 222:2 both 

[PE-B-vpn-3] quit 

# PE-B 与 CE-B 间建立 MP-EBGP 邻居，并将学到的 CE-B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地址族。 

[PE-B] bgp 100 

[PE-B-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B-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B-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B-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 external 

[PE-B-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7.1.1 group 172 as-number 65013 

[PE-B-bgp-af-vpn-instance] quit 

[PE-B-bgp] quit 

# 将与 CE-B 相连的 VLAN301 的接口与 VPN-instance3 绑定。 

[PE-B] vlan 301 

[PE-B-vlan301]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PE-B-vlan301] quit 

[PE-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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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B-vlan-interface3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B-vlan-interface301] ip address 172.17.0.1 255.255.0.0 

[PE-B-vlan-interface301]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B] interface loopback 0 

[PE-B-LoopBack0] ip address 30.1.1.1 255.255.255.255 

[PE-B-LoopBack0] quit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PE-B] mpls lsr-id 30.1.1.1 

[PE-B] mpls 

[PE-B-mpls] quit 

[PE-B] mpls ldp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B] bgp 100 

[PE-B-bgp] group 20 

[PE-B-bgp] peer 20.1.1.1 group 20  

[PE-B-bgp] peer 20.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B-bgp] ipv4-family vpnv4 

[PE-B-bgp-af-vpn] peer 20 enable 

[PE-B-bgp-af-vpn] peer 20.1.1.1 group 20 

[PE-B-bgp-af-vpn] quit 

1.4.3  Hub&Spoke 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Hub&Spoke 组网方式也称为中心服务器拓扑组网。中心 Site 称为 Hub-Site，它知

道同一 VPN 所有其它 Site 的路由；不处于中心的 Site 称为 Spoke-Site，它们的流

量通过 Hub-Site 到达目的地。Hub-Site 是 Spoke-Site 的中枢节点。 

某银行的网络包括各分公司网络与公司总部的网络，要求各分公司之间不能直接交

换数据，必须通过总部进行通信，以进行统一控制。采用 Hub&Spoke 拓扑，CE2
和 CE3 为 Spoke 站点，CE1 为银行数据中心 Hub 站点，CE2 与 CE3 间的通信由

CE1 控制。 

PE1 分别与 PE2、PE3 建立 IBGP 邻居关系，但 PE2 与 PE3 不建立 IBGP 邻居关

系，不交换 VPN 路由信息； 

在 PE1 上创建两个 VPN-instance，引入 VPN-target 属性为 100:11、100:12 的 VPN
路由，对发布的 VPN 路由设置 VPN-target 属性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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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E2 上创建一个 VPN-instance，引入 VPN-target 属性为 100:2 的 VPN 路由，对

发布的 VPN 路由设置 VPN-target 属性 100:11； 

在 PE3 上创建一个 VPN-instance，引入 VPN-target 属性为 100:2 的 VPN 路由，对

发布的 VPN 路由设置 VPN-target 属性 100:12。 

经过以上配置，PE2 和 PE3 将只能通过 PE1 学到对方的路由。 

  说明： 

此配置举例的配置重点有四个： 
 通过对不同 PE 上 VPN-target 属性的设置，控制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路由发布。 
 允许一次路由环路，使 PE 能够接收 CE 发送的含本 AS 号的路由更新。 
 HUB&SPOKE 组网中 PE1 上用于发布路由的 VPN-instance（VPN-instance3）
的 VPN-target 不能跟 PE1 上用于引入路由的 VPN-instance（VPN-instance2）
的任何一个 VPN-target 相同。 

 HUB&SPOKE 组 网 中 PE1 上 用 于 发 布 路 由 的 VPN-instance 的

route-distinguisher rd2（100:3）不能跟各个 PE2、PE3 上相应 VPN-instance
的 route-distinguisher rd1（100:1）、rd4（100:4）中的任一个相同，而 rd1、rd4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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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Hub&Spoke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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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说明： 

本配置步骤部分省略了PE路由器之间的MPLS基本能力配置、及CE路由器的配置。

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参考1.4.1  。 

 

(1) 配置 PE1 

# 在 PE1 上配置两个 VPN-instance，对从 PE2 和 PE3 接收的路由加上指定的

VPN-target 属性。 

[PE1]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1-vpn-vpn-instance2] route-distinguisher 100:2 

[PE1-vpn-vpn-instance2] vpn-target 100:11 import-extcommunity 

[PE1-vpn-vpn-instance2] vpn-target 100:12 import-extcommunity 

[PE1-vpn-instance2] quit 

[PE1]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1-vpn-vpn-instance3] route-distinguisher 100:3 

[PE1-vpn-vpn-instance3] vpn-target 100:2 export-extcommunity 

[PE1-vpn-vpn-instance3] quit 

# PE1 与 CE1 间建立 EBGP 邻居，将学到的 CE1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

地址族，并允许一次路由环路。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6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6.1.1 group 17216 as-number 65002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7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7.1.1 group 17217 as-number 65002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7.1.1 allow-as-loop 1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quit 

# 将 PE1 与 CE1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不同的 VPN-instance。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 2/1/1 所在的 VLAN 的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2，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 2/1/2 所在的 VLAN 的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3。 

[PE1] vlan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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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20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1-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16.0.1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201] quit 

[PE1] vlan 202 

[PE1-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1-vlan202]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1-vlan-interface20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 

[PE1-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72.17.0.1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202]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1 255.255.255.255 

[PE1-LoopBack0] qui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1] bgp 100 

[PE1-bgp] group 22 

[PE1-bgp] peer 22.1.1.1 group 22  

[PE1-bgp] peer 22.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1-bgp] group 33 

[PE1-bgp] peer 33.1.1.1 group 33  

[PE1-bgp] peer 33.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22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2.1.1.1 group 22 

[PE1-bgp-af-vpn] peer 33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33.1.1.1 group 33 

[PE1-bgp-af-vpn] quit 

(2) 配置 PE2  

# 在 PE2 上创建 VPN-instance，允许引入 VPN-target 属性为 100:2 的 VPN 路由，

发布的 VPN 路由的 VPN-target 属性为 100:11。 

[PE2]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 

[PE2-vpn-vpn-instance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2-vpn-vpn-instance1] vpn-target 100:11 export-extcommunity 

[PE2-vpn-vpn-instance1] vpn-target 100:2 import-extcommunity 

[PE2-vpn-vpn-instance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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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2 与 CE2 间建立 EBGP 邻居，将学到的 CE2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

地址族。 

[PE2] bgp 100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5.1.1 group 172 as-number 65003 

[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PE2-bgp] quit 

# 将 PE2 与 CE2 相连的端口所在的 VLAN 的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 

[PE2] vlan 201 

[PE2-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2-vlan201]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2-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cne vpn-instance1 

[PE2-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15.0.1 255.255.0.0 

[PE2-vlan-interface201]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2] interface loopback 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1.1.1 255.255.255.255 

[PE2-LoopBack0] quit 

# 在 PE2 与 PE1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

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2] bgp 100 

[PE2-bgp] group 11 

[PE2-bgp] peer 11.1.1.1 group 11  

[PE2-bgp] peer 11.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11 enable 

[PE2-bgp-af-vpn] peer 11.1.1.1 group 11 

[PE2-bgp-af-vpn] peer 11.1.1.1 allow-as-loop 1 

[PE2-bgp-af-vpn] quit 

[PE2-bgp] quit 

(3) 配置 PE3  

# 在 PE3 上创建 VPN-instance，允许引入 VPN-target 属性为 100:2 的 VPN 路由，

发布的 VPN 路由的 VPN-target 属性为 100:12。 

[PE3]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3-vpn-vpn-instance2] route-distinguisher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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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3-vpn-vpn-instance2] vpn-target 100:12 export-extcommunity 

[PE3-vpn-vpn-instance2] vpn-target 100:2 import-extcommunity 

[PE3-vpn-vpn-instance2] quit 

# PE3 与 CE3 间建立 EBGP 邻居，将学到的 CE3 内部 VPN 路由引入 VPN 实例子

地址族。 

[PE3] bgp 100 

[PE3-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3-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 external 

[PE3-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8.1.1 group 172 as-number 65001 

[PE3-bgp-af-vpn-instance] quit 

[PE3-bgp] quit 

# 将 PE3 与 CE3 相连的端口所在的 VLAN 的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 

[PE3] vlan 201 

[PE3-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3-vlan201] quit 

[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3-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 

[PE3-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18.0.1 255.255.0.0 

[PE3-vlan-interface201]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3] interface loopback 0 

[PE3-LoopBack0] ip address 33.1.1.1 255.255.255.255 

[PE3-LoopBack0] quit 

# 在 PE3 与 PE1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

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3] bgp 100 

[PE3-bgp] group 11 

[PE3-bgp] peer 11.1.1.1 group 11  

[PE3-bgp] peer 11.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3-bgp] ipv4-family vpnv4 

[PE3-bgp-af-vpn] peer 11 enable 

[PE3-bgp-af-vpn] peer 11.1.1.1 group 11 

[PE3-bgp-af-vpn] peer 11.1.1.1 allow-as-loop 1 

[PE3-bgp-af-vpn] quit 

[PE3-bgp]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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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CE 双归属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对网络健壮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可以采用 CE 双归属方式组网。 

在图 1-11中，CE1 和CE2 分别与PE1 和PE2 设备相连，实现双归属；三个PE设备

也两两相连，组成备份链路。CE3 和CE4 不使用双归属，只与一个PE设备相连。 

CE1 与 CE3 属于同一个 VPN；CE2 与 CE4 属于同一个 VPN。不同的 VPN 之间不

能互通。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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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CE 双归属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本配置步骤省略了CE路由器的配置，CE的配置可参考1.4.1  。 

 

(1) 配置 PE1 

# 在 PE1 上为 CE1 和 CE2 分别创建 VPN-instance1.1 和 VPN-instance1.2，并配

置不同的 VPN-target 属性。 

[PE1]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1 

[PE1-vpn-vpn-instance1.1] route-distinguisher 1.1.1.1:1 

[PE1-vpn-vpn-instance1.1] vpn-target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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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vpn-vpn-instance1.1] quit 

[PE1]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2 

[PE1-vpn-vpn-instance1.2] route-distinguisher 2.2.2.2:2 

[PE1-vpn-vpn-instance1.2] vpn-target 2.2.2.2:2 

[PE1-vpn-vpn-instance1.2] quit 

# PE1 在实例 VPN-instance1.1 下与 CE1 建立 EBGP 邻居，将 CE1 内部 VPN 路由

引入 VPN-instance1.1。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1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1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1.11.2 group 17211 as-number 65001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quit 

# PE1 在实例 VPN-instance1.2 下与 CE2 建立 EBGP 邻居，将 CE2 内部 VPN 路由

引入 VPN-instance1.2。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2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21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21.21.2 group 17221 as-number 65002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quit 

# 将 PE1 与 CE1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1.1；将 PE1 与 CE2 相连

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1.2 

[PE1] vlan 211 

[PE1-vlan21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21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PE1-vlan-interface21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1 

[PE1-vlan-interface211] ip address 172.11.1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11] quit 

[PE1] vlan 212 

[PE1-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1-vlan212]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PE1-vlan-interface21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1.2 

[PE1-vlan-interface212] ip address 172.21.2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1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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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PE1-LoopBack0] quit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并在 PE1 与 PE2、PE3 相连的 VLAN 接口上使能 LDP。 

[PE1] mpls lsr-id 1.1.1.1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PE1] vlan 213 

[PE1-vlan21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PE1-vlan213]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13 

[PE1-vlan-interface213] mpls 

[PE1-vlan-interface213]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13]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PE1-vlan-interface213]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13] quit 

[PE1] vlan 214 

[PE1-vlan214] port gigabitethernet 2/1/4  

[PE1-vlan214]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4 

[PE1-vlan-interface214] mpls 

[PE1-vlan-interface214]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14] mpls ldp transport-ip interface 

[PE1-vlan-interface214] ip address 30.1.1.2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14] quit 

# 在 PE1 与 P2、PE3 相连的接口及环回接口上启用 OSPF，实现 PE 内部的互通。 

[PE1] Router-id 1.1.1.1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1 0.0.0.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30.1.1.2 0.0.0.255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255 

[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qui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P-I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MP-IBGP 对等体。 

[PE1] bgp 100 

[PE1-bgp]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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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bgp] peer 2.2.2.2 group 2  

[PE1-bgp] peer 2.2.2.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1-bgp] group 3  

[PE1-bgp] peer 3.3.3.3 group 3  

[PE1-bgp] peer 3.3.3.3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2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2.2.2 group 2 

[PE1-bgp-af-vpn] peer 3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3.3.3.3 group 3 

[PE1-bgp-af-vpn] quit 

(2) 配置 PE2  

  说明： 

PE2 与 PE1 的配置基本相同，以下仅对 VPN-instance 的配置进行说明，其它配置

不再赘述。 

 

# 在 PE2 上为 CE1 和 CE2 分别创建 VPN-instance2.1 和 VPN-instance2.2，并配

置不同的 VPN-target 属性。 

[PE2]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1 

[PE2-vpn-vpn-instance2.1] route-distinguisher 1.1.1.1:1 

[PE2-vpn-vpn-instance2.1] vpn-target 1.1.1.1:1 

[PE2-vpn-vpn-instance2.1] quit 

[PE2]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2 

[PE2-vpn-vpn-instance2.2] route-distinguisher 2.2.2.2:2 

[PE2-vpn-vpn-instance2.2] vpn-target 2.2.2.2:2 

[PE2-vpn-vpn-instance2.2] quit 

# PE2 在实例 VPN-instance2.1 下与 CE1 建立 EBGP 邻居，将 CE1 内部 VPN 路由

引入 VPN-instance2.1。 

[PE2] bgp 100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1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2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2.12.2 group 17212 as-number 65001 

[PE2-bgp-af-vpn] quit 

# PE2 在实例 VPN-instance2.2 下与 CE2 建立 EBGP 邻居，将 CE2 内部 VPN 路由

引入 VPN-instance2.2。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2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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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22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22.22.2 group 17222 as-number 65002 

[PE2-bgp-af-vpn] quit 

[PE2-bgp] quit 

# 将 PE2 与 CE1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2.1；将 PE2 与 CE2 相连

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2.2 

[PE2] vlan 212 

[PE2-vlan21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2-vlan212]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2 

[PE2-vlan-interface21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1 

[PE2-vlan-interface212] ip address 172.12.12.1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12] quit 

[PE2] vlan 211 

[PE2-vlan21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2-vlan211]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PE2-vlan-interface21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2.2 

[PE2-vlan-interface211] ip address 172.22.22.1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11] quit 

(3) 配置 PE3  

  说明： 

以下仅对 PE3 的 VPN-instance 配置进行说明，其它配置与 PE1 和 PE2 类似，不再

赘述。 

 

# 在 PE3 上为 CE3 和 CE4 分别创建 VPN-instance3.1 和 3.2，并配置不同的

VPN-target 属性。 

[PE3]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1 

[PE3-vpn-vpn-instance3.1] route-distinguisher 1.1.1.1:1 

[PE3-vpn-vpn-instance3.1] vpn-target 1.1.1.1:1 

[PE3-vpn-vpn-instance3.1] quit 

[PE3]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2 

[PE3-vpn-vpn-instance3.2] route-distinguisher 2.2.2.2:2 

[PE3-vpn-vpn-instance3.2] vpn-target 2.2.2.2:2 

[PE3-vpn-vpn-instance3.2] quit 

# PE3 在实例 VPN-instance3.1 下与 CE2 建立 EBGP 邻居 2，将 CE3 内部 VPN 路

由引入 VPN-instance3.1。 

[PE3] bg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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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3-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1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3-bgp-af-vpn-instance] group 192 external 

[PE3-bgp-af-vpn-instance] peer 192.168.13.2 group 192 as-number 65003 

[PE3-bgp-af-vpn-instance] quit 

[PE3-bgp] quit 

# PE3 在实例 VPN-instance3.2 下与 CE4 建立 EBGP 邻居，将 CE4 内部 VPN 路由

引入 VPN-instance3.2。 

[PE3-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2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3-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PE3-bgp-af-vpn-instance] group 232 external 

[PE3-bgp-af-vpn-instance] peer 192.168.23.2 group 232 as-number 65004 

[PE3-bgp-af-vpn-instance] quit 

[PE3-bgp] quit 

# 将 PE3 与 CE3 相连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3.1；将 PE3 与 CE4 相连

的 VLAN 接口绑定到 VPN-instance3.2。 

[PE3] vlan 311 

[PE3-vlan311] port gigabitethernet 3/1/1 

[PE3-vlan311] quit 

[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11 

[PE3-vlan-interface31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1 

[PE3-vlan-interface311] ip address 192.168.13.1 255.255.255.0 

[PE3-vlan-interface311] quit 

[PE3] vlan 314 

[PE3-vlan314] port gigabitethernet 3/1/4 

[PE3-vlan314] quit 

[PE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14 

[PE3-vlan-interface314]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instance3.2 

[PE3-vlan-interface314] ip address 192.168.23.1 255.255.255.0 

[PE3-vlan-interface314] quit 

1.4.5  跨域的 BGP/MPLS VPN 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 VPN 用户在城市 A 和城市 B 都有站点。由于地域方面的原因，城市 A 的站点接

入城市 A 的服务提供商的 MPLS/VPN 网络，自治域号为 AS100；而城市 B 的站点

接入城市 B 的服务提供商 MPLS/VPN 网络，自治域号为 AS200。用户的 VPN 网络

跨两个 AS 网络。CE1、CE2 属于一个 VPNa，CE3、CE4 属于一个 VP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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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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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ASBR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1  

# 使能 MPLS 及 LDP。 

[PE1] mpls lsr-id 1.1.1.1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 配置连接 CE 的 VLAN 接口。 

[PE1] vlan 201 

[P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201] quit 

[PE1] vlan 202 

[PE1-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1-vlan202]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 配置 VPN 实例。 

[PE1] ip vpn-instance vpna 

[PE1-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1-vpn-vpna] vpn-target 100:1 both 

[PE1] ip vpn-instance vpnb 

[PE1-vpn-vpnb] route-distinguisher 100:2 

[PE1-vpn-vpnb] vpn-target 100:2 both 

# 配置 PE1 与 P1 相连的 VLAN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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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vlan 205 

[PE1-vlan205] port gigabitethernet 2/2/1 

[PE1-vlan205]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5 

[PE1-vlan-interface205] mpls 

[PE1-vlan-interface205]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05]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 配置 VLAN 接口与 VPN-instance 的绑定。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1-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72.11.1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0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1-vlan-interface20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b 

[PE1-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72.21.2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02] quit 

# 配置 PE-CE 之间运行 EBGP。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1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1.11.2 group 172-11 as-number 65011 

[PE1-bgp- af-vpn] quit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b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21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21.21.2 group 172-21 as-number 65021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 配置 PE-ASBR 之间运行 MP-IBGP。 

[PE1-bgp] group 3 internal 

[PE1-bgp] peer 3.3.3.3 group 3  

[PE1-bgp] peer 3.3.3.3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3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3.3.3.3 group 3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quit 

(2) 配置 PE2  

# MPLS 配置。 

[PE2] mpls lsr-id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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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 mpls 

[PE2-mpls] quit 

[PE2] mpls ldp 

# 配置连接 CE 的 VLAN 接口。 

[PE2] vlan 203 

[PE2-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2-vlan203] quit 

[PE2] vlan 204 

[PE2-vlan204]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2-vlan204]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PE2] interface loopback 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255.255.255.255 

# 配置 VPN 实例。 

[PE2] ip vpn-instance vpna 

[PE2-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200:1 

[PE2-vpn-vpna] vpn-target 100:1 both 

[PE2] ip vpn-instance vpnb 

[PE2-vpn-vpnb] route-distinguisher 200:2 

[PE2-vpn-vpnb] vpn-target 100:2 both 

# 配置 PE2 与 P2 相连的 VLAN 接口。 

[PE1] vlan 205 

[PE1-vlan205] port gigabitethernet 2/2/1 

[PE1-vlan205]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5 

[PE1-vlan-interface205] mpls 

[PE1-vlan-interface205]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05] ip address 20.1.1.2 255.255.255.0 

# 配置 VLAN 接口与 VPN-instance 的绑定。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PE2-vlan-interface203]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2-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172.12.12.1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3]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4 

[PE2-vlan-interface204]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b 

[PE2-vlan-interface204] ip address 172.22.22.1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4] quit 

# 在 PE-CE 之间配置运行 EBGP。 

[PE2] bg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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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12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12.12.2 group 172-12 as-number 65012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b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72-22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72.22.22.2 group 172-22 as-number 65022 

[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PE2] quit 

# 在 PE-ASBR 之间配置运行 MP-IBGP。  

[PE2-bgp] group 4  

[PE2-bgp] peer 4.4.4.4 group 4  

[PE2-bgp] peer 4.4.4.4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4 enable 

[PE2-bgp-af-vpn] peer 4.4.4.4 group 4 

(3) 配置 P1（P2 配置与此相似） 

# MPLS 基本功能配置 

[P1] mpls lsr-id 3.3.3.3 

[P1] mpls 

[P1-mpls] quit 

[P1] mpls ldp 

# 配置 Loopback 0 接口。 

[P1] interface loopback 0 

[P1-LoopBack0] ip address 3.3.3.3 255.255.255.255 

# 配置与 PE1 相连的 VLAN 接口。 

[P1] vlan 205 

[P1-vlan205]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1-vlan205] quit 

[P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5 

[P1-vlan-interface205] mpls 

[P1-vlan-interface205] mpls ldp enable 

[P1-vlan-interface205]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P1-vlan-interface205] quit 

# 配置与 P2 相连的 VLAN 接口。 

[P1] vlan 206 

[P1-vlan206]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1-vlan206]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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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6 

[P1-vlan-interface206] mpls 

[P1-vlan-interface206] ip address 98.98.98.1 255.255.255.0 

[P1-vlan-interface206] quit 

# 配置 IBGP 邻居和 EBGP 的邻居。 

[P1] bgp 100 

[P1-bgp] group 1 internal 

[P1-bgp] peer 1.1.1.1 group 1  

[P1-bgp] peer 1.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1-bgp] group 4 external 

[P1-bgp] peer 98.98.98.2 group 4 as-number 200 

[P1-bgp] ipv4-family vpnv4  

[P1-bgp-af-vpn] peer 1 enable 

[P1-bgp-af-vpn] peer 1.1.1.1 group 1 

[P1-bgp-af-vpn] peer 1 next-hop-local 

[P1-bgp-af-vpn] peer 4 enable 

[P1-bgp-af-vpn] peer 98.98.98.2 group 4 

[P1-bgp-af-vpn] undo policy vpn-target 

1.4.6  跨域 BGP/MPLS VPN 组网配置举例-OptionC 

1. 组网需求 

CE1 和 CE2 属于同一个 VPN。CE1 通过 AS100 的 PE1 接入，CE2 通过 AS200 的

PE2 接入。 

采用 OptionC 方式实现跨域的 BGP/MPLS VPN，即，采用 PE 间通过 Multi-hop 
MP-EBGP 发布标签 VPN-IPv4 路由方式管理 VPN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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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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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Multihop EBGP 跨域 VP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IGP 协议 OSPF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在 PE 路由器上配置 VPN 实例 

配置 MP-BGP 

(1)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IGP 协议 OSPF，使它们能相互学习到路由。ASBR-PE

与本 AS 的 PE 之间建立 OSPF 邻居。 

# 配置 PE1。 

[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202.100.1.2 255.255.255.255 

[PE1-LoopBack0] quit 

[PE1] vlan 110 

[PE1-vlan1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72.1.1.2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0.0 0.0.255.255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100.1.2 0.0.0.0 

[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quit 

# 配置 ASBR-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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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R-PE1] interface loopback0 

[ASBR-PE1-LoopBack 0] ip address 202.100.1.1 255.255.255.255 

[ASBR-PE1-LoopBack 0] quit 

[ASBR-PE1] vlan 110 

[ASBR-PE1-vlan110] interface vlan 110 

[ASBR-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72.1.1.1 255.255.0.0 

[ASBR-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ASBR-PE2] vlan 210 

[ASBR-PE1-vlan210] interface vlan 210 

[ASBR-PE1-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192.1.1.1 255.255.255.0 

[ASBR-PE1-Vlan-interface210] quit 

[ASBR-PE1] ospf 

[ASBR-PE1-ospf-1] area 0 

[ASBR-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72.1.0.0 0.0.255.255 

[ASBR-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100.1.1 0.0.0.0 

[ASBR-PE1-ospf-1-area-0.0.0.0] quit 

[ASBR-PE1-ospf-1] quit 

# 配置 PE2。 

[PE2] interface loopback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02.200.1.2 255.255.255.255 

[PE2-LoopBack0] quit 

[PE2]vlan 310 

[PE2-vlan310] interface vlan 310 

[PE2-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162.1.1.2 255.255.0.0 

[PE2- Vlan-interface310] quit 

[PE2] ospf 

[PE2-ospf-1] area 0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62.1.0.0 0.0.255.255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200.1.2 0.0.0.0 

[PE2-ospf-1-area-0.0.0.0] quit 

[PE2-ospf-1] quit 

# 配置 ASBR-PE2。 

[ASBR-PE2] interface loopback0 

[ASBR-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02.200.1.1 255.255.255.255 

[ASBR-PE2-LoopBack0] quit 

[ASBR-PE2] interface vlan 310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162.1.1.1 255.255.0.0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quit 

[ASBR-PE2] vlan 210 

[ASBR-PE2-vlan210] interface vlan 210 

[ASBR-PE2-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192.1.1.2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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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R-PE2-Vlan-interface210] quit 

[ASBR-PE2] ospf 

[ASBR-PE2-ospf-1] area 0 

[ASBR-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62.1.0.0 0.0.255.255 

[ASBR-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02.200.1.1 0.0.0.0 

[ASBR-PE2-ospf-1-area-0.0.0.0] quit 

[ASBR-PE2-ospf-1] quit 

(2)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MPLS 基本能力，使网络能够转发 VPN 流量。 

  说明： 

ASBR-PE 之间需要配置接口的 MPLS 能力。 

 

# 配置 PE1 的 MPLS 基本能力，并在与 ASBR-PE1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LDP。 

[PE1] mpls lsr-id 172.1.1.2 

[PE1-mpls] lsp-trigger all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PE1-mpls-ldp] quit 

[PE1] interface vlan 110 

[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 配置 ASBR-PE1 的 MPLS 基本能力，并在与 PE1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LDP，在与

ASBR-PE2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MPLS。 

[ASBR-PE1] mpls lsr-id 172.1.1.1 

[ASBR-PE1-mpls] lsp-trigger all 

[ASBR-PE1-mpls] quit 

[ASBR-PE1] mpls ldp 

[ASBR-PE1-mpls-ldp] quit 

[ASBR-PE1] interface vlan 110 

[ASBR-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ASBR-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enable 

[ASBR-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ASBR-PE1] interface vlan 210 

[ASBR-PE1-Vlan-interface210] mpls 

[ASBR-PE1-Vlan-interface210] quit 

# 配置 ASBR-PE2 的 MPLS 基本能力，并在与 PE2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LDP，在与

ASBR-PE1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MPLS。 

[ASBR-PE2] mpls lsr-id 162.1.1.1 

[ASBR-PE2-mpls] lsp-trigg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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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R-PE2-mpls] quit 

[ASBR-PE2] mpls ldp 

[ASBR-PE2-mpls-ldp] quit 

[ASBR-PE2] interface vlan 310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mpls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mpls ldp enable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quit 

[ASBR-PE2] interface vlan 210 

[ASBR-PE2-Vlan-interface210] mpls 

[ASBR-PE2-Vlan-interface310] quit 

# 配置 PE2 的 MPLS 基本能力，并在与 ASBR-PE2 相连的接口上使能 LDP。 

[PE2] mpls lsr-id 162.1.1.2 

[PE2-mpls] lsp-trigger all 

[PE2-mpls] quit 

[PE2] mpls ldp 

[PE2-mpls-ldp] quit 

[PE2] interface vlan 310 

[PE2-Vlan-interface310] mpls 

[PE2-Vlan-interface310] mpls ldp enable 

[PE2-Vlan-interface310] quit 

(3) 在 PE 路由器上配置 VPN 实例，并绑定到连接 CE 的接口上。 

# 配置 CE1。 

[CE1] vlan 410 

[CE1-vlan410] interface vlan 410 

[CE1-Vlan-interface410] ip address 168.1.1.2 255.255.0.0 

[CE1-Vlan-interface410] quit 

# 在 PE1 上配置 VPN 实例，并将此实例绑定到连接 CE1 的接口。 

[PE1] ip vpn-instance vpna 

[PE1-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2 

[PE1-vpn-vpna] vpn-target 100:1 both 

[PE1-vpn-vpna] quit 

[PE1]vlan 410 

[PE1] interface vlan 410 

[PE1-Vlan-interface4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1-Vlan-interface410] ip address 168.1.1.1 255.255.0.0 

[PE1-Vlan-interface410] quit 

# 配置 CE2。 

[CE2] vlan 510 

[CE2-vlan510] interface vlan 510 

[CE2-Vlan-interface510] ip address 168.2.2.2 25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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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2-Vlan-interface510] quit 

# 在 PE2 上配置 VPN 实例，并将此实例绑定到连接 CE2 的接口。 

[PE2] ip vpn-instance vpna 

[PE2-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200:2 

[PE2-vpn-instance] vpn-target 100:1 both 

[PE2-vpn-instance] quit 

[PE2] vlan 510 

[PE2] interface vlan 510 

[PE2-Vlan-interface5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2-Vlan-interface510] ip address 168.2.2.1 255.255.0.0 

[PE2-Vlan-interface510] quit 

(4) 配置MP-BGP，在PE之间建立 IBGP对等体关系，在PE与CE之间建立EBGP

对等体关系。 

  说明： 

 在以下路由器之间配置能够交换带标签的 IPv4 路由：PE1 与 ASBR-PE1、PE2
与 ASBR-PE2、ASBR-PE1 与 ASBR-PE2； 

 ASBR-PE 向本 AS 内的 PE 发布路由时，将下一跳改为自己； 
 在 ASBR-PE 上配置路由策略：对于从本 AS 内的 PE 接收的路由，在向对端 AS
的 ASBR 发布时，分配 MPLS 标签；对于向本 AS 内的 PE 发布的路由，如果是

带标签的 IPv4 路由，为其分配新的 MPLS 标签。 

 

# 配置 CE1。 

[CE1] bgp 65001 

[CE1-bgp] group 20 external 

[CE1-bgp] peer 168.1.1.1 group 20 as-number 100 

[CE1-bgp] quit 

# 配置 PE1：与 CE1 建立 EBGP 对等体，与 ASBR-PE1 建立 IBGP 对等体，与 PE2
建立 Multihop MP-EBGP 对等体。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10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68.1.1.2 group 10 as-number 65001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group 20 

[PE1-bgp] peer 20 label-route-capability 

[PE1-bgp] peer 202.100.1.1 group 20 

[PE1-bgp] peer 202.100.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1-bgp] group 30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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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bgp] peer 30 ebgp-max-hop 

[PE1-bgp] peer 202.200.1.2 group 30 as-number 200 

[PE1-bgp] peer 202.200.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30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02.200.1.2 group 30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quit 

# 配置 ASBR-PE1：配置路由策略。 

[ASBR-PE1] acl number 2001 

[ASBR-PE1-acl-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202.100.1.2 0 

[ASBR-PE1-acl-basic-2001] rule deny source any 

[ASBR-PE1-acl-basic-2001] quit 

[ASBR-PE1] route-policy rtp-ebgp permit node 1 

[ASBR-PE1-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1 

[ASBR-PE1-route-policy] apply mpls-label 

[ASBR-PE1-route-policy] quit 

[ASBR-PE1] route-policy rtp-ibgp permit node 10 

[ASBR-PE1-route-policy] if-match mpls-label 

[ASBR-PE1-route-policy] apply mpls-label 

[ASBR-PE1-route-policy] quit 

# 配置 ASBR-PE1：与 ASBR-PE2 建立 EBGP 对等体，与 PE1 建立 IBGP 对等体。 

[ASBR-PE1] bgp 100 

[ASBR-PE1-bgp] import-route ospf 

[ASBR-PE1-bgp] group 10 external 

[ASBR-PE1-bgp] peer 10 label-route-capability 

[ASBR-PE1-bgp] peer 10 route-policy rtp-ebgp export 

[ASBR-PE1-bgp] peer 192.1.1.2 group 10 as-number 200 

[ASBR-PE1-bgp] group 20 

[ASBR-PE1-bgp] peer 20 label-route-capability 

[ASBR-PE1-bgp] peer 20 next-hop-local 

[ASBR-PE1-bgp] peer 20 route-policy rtp-ibgp export 

[ASBR-PE1-bgp] peer 202.100.1.2 group 20 

[ASBR-PE1-bgp] peer 202.100.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ASBR-PE1-bgp] quit 

# 配置 CE2。 

[CE2] bgp 65002 

[CE2-bgp] group 10 external 

[CE2-bgp] peer 168.2.2.1 group 10 as-number 200 

[CE2-bgp]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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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PE2：与 CE2 建立 EBGP 对等体，与 ASBR-PE2 建立 IBGP 对等体，与 PE1
建立 Multihop MP-EBGP 对等体。 

[PE2] bgp 200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10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68.2.2.2 group 10 as-number 65002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PE2-bgp] group 20 

[PE2-bgp] peer 20 label-route-capability 

[PE2-bgp] peer 202.200.1.1 group 20 

[PE2-bgp] peer 202.200.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2-bgp] group 30 external 

[PE2-bgp] peer 30 ebgp-max-hop 

[PE2-bgp] peer 202.100.1.2 group 30 as-number 100 

[PE2-bgp] peer 202.100.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30 enable 

[PE2-bgp-af-vpn] peer 202.100.1.2 group 30 

[PE2-bgp-af-vpn] quit 

[PE2-bgp] quit 

# 配置 ASBR-PE2：配置路由策略。 

[ASBR-PE2] acl number 2001 

[ASBR-PE2-acl-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202.200.1.2 0 

[ASBR-PE2-acl-basic-2001] rule deny source any 

[ASBR-PE2-acl-basic-2001] quit 

[ASBR-PE2] route-policy rtp-ebgp permit node 1 

[ASBR-PE2-route-policy] if-match acl 2001 

[ASBR-PE2-route-policy] apply mpls-label 

[ASBR-PE2-route-policy] quit 

[ASBR-PE2] route-policy rtp-ibgp permit node 10 

[ASBR-PE2-route-policy] if-match mpls-label 

[ASBR-PE2-route-policy] apply mpls-label 

[ASBR-PE2-route-policy] quit 

# 配置 ASBR-PE2：与 ASBR-PE1 建立 EBGP 对等体，与 PE2 建立 IBGP 对等体。 

[ASBR-PE2] bgp 200  

[ASBR-PE2-bgp] import-route ospf 

[ASBR-PE2-bgp] group 10 external 

[ASBR-PE2-bgp] peer 10 label-route-capability 

[ASBR-PE2-bgp] peer 10 route-policy rtp-ebgp export 

[ASBR-PE2-bgp] peer 192.1.1.1 group 10 as-number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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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R-PE2-bgp] group 20 

[ASBR-PE2-bgp] peer 20 label-route-capability 

[ASBR-PE2-bgp] peer 20 next-hop-local 

[ASBR-PE2-bgp] peer 20 route-policy rtp-ibgp export 

[ASBR-PE2-bgp] peer 202.200.1.2 group 20 

[ASBR-PE2-bgp] peer 202.200.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1.4.7  分层式 BGP/MPLS VPN 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于层次化比较明显的 VPN 网络，比如一个包括省骨干和地市的 MPLS VPN 网络，

在网络拓扑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将省网和地市网组到一个 MPLS VPN 网络中，将

对整个网络中的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如果我们将这个 MPLS VPN 网络分成上下

两个 MPLS VPN 网络，比如省网和地市网络，就可以解决对设备性能要求较高的问

题。 

SPE 作为省网的一个 PE 设备，它的下面要接一个地市的 MPLS VPN 网络，UPE
作为下层地市网络的一个 PE 设备，它要 终接入 VPN 客户，一般为低端路由器。 

2. 组网图 

上层 VPN 网络

下层 VPN 网络
UPE

VLAN201
10.0.0.1/8

VLAN301

10.0.0.2/8

MPLS 骨干网PE PE

SPE

上层 网络

下层 网络

CE
CE

CE

VPN1 Site1
VPN2 
Site1

VPN1 
Site1

UPE

Loopback0:1.0.0.2

Loopback0:1.0.0.1

下层 VPN 网络

CE

VPN2 Site1

下层

 
图1-14 分层式 BGP/MPLS VP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本配置举例仅给出体现分层式 BGP/MPLS VPN 中 PE 的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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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E 上的配置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SPE] mpls lsr-id 1.0.0.2 

[SPE] mpls 

[SPE-mpls] quit 

[SPE] mpls ldp 

# VPN-INSTANCE 配置 

[SPE] ip vpn-instance vpn1 

[SPE-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SPE-vpn-vpn1] vpn-target 100:1 both 

# 接口配置（对 PE 路由器，配置 Loopbace 0 接口地址时，必须使用 32 位掩码的

主机地址）。 

[SPE] vlan 201 

[SPE-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SPE-vlan201] quit 

[S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SPE-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0.0.0.1 255.0.0.0 

[SPE-vlan-interface201] mpls 

[SPE-vlan-interface201] mpls ldp enable 

[SPE-vlan-interface201] quit 

[SPE] interface loopback0 

[SPE-LoopBack 0] ip address 1.0.0.2 255.255.255.255 

[SPE-LoopBack 0] quit 

# BGP 配置。 

[SPE] bgp 100 

[SPE] import direct 

[SPE-bgp] group 1 internal 

[SPE-bgp] peer 1.0.0.1 group 1 

[SPE-bgp] peer 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SPE-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SPE--bgp-af-vpn-instance] import direct 

[SPE--bgp-af-vpn-instance] quit 

[SPE-bgp] ipv4-family vpnv4 

[SPE-bgp-af-vpn] peer 1 enable 

[SPE-bgp-af-vpn] peer 1.0.0.1 group 1 

[SPE-bgp-af-vpn] peer 1.0.0.1 upe 

[SPE-bgp-af-vpn] peer 1.0.0.1 default-route-advertise vpn-instance vpn1 

[SPE-bgp-af-vpn] quit 

[SPE-bgp]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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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OSPF。 

[SPE] ospf 

[SPE-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SPE-ospf-1] area 0 

[SP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2 0.0.0.0 

[SP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0.0 0.255.255.255  

(2) UPE 上的配置 

#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UPE] mpls lsr-id 1.0.0.1 

[UPE] mpls 

[UPE-mpls] quit 

[UPE] mpls ldp 

# VPN-instance 配置。 

[UPE] ip vpn-instance vpn1 

[UPE-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UPE-vpn-vpn1] vpn-target 100:1 both 

# 接口配置。 

[UPE] vlan 301 

[UPE-vlan3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2/1 

[UPE-vlan301] quit 

[UP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1 

[UPE-vlan-interface301] mpls 

[UPE-vlan-interface301] mpls ldp enable 

[UPE-vlan-interface301] ip address 10.0.0.2 255.0.0.0 

[UPE-vlan-interface301] quit 

[UPE] interface loopback0 

[UPE-LoopBack 0] ip address 1.0.0.1 255.255.255.255 

# BGP 配置。 

[UPE] bgp 100  

[UPE-bgp] group 1 internal 

[UPE-bgp] peer 1.0.0.2 group 1  

[UPE-bgp] peer 1.0.0.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UPE-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UPE--bgp-af-vpn-instance] import direct 

[UPE-bgp] ipv4-family vpnv4 

[UPE-bgp-af-vpn] peer 1 enable 

[UPE-bgp-af-vpn] peer 1.0.0.2 group 1 

# 配置 OSPF。 

[UPE] 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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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ospf-1] import-route direct 

[UPE-ospf-1] area 0 

[UP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1 0.0.0.0  

[UPE-ospf-1-area-0.0.0.0] network 10.0.0.2 0.255.255.255 

[UPE-ospf-1-area-0.0.0.0] quit 

1.4.8  OSPF 多实例 Sham-link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15所示，一个公司通过H3C路由器的OSPF多实例功能连接到广域网，其中

OSPF绑定于VPN1。PE之间是MPLS VPN骨干网，PE和CE之间运行OSPF。在PE1
和PE2 之间配置一条Sham-link，使得CE1 和CE2 之间的流量不会通过CE1 和CE2
之间直接相连的链路（Backdoor link）。 

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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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OSPF 多实例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1 

# 使能 MPLS 及 LDP。 

[PE1] mpls lsr-id 50.1.1.1  

[PE1] mpls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 配置 VPN-instance。 

[PE1] ip vpn-instance vpn1 

[PE1-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2:1 

[PE1-vpn-vpn1] vpn-target 100:1 export-extcommunity 

[PE1-vpn-vpn1] vpn-target 100:1 import-extcommunity 

# 配置 VLAN 接口。 

[PE1] vlan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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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PE1-vlan203]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PE1-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168.1.12.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03] mpls  

[PE1-vlan-interface203]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03] quit 

[PE1] vlan 201 

[P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201]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1-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01] ospf cost 1 

[PE1-vlan-interface201] quit 

[PE1] vlan 202 

[PE1-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1-vlan202]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1-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68.1.13.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202] ospf cost 1  

[PE1-vlan-interface202] mpls  

[PE1-vlan-interface202]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202] quit 

[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E1-LoopBack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PE1-LoopBack0] quit 

[PE1] interface loopback1 

[PE1-LoopBack1] ip address 50.1.1.1 255.255.255.255 

# 配置 BGP Peer。 

[PE1] bgp 100  

[PE1-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PE1-bgp] group fc internal  

[PE1-bgp] peer 50.1.1.2 group fc  

[PE1-bgp] peer 50.1.1.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1  

[PE1-bgp] peer 50.1.1.3 group fc  

# 配置 BGP 引入 OSPF 路由及直连路由。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 100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as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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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nssa 100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undo synchronization 

# 在 MBGP 下建立 Peer 并激活。 

[PE1-bgp-af-vpn]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fc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fc advertise-community  

[PE1-bgp-af-vpn] peer 50.1.1.2 group fc  

# 绑定 OSPF 进程到 VPN-instance。 

[PE1] ospf 100 router-id 1.1.1.1 vpn-instance vpn1 

[PE1-ospf-100] import-route bgp 

[PE1-ospf-100] area 0.0.0.0 

[PE1-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 配置 Sham-link。 

[PE1-ospf-100-area-0.0.0.0] sham-link 1.1.1.1 2.2.2.2 

# 配置到 PE2、PE3 的动态路由。 

[PE1] ospf 1000 

[PE1-ospf-1000] area 0 

[H3C-ospf-1000-area-0.0.0.0] network 168.12.1.0 0.0.0.255 

[H3C-ospf-1000-area-0.0.0.0] network 50.1.1.1 0.0.0.0 

(2) 配置 PE2  

# 使能 MPLS 及 LDP。 

[PE2] mpls lsr-id 50.1.1.2  

[PE2] mpls 

[PE2-mpls] quit 

[PE2] mpls ldp  

# 配置 VPN-instance VPN1。 

[PE2] ip vpn-instance vpn1 

[PE2-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2:1  

[PE2-vpn-vpn1] vpn-target 100:1 export-extcommunity  

[PE2-vpn-vpn1] vpn-target 100:1 import-extcommunity  

# 配置 VLAN 接口。 

[PE2] vlan 203 

[PE2-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PE2-vlan203]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PE2-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168.1.12.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3] 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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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vlan-interface203] mpls ldp enable  

[PE2-vlan-interface203] quit 

[PE2] vlan 201 

[PE2-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2-vlan201]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PE2-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2-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20.1.1.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1] ospf cost 1  

[PE2-vlan-interface201] quit 

[PE2] vlan 202 

[PE2-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E2-vlan202] quit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PE2-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68.1.23.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2] ospf cost 1  

[PE2-vlan-interface202] mpls  

[PE2-vlan-interface202] mpls ldp enable  

[PE2] interface LoopBack0  

[PE2-LoopBack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255.255.255.255  

[PE2-LoopBack0] quit 

[PE2] interface LoopBack1  

[PE2-LoopBack1] ip address 50.1.1.2 255.255.255.255  

# 配置 BGP。 

[PE2] bgp 100  

[PE2-bgp] undo synchronization  

[PE2-bgp] group fc internal  

[PE2-bgp] peer 50.1.1.1 group fc  

[PE2-bgp] peer 50.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1  

[PE2-bgp] peer 50.1.1.3 group fc  

# 配置 VPN-instance 引入 OSPF 及直连路由。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nssa 100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ase 100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ospf 100  

[PE2-bgp-af-vpn-instance] undo synchronization  

# 配置 MBGP 使能 Peer。 

[PE2-bgp-af-vpn]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fc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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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bgp-af-vpn] peer fc advertise-community   

[PE2-bgp-af-vpn] peer 50.1.1.1 group fc  

# 配置 OSPF 引入 BGP 及直连路由。 

[PE2] ospf 100 router-id 2.2.2.2 vpn-instance vpn1  

[PE2-ospf-100] import-route bgp  

[PE2-ospf-100] import-route static  

[PE2-ospf-100] area 0.0.0.0  

[PE2-ospf-100-area-0.0.0.0] network 20.1.1.0 0.0.0.255  

# 配置 Sham-link。 

[PE2-ospf-100-area-0.0.0.0] sham-link 2.2.2.2 1.1.1.1  

# 配置到 PE1、PE3 的动态路由。 

[PE1] ospf 1000 

[PE1-ospf-1000]area 0 

[H3C-ospf-1000-area-0.0.0.0] network 168.12.1.0 0.0.0.255 

[H3C-ospf-1000-area-0.0.0.0] network 50.1.1.1 0.0.0.0 

(3) 配置 CE1 

# 配置接口。 

[CE1] vlan 202 

[CE1-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CE1-vlan202] quit 

[C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CE1-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2.1.1.1 255.255.255.0  

[CE1-vlan-interface202] ospf cost 100  

[CE1-vlan-interface202] quit 

[CE1] vlan 201 

[CE1-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CE1-vlan201] quit 

[C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CE1-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CE1-vlan-interface201] ospf cost 1  

# 配置 OSPF。 

[CE1] ospf 100 router-id 10.10.10.10  

[CE1-ospf-100] import-route direct  

[CE1-ospf-100] area 0.0.0.0  

[CE1-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CE1-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2.1.1.0 0.0.0.255 

(4) 配置 CE2 

# 配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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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2] vlan 202 

[CE2-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CE2-vlan202] quit 

[C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CE2-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2.1.1.2 255.255.255.0  

[CE2-vlan-interface202] ospf cost 100  

[CE2-vlan-interface202] quit 

[CE2] vlan 201 

[CE2-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CE2-vlan201] quit 

[C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CE2-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20.1.1.1 255.255.255.0  

[CE2-vlan-interface201] ospf cost 1  

# 配置 OSPF。 

[CE2] ospf 100 router-id 20.20.20.20  

[CE2-ospf-100] area 0.0.0.0  

[CE2-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2.1.1.0 0.0.0.255  

[CE2-ospf-100-area-0.0.0.0] network 20.1.1.0 0.0.0.255 

1.4.9  嵌套 BGP/MPLS VPN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一个 VPN 用户有多个节点接入运营商的 BGP/MPLS 骨干网，该 VPN 用户内部又划

分了 3 个自己的子 VPN，分别为 VPN1、VPN2、VPN3。 

这些子 VPN 的节点有的直接接入运营商 PE，有的则通过大 VPN 用户接入，即，采

用不对称的组网结构。 

本示例中主要介绍 VPN1 的配置，其它子 VPN 的配置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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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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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嵌套 VP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本配置步骤部分省略了 CE 路由器的配置。 

 

(1) 在运营商骨干网上配置 IGP 

# 配置 prov_pe1。 

<H3C> system-view 

[H3C] sysname prov_pe1 

[prov_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rov_pe1-LoopBack0] ip address 5.5.5.5 255.255.255.255 

[prov_pe1-LoopBack0] quit 

[prov_pe1] vlan 110 

[prov_pe1-vlan110] interface vlan 110 

[prov_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0.1.1.1 255.0.0.0 

[prov_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prov_pe1] ospf  

[prov_pe1-ospf] area 0 

[prov_pe1-ospf-area-0.0.0.0] network 5.5.5.5 0.0.0.0 

[prov_pe1-ospf-area-0.0.0.0] network 10.0.0.0 0.255.255.255 

# 配置 prov_pe2。 

<H3C> system-view 

[H3C] sysname prov_pe2 

[prov_pe2] interface LoopBac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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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_pe2-LoopBack0] ip address 4.4.4.4 255.255.255.255 

[prov_pe2-LoopBack0] quit 

[prov_pe1] vlan 110 

[prov_pe1-vlan1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rov_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0.1.1.2 255.0.0.0 

[prov_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prov_pe2] ospf 

[prov_pe2-ospf] area 0 

[prov_pe2-ospf-area-0.0.0.0] network 4.4.4.4 0.0.0.0 

[prov_pe2-ospf-area-0.0.0.0] network 10.0.0.0 0.255.255.255 

在运营商骨干网上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和 MPLS LDP 

# 配置 prov_pe1。 

[prov_pe1] mpls lsr-id 5.5.5.5 

[prov_pe1] mpls ldp 

[prov_pe1] interface vlan 110 

[prov_pe1- Vlan-interface110] mpls 

[prov_pe1- 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enable 

[prov_pe1- Vlan-interface110] quit 

# 配置 prov_pe2。 

[prov_pe2] mpls lsr-id 4.4.4.4 

[prov_pe2] mpls ldp 

[prov_pe2] interface vlan 110 

[prov_pe2- Vlan-interface110] mpls 

[prov_pe2- 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enable 

[prov_pe2- Vlan-interface110] quit 

在 Provider PE 之间配置 IBGP 

# 配置 prov_pe1。 

[prov_pe1] bgp 100 

[prov_pe1-bgp] group ibgp internal 

[prov_pe1-bgp] peer 4.4.4.4 group ibgp 

[prov_pe1-bgp] peer 4.4.4.4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rov_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rov_pe1-bgp-af-vpn] peer ibgp enable 

[prov_pe1-bgp-af-vpn] peer ibgp next-hop-local 

[prov_pe1-bgp-af-vpn] peer 4.4.4.4 group ibgp 

[prov_pe1-bgp-af-vpn] quit 

[prov_pe1-bgp] quit 

# 配置 prov_pe2。 

[prov_pe2] bg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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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_pe2-bgp] group ibgp internal 

[prov_pe2-bgp] peer 5.5.5.5 group ibgp 

[prov_pe2-bgp] peer 5.5.5.5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rov_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rov_pe2-bgp-af-vpn] peer ibgp enable 

[prov_pe2-bgp-af-vpn] peer ibgp next-hop-local 

[prov_pe2-bgp-af-vpn] peer 5.5.5.5 group ibgp 

[prov_pe2-bgp-af-vpn] quit 

[prov_pe2-bgp] quit 

(2) 在 Provider PE 上创建 VPN 实例，接入 Customer PE 和直接接入的用户 CE 

# 配置 prov_pe1。 

[prov_pe1] ip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1-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3:3 

[prov_pe1-vpn-instance] vpn-target 3:3 

[prov_pe1-vpn-instance] quit 

[prov_pe1] ip vpn-instance vpn1 

[prov_pe1-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1:1 

[prov_pe1-vpn-instance] vpn-target 1:1 

[prov_pe1-vpn-instance] vpn-target 3:3 export-extcommunity 

[prov_pe1-vpn-instance] quit 

[prov_pe1] vlan 310 

[prov_pe1] interface vlan 310 

[prov_pe1-Vlan-interface3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1-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1.1.1.2 255.0.0.0 

[prov_pe1- Vlan-interface310] mpls 

[prov_pe1- Vlan-interface310] quit 

[prov_pe1] interface vlan 210 

[prov_pe1-Vlan-interface2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rov_pe1- 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18.1.1.1 255.0.0.0 

[prov_pe1- Vlan-interface210] quit 

# 配置 prov_pe2。 

[prov_pe2] ip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2-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3:3 

[prov_pe2-vpn-instance] vpn-target 3:3 

[prov_pe2-vpn-instance] quit 

[prov_pe2] interface vlan 410 

[prov_pe2-Vlan-interface4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2- Vlan-interface410] ip address 2.1.1.2 255.0.0.0 

[prov_pe2- Vlan-interface410] mpls 

[prov_pe2- Vlan-interface410] quit 

# 配置 cust_pe1。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L3VPN 第 1 章  BGP/MPLS VPN 配置

 

1-73 

<H3C> system-view 

[H3C] sysname cust_pe1 

[cust_pe1] interface LoopBack0 

[cust_pe1-LoopBack0] ip address 6.6.6.6 255.255.255.255 

[cust_pe1-LoopBack0] quit 

[cust_pe1] mpls lsr-id 6.6.6.6 

[cust_pe1] interface vlan 310 

[cust_pe1-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1.1.1.1 255.0.0.0 

[cust_pe1- Vlan-interface310] mpls 

[cust_pe1- Vlan-interface310] quit 

# 配置 cust_pe2。 

<H3C> system-view 

[H3C] sysname cust_pe2 

[cust_pe2] interface LoopBack0 

[cust_pe2-LoopBack0] ip address 7.7.7.7 255.255.255.255 

[cust_pe2-LoopBack0] quit 

[cust_pe2] mpls lsr-id 7.7.7.7 

[cust_pe2] interface vlan 410 

[cust_pe2-Vlan-interface410] ip address 2.1.1.1 255.0.0.0 

[cust_pe2-Vlan-interface410] mpls 

[cust_pe2-Vlan-interface410] quit 

(3) 在 Provider PE 和 Customer PE 之间配置 EBGP 

# 配置 prov_pe1 接入 Customer PE。 

[prov_pe1] route-policy comm permit node 10 

[prov_pe1-route-policy-comm-10] if-match vpn-target 1:1 

[prov_pe1-route-policy-comm-10] quit 

[prov_pe1] bgp 100 

[prov_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ebgp external 

[prov_pe1-bgp-af-vpn-instance] undo peer ebgp enable 

[prov_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1.1.1 group ebgp as-number 600 

[prov_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rov_pe1-bgp-af-vpn] nesting-vpn 

[prov_pe1-bgp-af-vpn] peer ebgp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enable 

[prov_pe1-bgp-af-vpn] peer 1.1.1.1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group ebgp 

[prov_pe1-bgp-af-vpn] peer 1.1.1.1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route-policy 

comm import 

[prov_pe1-bgp-af-vpn] quit 

# 配置 prov_pe1 接入 CE5。 

[prov_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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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_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ebgp external 

[prov_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8.1.1.2 group ebgp as-number 50003 

# 配置 prov_pe2 接入 Customer PE。 

[prov_pe2] route-policy com2 permit node 10 

[prov_pe2-route-policy-com2-10] if-match vpn-target 1:1 

[prov_pe2-route-policy-com2-10] quit 

[prov_pe2] bgp 100 

[prov_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prov_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ebgp external 

[prov_pe2-bgp-af-vpn-instance] undo peer ebgp enable 

[prov_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2.1.1.1 group ebgp as-number 500 

[prov_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rov_pe2-bgp-af-vpn] nesting-vpn 

[prov_pe2-bgp-af-vpn] peer ebgp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enable 

[prov_pe2-bgp-af-vpn] peer 2.1.1.1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group ebgp 

[prov_pe2-bgp-af-vpn] peer 2.1.1.1 vpn-instance customer_vpn route-policy 

com2 import 

# 配置 cust_pe1。 

[cust_pe1] bgp 600 

[cust_pe1-bgp] group ebgp external 

[cust_pe1-bgp] undo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1-bgp] peer 1.1.1.2 group ebgp as-number 100 

[cust_pe1-bgp] ipv4-family vpnv4 

[cust_pe1-bgp-af-vpn]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1-bgp-af-vpn] peer 1.1.1.2 group ebgp 

# 配置 cust_pe2。 

[cust_pe2] bgp 500 

[cust_pe2-bgp] group ebgp external 

[cust_pe2-bgp] undo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2-bgp] peer 2.1.1.2 group ebgp as-number 100 

[cust_pe2-bgp] ipv4-family vpnv4 

[cust_pe2-bgp-af-vpn]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2-bgp-af-vpn] peer 2.1.1.2 group ebgp 

(4) 在 Customer PE 上配置接入自己的内部 VPN 

# 配置 cust_pe1。 

[cust_pe1] ip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1-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1:1 

[cust_pe1-vpn-instance] vpn-target 1:1 

[cust_pe1-vpn-instance] quit 

[cust_pe1] interface vlan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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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_pe1-Vlan-interface5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1- Vlan-interface510] ip address 15.1.1.2 255.0.0.0 

[cust_pe1-Vlan-interface510] quit 

[cust_pe1] bgp 600 

[cust_pe1-bgp] undo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cegroup external 

[cust_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5.1.1.1 group cegroup as-number 50001 

[cust_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cust_pe1-bgp] quit 

# 配置 cust_pe2。 

[cust_pe2] ip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2-vpn-instance] route-distinguisher 1:1 

[cust_pe2-vpn-instance] vpn-target 1:1 

[cust_pe2] interface vlan 610 

[cust_pe2-Vlan-interface6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2-Vlan-interface610] ip address 16.1.1.2 255.0.0.0 

[cust_pe2-Vlan-interface510] quit 

[cust_pe2] bgp 500 

[cust_pe2-bgp] undo peer ebgp enable 

[cust_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cust_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cegroup external 

[cust_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16.1.1.1 group cegroup as-number 50002 

[cust_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cust_pe2-bgp] quit 

1.4.10  OSPF 多实例 CE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一个 VPN 内部的 CE 路由器通过配置多个 VPN-instance 实现业务隔离。 

2. 组网图 

MPLS Network

VPN1

VPN2
Multi -VPN -Instance CEMulti -VPN -Instance CEMulti -VPN -Instance CE

PE

Multi -VPN -Instance CE

ospf 100
vpn1

ospf 300
vpn2

VLAN201
10.1.1.2/24

VLAN204
20.2.1.2/24

VLAN202
10.2.1.2/24

VLAN203
20.1.1.2/24

 
图1-17 OSPF 多实例 CE 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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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CE 路由器 

# 配置实例 VPN1。 

[CE] ip vpn-instance vpn1 

[CE-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CE-vpn-vpn1] vpn-target 100:1 export-extcommunity 

[CE-vpn-vpn1] vpn-target 100:1 import-extcommunity 

# 配置实例 VPN2。 

[CE] ip vpn-instance vpn2 

[CE-vpn-vpn2] route-distinguisher 200:1 

[CE-vpn-vpn2] vpn-target 200:1 export-extcommunity 

[CE-vpn-vpn2] vpn-target 200:1 import-extcommunity 

# 配置 VLAN201。 

[CE] vlan 201 

[CE-vlan201]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CE-vlan201] quit 

[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1 

[CE-vlan-interface201]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CE-vlan-interface201]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 配置 VLAN202。 

[CE] vlan 202 

[CE-vlan202]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CE-vlan202] quit 

[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2 

[CE-vlan-interface202]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CE-vlan-interface202] ip address 10.2.1.2 255.255.255.0  

[CE-vlan-interface202] ospf cost 100 

# 配置 VLAN203。 

[CE] vlan 203 

[CE-vlan203] port gigabitethernet 2/1/3 

[CE-vlan203] quit 

[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3 

[CE-vlan-interface203]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2 

[CE-vlan-interface203] ip address 20.1.1.2 255.255.255.0  

# 配置 VLAN204。 

[CE] vlan 204 

[CE-vlan204] port gigabitethernet 2/1/4 

[CE-vlan204]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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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4 

[CE-vlan-interface204]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2 

[CE-vlan-interface204] ip address 20.2.1.2 255.255.255.0 

# 配置 OSPF 100。 

[CE] ospf 100 vpn-instance vpn1 

[CE-ospf-100] vpn-instance-capability simple 

[CE-ospf-100] area 0.0.0.0 

[CE-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CE-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0.2.1.0 0.0.0.255 

# 配置 OSPF 300。 

[CE] ospf 300 vpn-instance vpn2 

[CE-ospf-300] vpn-instance-capability simple 

[CE-ospf-300] area 0.0.0.1 

[CE-ospf-300-area-0.0.0.1] network 20.1.1.0 0.0.0.255 

[CE-ospf-300-area-0.0.0.1] network 20.2.1.0 0.0.0.255 

1.4.11  多角色主机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CE1 和 CE3 属于 VPN1，CE2 属于 VPN2。 

 主机 PC2 通过 CE2 接入，其 IP 地址为 172.16.0.1。PC2 作为多角色主机，

既可以访问 VPN2，也可以访问 VP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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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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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AS65430

 
图1-18 多角色主机应用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MPLS 骨干网上配置 IGP 协议 OSPF。 

# 在 PE1 上配置 OSPF。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9 32 

[PE1-LoopBack0] quit 

[PE1] vlan 110 

[PE1-vlan1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92.168.1.1 24 

[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9 0.0.0.0 

[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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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E2 上配置 OSPF。 

[PE2] interface loopback 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9 32 

[PE2-LoopBack0] quit 

[PE2] vlan 110 

[PE2-vlan1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E1-Vlan-interface110] ip address 192.168.1.2 24 

[PE2-Vlan-interface110] quit 

[PE2] ospf 

[PE2-ospf-1] area 0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2.2.9 0.0.0.0 

[PE2-ospf-1-area-0.0.0.0] quit 

[PE2-ospf-1] quit 

(2) 配置 MPLS 基本能力，并创建 VPN 实例。 

# 在 PE1 上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PE1] mpls lsr-id 1.1.1.9 

[PE1-mpls] lsp-trigger all 

[PE1-mpls] quit 

[PE1] mpls ldp 

[PE1-mpls-ldp] quit 

[PE1] vlan 110 

[PE1-vlan110]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PE1-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110] quit 

# 在PE1上创建VPN1和VPN2的VPN实例，并将VLAN310接口地址绑定到VPN1，
将 VLAN210 接口地址绑定到 VPN2。 

[PE1] ip vpn-instance vpn1 

[PE1-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1-vpn-vpn1] vpn-target 100:1 both 

[PE1-vpn-vpn1] quit 

[PE1] ip vpn-instance vpn2 

[PE1-vpn-vpn2] route-distinguisher 100:2 

[PE1-vpn-vpn2] vpn-target 100:2 both 

[PE1-vpn-vpn2] quit 

[PE1] vlan 310 

[PE1-vlan3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10 

[PE1-Vlan-interface3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1-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20.2.1.2 24 

[PE1-Vlan-interface31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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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vlan 210 

[PE1-vlan2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0 

[PE1-Vlan-interface2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2 

[PE1-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20.1.1.2 24 

[PE1-Vlan-interface210] quit 

# 在 PE2 上配置 MPLS 基本能力。 

[PE2] mpls lsr-id 2.2.2.9 

[PE2-mpls] lsp-trigger all 

[PE2-mpls] quit 

[PE2] mpls ldp 

[PE2-mpls-ldp] quit 

[PE2] vlan 110 

[PE2-vlan1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0 

[PE2-Vlan-interface110] mpls 

[PE2-Vlan-interface110] mpls ldp 

[PE2-Vlan-interface110] quit 

# 在 PE2 上创建 VPN1 的 VPN 实例，并将 VLAN210 接口地址绑定到 VPN1。 

[PE2] ip vpn-instance vpn1 

[PE2-vpn-vpn1] route-distinguisher 300:1 

[PE2-vpn-vpn1] vpn-target 100:1 both 

[PE2-vpn-vpn1] quit 

[PE2] vlan 210 

[PE2-vlan2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0 

[PE2-Vlan-interface2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1 

[PE2-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20.3.1.2 24 

[PE2-Vlan-interface210] quit 

配置 BGP。 

# 配置 CE1。 

[CE1] vlan 310 

[CE1-vlan3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10 

[CE1-Vlan-interface310] ip address 20.2.1.1 24 

[CE1-Vlan-interface310] quit 

[CE1] bgp 65410 

[CE1-bgp] import-route direct 

[CE1-bgp] group 10 external 

[CE1-bgp] peer 20.2.1.2 group 10 as-number 100 

[CE1-bgp] quit 

# 配置 CE2。 

[CE2] vlan 210 

[CE2-vlan2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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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2-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20.1.1.1 24 

[CE2-Vlan-interface210] quit 

# 配置 CE3。 

[CE3] vlan 210 

[CE3-vlan2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0 

[CE3-Vlan-interface210] ip address 20.3.1.1 24 

[CE3-Vlan-interface210] quit 

[CE3] bgp 65430 

[CE3-bgp] import-route direct 

[CE3-bgp] group 10 external 

[CE3-bgp] peer 20.3.1.2 group 10 as-number 100 

[CE3-bgp] quit 

# 配置 PE1：与 PE2 在 BGP-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建立 IBGP 对等体关系，与

CE1 在 BGP 的 VPN1 实例视图下建立 EBGP 对等体关系。CE2 与 PE1 通过配置静

态路由实现互访，在 BGP 的 VPN2 实例视图下引入静态路由发布给远端 PE。 

[PE1] bgp 100 

[PE1-bgp] group 10 

[PE1-bgp] peer 2.2.2.9 group 10 

[PE1-bgp] peer 2.2.2.9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10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2.2.9 group 10 

[PE1-bgp-af-vpn] quit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20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20.2.1.1 group 20 as-number 65410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2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static 

# 配置 PE2：与 PE1 在 BGP-VPNv4 子地址族视图下建立 IBGP 对等体关系，与

CE3 在 BGP-VPN 实例视图下建立 EBGP 对等体关系。 

[PE2] bgp 100 

[PE2-bgp] group 10 

[PE2-bgp] peer 1.1.1.9 group 10 

[PE2-bgp] peer 1.1.1.9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 0 

[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10 enable 

[PE2-bgp-af-vpn] peer 1.1.1.9 grou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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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bgp-af-vpn] quit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1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group 20 external 

[PE2-bgp-af-vpn-instance] peer 20.3.1.1 group 20 as-number 65430 

[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PE2-bgp] quit 

配置多角色主机特性：如果 CE2 和 PE1 之间使用路由协议，配置 PE1 不向 CE2 发

布任何路由，防止形成路由环。如下示例给出的配置静态路由只是方法之一，可以

采用其它配置。在 PE1 和 CE2 之间无任何路由协议，在 PE1 上直接配置 PC2 的静

态路由。 

# 在 CE2 上配置一条指向 PE1 的缺省路由。 

[CE2] 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20.1.1.2 

# 在 PE1 上配置多角色主机路由。 

[PE1] ip route-static vpn-instance vpn1 172.16.0.0 16 vpn2 20.1.1.1 

# 用 RT 属性把图中 VPN1 的路由引入到 VPN2。 

[PE1] ip vpn-instance vpn2 

[PE1-vpn-vpn2] vpn-target 100:1 import-extcommunity 

1.4.12  FIB 多重表项分级下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该配置举例主要用于 MPLS 组网环境中既需要配置动态路由协议发布路由，也需要

配置静态 LSP 进行 MPLS 转发。 

在本举例中保证动态路由协议生成的 FIB 表项不会修改静态 LSP 下发的 FIB 表项，

MPLS 转发正常；删除静态 LSP 配置之后，动态路由下发 FIB 表项可以进行正常的

IP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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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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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4 10.1.1.2/24

1.1.1.1 2.2.2.2 VLAN20
20.1.1.1/24 20

MPLS

PE2
3.3.3.3VLAN20

.1.1.2/24

 
图1-19 MPLS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1 

# 使能 MPLS。 

[PE1] mpls lsr-id 1.1.1.1  

[PE1] mpls  

# 配置环回口。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_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 配置 VLAN 虚接口。 

[PE1] vlan 10 

[PE1-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E1-vlan10] quit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PE1-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10] ospf cost 1   

[PE1-Vlan-interface10] mpls  

[PE1-Vlan-interface10] quit 

# 在 PE1 与 P 相连的接口及环回接口上启用 OSPF，实现 MPLS 域内互通。 

[PE1] Router-id 1.1.1.1 

[PE1] ospf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1 0.0.0.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1 0.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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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ospf-1-area-0.0.0.0] quit 

[PE1-ospf-1] quit 

# 配置到 PE2 的静态 LSP。 

[PE1] mpls  

[PE1-mpls] static-lsp ingress lsp1 destination 3.3.3.3 32 nexthop 10.1.1.2 

out-label 50  

(2) 配置 PE2  

  说明： 

PE2 与 PE1 的配置基本相同，以下仅对静态 LSP 的配置进行说明，其它配置不再

赘述。 

 

# 配置到 PE1 的静态 LSP。 

[PE2] mpls  

[PE2-mpls] static-lsp ingress lsp2 destination 1.1.1.1 32 nexthop 20.1.1.1 

out-label 60  

(3) 配置 P  

# 使能 MPLS。 

[P] mpls lsr-id 2.2.2.2  

[P] mpls  

# 配置环回口。 

[PE1] interface LoopBack 0 

[PE_1-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255.255.255.255 

# 配置 VLAN 虚接口。 

[P] vlan 10 

[P-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vlan10]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P-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10] ospf cost 1   

[P-Vlan-interface10] mpls  

[P-Vlan-interface10] quit 

[P] vlan 20 

[P-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vlan20] quit 

[P]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P-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20.1.1.1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20] ospf cost 1   

[P-Vlan-interface20] 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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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lan-interface20] quit 

# 在 P 与 PE1、PE2 相连的接口及环回接口上启用 OSPF，实现 MPLS 域内互通。 

[P] Router-id 1.1.1.1 

[P] ospf 

[P-ospf-1] area 0 

[P-ospf-1-area-0.0.0.0] network 2.2.2.2 0.0.0.0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2 0.0.0.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20.1.1.1 0.0.0.255 

[P-ospf-1-area-0.0.0.0] quit 

[P-ospf-1] quit 

# 配置到 PE1、PE2 的静态 LSP。 

[P] mpls  

[P-mpls] static-lsp transit lsp1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in-label 

 50 nexthop 20.1.1.2 out-label 3 

[P-mpls] static-lsp transit lsp2 incoming-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in-label 

 60 nexthop 10.1.1.1 out-label 3 

4. 验证结果 

<PE_1> display fib 3.3.3.3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Flag TimeStamp   Interface           ACTIVE             

3.3.3.3/32         10.1.1.2      S    t[0]      Vlan-interface10    YES                   

[PE_1] display fib all                                                   

  Route Entry Count: 2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Flag TimeStamp   Interface          ACTIVE          

3.3.3.3/32         10.1.1.2      S    t[0]       Vlan-interface10   YES        

3.3.3.3/32         10.1.1.2      GHU  t[0]       Vlan-interface10   NO       

1.5  故障诊断与排错 

1. 故障现象一 

中央服务器拓扑（Hub&Spoke）组网方式下，本端（Spoke PE）不能学到对端（Spoke 
PE）的路由信息。 

故障排除： 

 检查 Spoke PE 和 Hub PE 的 BGP 邻居是否正确建立； 

 检查各个 VPN-instance 的路由属性导入导出关系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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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Hub PE 上查看两个 VPN-instance 之间的路由能否相互学习到，如果不能

则进行以下操作：如果在 Hub PE 和 Hub CE 之间运行 EBGP 协议，检查 PE

和 CE 之间是否配置了 peer peer-addrsss allow-as-loop 命令。 

2. 故障现象二 

本端 PE 能够学到对端 PE 的私网路由，但两个 PE 之间不能互通。 

故障排除： 

 查看 PE 上配置的环回接口是否是 32 位掩码； 

 查看私网路由的标签是否正确； 

 使用 display mpls ldp session 命令查看 LDP 会话是否已经建立； 

 使用 display mpls lsp 命令查看 LSP 隧道是否已经建立。 

3. 故障现象三 

Hub&Spoke 组网方式下，Spoke PE 无法学习到 Hub PE 的私网路由。 

故障排除： 

 使用 display mpls lsp 命令查看 LSP 隧道是否已经建立； 

 检查 BGP 邻居关系是否建立正确； 

 检查 VPN-instance 的路由引入引出关系是否正确； 

 检查 Spoke PE 和 Hub PE 之间是否配置了 allow-as-loop。 

4. 故障现象四 

指定对端环回接口作为 BGP 邻居，BGP 邻居不能建立成功。 

故障排除： 

 使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命令查看本地路由表是否已经学习到对端环回

接口路由信息； 

 使用 ping 命令看是否能 Ping 通对端环回接口地址； 

 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bgp 命令查看 BGP 的配置信息是否正

确，并确认是否使用了 peer peer-address connect-interface 命令，指定本

地环回接口作为和对端建邻居的接口；是否在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将邻居激

活； 

 在对端 PE 确认 BGP 配置信息是否正确，是否指定其本地环回接口作为建邻

居的接口，是否配置 VPN 能力。 

5. 故障现象五 

配置 ASBR 的时候，VPN 路由的内层标签没有在 ASBR 上进行标签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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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使用 display bgp vpnv4 all peer 命令查看 VPN 邻居是否正常建立； 

 查看 ASBR 是否配置 undo policy vpn-target 命令。若否，请配置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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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PLS OAM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PLS OAM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MPLS OAM简介

了解 MPLS OAM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MPLS OAM配置

显示配置后 MPLS OAM 的运行情况 MPLS OAM基本功能的显示和维护

了解 MPLS OAM 典型配置 MPLS OAM典型配置举例

检测和排除 MPLS OAM 的运行故障 MPLS OAM配置的故障排除

 

  说明： 

目前，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不支持 FFD 模式。 

 

1.1  MPLS OAM 简介 

OAM（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操作管理和维护），是监控和解

决网络问题的工具。运作和维护管理是降低网络维护成本的重要手段，MPLS OAM
机制用于 MPLS 层的运作和维护管理。 

1.1.1  MPLS OAM 背景介绍 

MPLS 支持多种不同的二层和三层协议，如 IP、ATM、Ethernet 等等。为了在 MPLS
的用户平面能够实现以下特性，MPLS 层需要提供一个完全不依赖于任何上层或下

层的 OAM 机制。 

 确定 LSP 的连通性。 

 在链路出现缺陷或故障时迅速进行保护倒换，以便能根据与客户签订的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服务等级约定）协议提供业务。 

使用这种 MPLS OAM 机制，可以有效地检测、确认并定位出源于 MPLS 层网络内

部的缺陷；报告缺陷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在出现故障的时候，能够提供保护倒换的

触发机制。 

关于 MPLS OAM 功能需求背景的进一步介绍可参考 ITU-T Recommendation 
Y.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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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PLS OAM 主要消息类型的格式 

MPLS OAM 主要的消息类型包括 CV（Connectivity Verification，连通性检测）、

FFD（Fast Failure Detection，快速缺陷检测）、FDI（Forward Defect Indication，
前向缺陷通告）、BDI（Backward Defect Indication，后向缺陷通告）4 种。各消息

类型的报文格式如下。 

1. OAM CV 报文 

OAM CV报文是通过LSP的入节点发送、出节点接收的方式来进行LSP连通性检测

的，其格式如图 1-1。 

Padding (all 00Hex)
(18 octets)

BIP16 (2 octets)

Function type (01Hex) Reserved (all 00Hex)

LSP Trail Termination Source Identifier
(20 octets)

0 7 31

 
图1-1 OAM CV 报文格式 

图 1-1中各字段含义如表 1-1所示。 

表1-1 OAM CV 报文字段含义 

字段 描述 

Function type 报文类型，0x01 代表 CV 报文 

Reserved 保留字段 

LSP Trail Termination Source Identifier

TTSI，网络中一条 LSP 唯一的标识。由 16 字节的

Ingress LSR ID与 4字节的 LSP ID组成。对于 IPv4，
Ingress LSR ID 的前 10 字节填充为 0x00，接着的 2
字节填充为 0xFF，最后 4 字节为 IPv4 地址 

Padding 填充字段 

BIP16 报文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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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AM FFD 报文 

OAM FFD报文同CV报文一样，也是通过LSP的入节点发送、出节点接收的方式进

行连通性检测的，其格式如图 1-2。 

同 CV 报文相比，FFD 报文中多了一个字节的频率信息。CV 报文采用固定 1s 的发

送周期，而 FFD 报文可支持 10ms、20ms、50ms、100ms、200ms、500ms 等多

种发送频率，在不同的产品中可以根据需求来改变支持的频率值。 

Padding (all 00Hex)
(17 octets)

BIP16 (2 octets)

Function type (07Hex) Reserved (all 00Hex)

LSP Trail Termination Source Identifier
(20 octets)

0 7 31

Frequency

 
图1-2 OAM FFD 报文格式 

图 1-2中各字段含义如表 1-2所示。 

表1-2 OAM FFD 报文字段含义 

字段 描述 

Function type 报文类型，0x07 代表 FFD 报文 

Reserved 保留字段 

LSP Trail Termination Source Identifier TTSI，请参见表 1-1

Frequency FFD 报文发送频率 

Padding 填充字段 

BIP16 报文校验和 

 

3. OAM FDI 报文 

OAM FDI报文用于LSP的上游节点将缺陷信息通告给LSP的出节点，也用于使能自

动协议时，LSP入节点通知出节点停止OAM检测，其格式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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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ing (all 00Hex)
(14 octets)

BIP16 (2 octets)

Function type (02Hex) Reserved (00Hex)

TTSI (optional, if not used set to all 00Hex)
(20 octets)

0 7 31

Defect location (4 octets)

Defect typ
15

e

 
图1-3 OAM FDI 报文格式 

图 1-3中各字段含义如表 1-3所示。 

表1-3 OAM FDI 报文字段含义 

字段 描述 

Function type 报文类型，0x02 代表 FDI 报文 

Reserved 保留字段 

Defect type LSP 缺陷类型 

TTSI LSP标识，请参见表 1-1；如果不使用TTSI，该字段各字节填充为 0x00 

Defect location 缺陷定位信息 

Padding 填充字段 

BIP16 报文校验和 

 

4. OAM BDI 报文 

OAM BDI报文用于LSP的出节点在发现LSP缺陷后，将缺陷信息通过反向通道告知

LSP的入节点，其格式如图 1-4。各字段含义与OAM FDI报文相同，如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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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ing (all 00Hex)
(14 octets)

BIP16 (2 octets)

Function type (03Hex) Reserved (00Hex)

TTSI (optional, if not used set to all 00Hex)
(20 octets)

0 7 31

Defect location (4 octets)

Defect typ
15

e

 
图1-4 OAM BDI 报文格式 

1.1.3  MPLS OAM 的主要功能 

1. MPLS OAM 基本检测功能 

MPLS OAM基本检测功能主要是连通性检测，交互过程如图 1-5，具体可以描述为： 

CV/FFD

BDI

Ingress
LSR

CV/FFD

Egress
LSR

BDI

CV/FFD

BDI

Ingress
LSR

CV/FFD

Egress
LSR

BDI

 
图1-5 MPLS OAM 连通性检测示意图 

(1) 入节点发送 CV/FFD 检测报文，报文通过被检测的 LSP 到达出节点； 

(2) 出节点把接收到的报文类型、频率、TTSI 等信息字段与本地记录的应该收到

的对应值相比较来判断报文的正误，并统计检测周期内收到的正确报文与错误

报文的数量，从而对 LSP 的连通性随时进行监控； 

(3) 当出节点检测到 LSP 缺陷后，分析出缺陷类型，通过反向通道将携带缺陷信

息的 BDI 报文发送给入节点，从而使入节点及时获知缺陷状态。如果正确配置

了保护组，则还会触发相应的保护倒换。 

在配置 OAM 基本检测功能时，需要为被检测 LSP 绑定一个反向通道。反向通道是

与被检测 LSP 具有相反的入节点和出节点的 LSP。承载 BDI 报文的反向通道，可能

是以下两种类型：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 OAM 第 1 章  MPLS OAM 配置

 

1-6 

 专用反向 LSP。每条前向 LSP 有自己的反向 LSP，这种方法相对稳定，但可

能造成资源浪费。 

 共享反向 LSP。多条前向 LSP 共用一条反向 LSP，所有 LSP 返回 BDI 报文均

通过这一条反向 LSP，这种方法减少了资源浪费，但当多条前向 LSP 同时出

现缺陷，这条反向 LSP 上可能会出现拥堵。同时，为了入节点能从同一条反

向 LSP 中收到的 BDI 中区分出哪条前向 LSP 发生了缺陷，应该为 BDI 报文配

置额外的确认信息。例如为 OAM 配置 TTSI，这样 BDI 报文中就可以携带被

检测 LSP 的 TTSI 信息，以方便验证该条 BDI 报文是否是所需要的。 

2. 保护倒换功能 

PS（Protection Switching，保护倒换）是为主 LSP 建立相应的保护 LSP（备用 LSP），
主 LSP 和备用 LSP 构成一对保护组，在主 LSP 发生缺陷时，数据流能迅速的倒换

到备用 LSP，从而大大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在实际操作中，也可以根据需要手工输入一些倒换的命令，执行从备到主，或者从

主到备的倒换。手工倒换与信令倒换有优先级关系，只有在手工输入命令比当前信

令优先级高的情况下，倒换动作才会生效。 

保护倒换有 1:1、1+1、共享保护和包级保护四种工作方式。 

 1：1 保护模式：在 LSP 的入节点和出节点之间提供主备两条 LSP。正常情况

下，数据在主 LSP 上传输；当入节点通过检测机制（如 OAM）发现主 LSP

发生缺陷，需要进行保护倒换时，将数据切换到备用 LSP 上继续传输。 

 1+1 保护模式：在 LSP 的入节点和出节点之间提供主备两条 LSP。正常情况

下，入节点向两条 LSP 发送相同的数据包，但是在出节点只接收主 LSP 上传

送的数据包；当出节点通过检测机制发现主 LSP 发生缺陷，停止从主 LSP 上

接收数据包，而从备用 LSP 上接收。 

 共享保护模式（Share mesh）：这种倒换主要是为了在网状拓扑结构的网络

中尽量节省带宽。简单的说就是将一条 LSP 作为多条 LSP 的备用 LSP，当其

中任何一条 LSP 出现故障时，都会将数据倒换到这条备用的 LSP 上。这种保

护切换的触发机制和倒换机制与 1:1 的机制类似。 

 包级保护模式（Packet 1+1）：这种倒换类似于 1＋1 倒换，区别在于入节点

在发送报文的时候要加上顺序标签，然后将带有顺序标签的报文通过主备两条

LSP 发送到出节点。对于具有相同顺序标签的报文，出节点选择先到达的接收

下来，而把后到达的报文丢弃。这种方法比较复杂，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在现阶段，支持的是 1:1 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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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参考信息 

如果要更详细了解 MPLS OAM 的原理，请参考以下文档。 

 ITU-T Recommendation Y.1710：Requirements for Operation & Maintenance 

functionality for MPLS networks 

 ITU-T Recommendation Y.1711：Operation & Maintenance mechanism for 

MPLS networks 

 ITU-T Recommendation Y.1720：Protection switching for MPLS networks 

1.2  MPLS OAM 配置 

1.2.1  MPLS OAM 配置任务简介 

表1-4 MPLS OAM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 MPLS OAM 基本检测功能 必选 1.2.2  

配置保护组 必选 1.3  

 

1.2.2  配置 MPLS OAM 基本检测功能 

1. 配置准备 

(1) 应用环境 

MPLS OAM 基本检测功能用于随时监控 MPLS 网络连通状况，有效地检测、确认

并定位出源于 MPLS 层网络内部的缺陷。若需要为 MPLS 提供网络连通性检测时，

可以为 LSP 配置 MPLS OAM 功能。 

(2) 前置任务 

在配置 MPLS OAM 的基本功能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配置 MPLS 基本功能，请参见“MPLS 配置” 

 配置静态 LSP，请参见“MPLS 配置” 

(3) 数据准备 

在配置入节点和出节点的 MPLS OAM 的基本功能之前，需准备以下数据： 

表1-5 数据准备 

序号 数据 

1 被检测的静态 L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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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 

2 
对入节点，被检测的静态 LSP 的 LSP ID 

对出节点，被检测的静态 LSP 的入节点 LSR ID 和 LSP ID 

3 反向通道 LSP 的静态 LSP 

4 MPLS OAM 参数（如检测类型、FFD 发送频率） 

 

如果入节点采用共享反向通道，则忽略 3 中的数据。 

2. 配置过程 

表1-6 配置 MPLS OAM 的基本检测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MPLS OAM mpls oam 必选 

配置入节点OAM参数 

mpls oam ingress lsp-name lsp-name 
lsp-id lsp-id [ type { cv | ffd [ frequency 
ffd-fre ] } ] [ backward-lsp share | lsp-name 
rev-lsp-name ] 

必选 

启动入节点 OAM 功能 mpls oam ingress enable { all | lsp-name 
lsp-name }  必选 

配置出节点的 MPLS OAM
参数 

mpls oam egress lsp-name lsp-name lsr-id 
lsr-id lsp-id lsp-id  [ type { cv | ffd [ frequency 
ffd-fre ] } ] [ backward-lsp rev-lsp-name 
[ private | share ] ] 

必选 

启动出节点 OAM 功能 mpls oam egress enable { all | lsp-name 
lsp-name }  必选 

 

  说明： 

 配置 MPLS OAM 基本功能操作同样可以用于修改 MPLS OAM 参数配置。 
 MPLS OAM 参数配置完毕后并不生效，需要使能后启动，启动顺序必须是入节

点先启动，否则出节点会产生告警。 

 

1.2.3  配置保护组 

配置准备 

(1) 应用环境 

对网络性能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预留保护通道，从而在主 LSP 发生缺陷时较快的恢

复数据流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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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置任务 

在配置保护组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使能 MPLS 

 创建主用静态 LSP 和备份静态 LSP 

(3) 数据准备 

在配置保护组之前，需准备以下数据： 

表1-7 数据准备 

序号 数据 

1 保护组 ID 

2 保护组中主 LSP 

3 保护组中备用 LSP 

4 保护组配置参数（如 Hold off 时间、回切模式、WTR 时间） 

 

  说明： 

 配置保护组操作同样可以用于修改保护组配置。 
 回切的意思为：当主 LSP 恢复正常的时候，流量由备 LSP 切回到主 LSP 上运行。 
 保护组主备 LSP 倒换时，FIB 上层转发表项不更新，但不影响业务在新的 LSP
隧道上正常转发，可以通过查询主备 LSP 和保护组查看到当前在用的 LSP 转发

信息（下一跳、出接口等）。 

 

1.3  MPLS OAM 基本功能的显示和维护 

表1-8 MPLS OAM 基本检测功能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在入节点查看 MPLS OAM 信息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 slot slot-id | verbose ]  

在出节点查看 MPLS OAM 信息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 slot slot-id | verbose ]  

在入节点查看接口板接收的 OAM
报文信息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receive-packet { all | bdi | 
error } slot slot-id 

在入节点查看接口板 OAM 的发送

报文信息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send-packet { all | ap-fdi | 
cv | error | ffd } slot slot-id 

在出节点查看接口板 OAM 的接收

报文信息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receive-packet { all | ap-fdi 
| cv | error | fdi | ffd } slot slo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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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在出节点查看接口板 OAM 的发送

报文信息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send-packet { all | bdi | 
error } slot slot-id 

清除入节点的 OAM 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mpls oam packet-statistics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清除出节点的 OAM 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mpls oam packet-statistics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清除接口板的 OAM 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mpls oam packet-statistics slot slot-id 

 

在配置成功时，执行上面的命令，应能得到如下的结果： 

 LSP 基本信息，包括 LSP name、LSP 状态、LSP ingress LSR ID 等。 

 OAM 基本信息，包括 LSP name、TTSI、报文类型、发送频率等。 

 OAM 检测信息，包括发送报文类型、发送周期、检测状态、缺陷状态等。链

路正常情况下，检测状态为 Start，缺陷状态为 No-Defect。 

 OAM 反向通道信息，包括共享类型、反向通道 LSP 的配置信息。 

 入节点发送/接收的 OAM 报文的统计信息。 

出节点发送/接收的 OAM 报文的统计信息。 

1.3.1  配置过程 

表1-9 配置保护组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此条主 LSP的

保护组 

 mpls protect-switch protect-id work-lsp lsp-name 
protect-lsp lsp-name [ holdoff holdoff-time ] [ mode 
revertive ] [ wtr wtr-time ] 
mpls protect-switch protect-id work-lsp lsp-name 
protect-lsp lsp-name [ holdoff holdoff-time ] mode 
non-revertive  

必选 

配置外部倒换动作 mpls protect-switch manual { protect-lsp | 
work-lsp } protect-id  可选 

查看保护组信息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 all | protect-id } 
[ verbose | brief ]  

display 命令可

以在任意视图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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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PLS OAM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1-6所示，Switch A和Switch C之间存在主备两条静态LSP及一条共享反向通道，

当主LSP出现连通性缺陷时，由出节点Switch C向入节点Switch A通告检测结果，

并将数据流切换到备份LSP。 

这里只需 Switch A 和 Switch C 支持 MPLS OAM，其余交换机 Switch B、Switch D
和 Switch E 不要求支持 MPLS OAM。 

(1) 配置 MPLS OAM 思路 

 入节点至出节点间至少存在两条静态 LSP 以构成保护组，同时存在一条出节

点至入节点的反向静态 LSP，用于出节点通告连通性缺陷。 

 配置保护组，指定保护组 ID，以及倒换延迟时间、回切模式、回切等待时间。 

 在入节点和出节点上全局使能 MPLS OAM。 

 在入节点上配置被检测 LSP 的 OAM 参数，并启动 OAM 功能。 

 在出节点上配置被检测 LSP 的 OAM 参数，并启动 OAM 功能。 

(2) 数据准备 

为完成此配置例，需准备如下的数据： 

 各交换机VLAN接口的IP地址、各静态LSP的名称，如图 1-6。 

 静态 LSP 借用各交换机的环回地址，主备 LSP 的目的地址为 3.3.3.3/32，反

向专用 LSP 的目的地址为 1.1.1.1/32。 

 保护组中，倒换延迟时间采用 10 即 1 秒，模式为可回切，回切等待时间为 20

即 10 分钟。 

 发送的检测报文类型为 CV，发送周期为默认的 1 秒。 

 反向通道采用共享方式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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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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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w itchC

 
图1-6 配置 OAM 及 PS 基本功能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 

按照图 1-6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掩码，包括各Loopback接口，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IGP 协议 

在所有交换机上配置 OSPF 协议，发布各自的主机路由，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完成后，各 Switch 之间应该在网络层互通。可通过在各交换机上执行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命令查看路由表项。 

(3) 配置 MPLS 及静态 LSP 

按照图 1-6在SwitchA上配置主用静态LSP LspAtCw和备份静态LSP LspAtCp，在

SwitchC上配置共享反向通道LspCtA。 

(4) 配置 SwitchA 的 MPLS OAM 

# 全局使能 MPLS OAM。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pls oam 

# 配置入节点 OAM 参数。 

[SwitchA] mpls oam ingress lsp-name LspAtCw lsp-id 100 

[SwitchA] mpls oam ingress lsp-name LspAtCp lsp-id 200 

# 配置保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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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mpls protect-switch 1 work-lsp lspAtCw protect-lsp lspAtCp holdoff 

10 mode revertive wtr 20 

此时用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all 命令查看，可以看到如下显示信息。 

[SwitchA]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all 

----------------------------------------------------------------------- 

                 Protection-Switching Information 

----------------------------------------------------------------------- 

PROTECT-ID   Dft-W        Dft-P       Ctrl-W       Ctrl-P      SwitchRst 

1            No-defect    No-defect   Up           Up          W                

# 启动入节点 OAM 功能。 

[SwitchA] mpls oam ingress enable all 

(5) 配置 SwitchC 的 MPLS OAM 

# 全局使能 MPLS OAM。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mpls oam 

# 配置出节点 OAM 参数。 

[SwitchC] mpls oam egress lsp-name lspAtCw lsr-id 1.1.1.1 lsp-id 100 

backward-lsp lspCtA share 

[SwitchC] mpls oam egress enable lsp-name lspAtCw 

[SwitchC] mpls oam egress lsp-name lspAtCp lsr-id 1.1.1.1 lsp-id 200 

backward-lsp lspCtA share 

[SwitchC] mpls oam egress enable lsp-name lspAtCp 

配置完成后，可以在入节点 SwitchA 和出节点 SwitchC 上查看看到当前 LSP、OAM
的相关信息，以及 OAM 检测报文的统计信息。 

下面以出节点 SwitchC 显示为例。 

# 查看 LSP 及 OAM 的配置信息。 

<SwitchC>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all verbose 

-------------------------------------------------------------------------- 

Verb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1st OAM at egress 

-------------------------------------------------------------------------- 

lsp basic information:                    oam basic information: 

-------------------------------------------------------------------------- 

Lsp-name            : lspAtCw             Oam-Index           : 1024 

Lsp signal status   : Up                  Oam select board    : 2 

Lsp incoming Label  : 3                   Enable-state        : -- 

Lsp ingress lsr-id  : 1.1.1.1             Auto-protocol       :Disable 

                                          Auto-overtime  (s)  : 0              

                                          Ttsi/lsr-id         :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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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si/lsp-id         : 100 

oam detect information:                   oam backward information: 

-------------------------------------------------------------------------- 

Type                : CV                  Share attribute     : Share 

Frequency           : 1 s                 Lsp-name            : lspCtA 

Detect-state        : Start               Lsp-state           : Up 

Defect-state        : No-defect            

-------------------------------------------------------------------------- 

Verb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2nd OAM at egress                                  

--------------------------------------------------------------------------                

lsp basic information:                    oam basic information:                 

-------------------------------------------------------------------------- 

Lsp-name            : lspAtCp             Oam-Index           : 1025             

Lsp signal status   : Up                  Oam select board    : 2                

Lsp incoming Label  : 3                   Enable-state        : --               

Lsp ingress lsr-id  : 1.1.1.1             Auto-protocol       : Disable           

                                          Auto-overtime (s)   : 0              

                                          Ttsi/lsr-id         : 1.1.1.1         

                                          Ttsi/lsp-id         : 200                       

oam detect information:                   oam backward information:              

-------------------------------------------------------------------------- 

Type                : CV                  Share attribute     : Share            

Frequency           : 1 s                 Lsp-name            : lspCtA          

Detect-state        : Start               Lsp-state           : Up             

Defect-state        : No-defect                                                           

-------------------------------------------------------------------------- 

Total Oam Num:                    2 

Total Start Oam Num:              2 

Total Defect Oam Num:             0 

# 查看出节点接收报文统计信息。 

<SwitchC>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receive-packet all slot 2 

-------------------------------------------------------------------------- 

CV Packet      FFD Packet     FDI Packet     AP-FDI Packet  Error Packet         

-------------------------------------------------------------------------- 

 467             0               0               0               0               

(6) 验证配置结果 

把 SwitchB 的 VLAN12 接口 shutdown，这时 SwitchA 上的主用 LSP  lspAtCw 检测

到缺陷。 

在 SwitchA 用命令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all 查看，可看到数据流已切换到

备用 LSP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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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all 

----------------------------------------------------------------------- 

                 Protection-Switching Information 

----------------------------------------------------------------------- 

PROTECT-ID     Dft-W        Dft-P       Ctrl-W       Ctrl-P      SwitchRst 

1              Defect       No-defect   Up           Up          P           

                                                           

1.5  MPLS OAM 配置的故障排除 

1.5.1  无法启动入节点 OAM 功能 

1. 故障现象 

在入节点输入命令 mpls oam ingress enable [ lsp-name lsp-name ]，出现“% 
Warning: Invalid LSP name.”。 

2. 故障排除 

根据上述显示信息可知是入节点 OAM 参数配置不正确。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在入节点使用命令mpls oam ingress lsp-name lsp-name lsp-id lsp-id [ type 

{ cv | ffd [ frequency ffd-fre ] } ] [ backward-lsp share | lsp-name 

rev-lsp-name ]，对需要进行 OAM 检测的 LSP，配置相关的 OAM 参数 

 使用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 lsp-name ] 命令，显示配置的 OAM

参数 

 使用 mpls oam ingress enable [ all | lsp-name lsp-name ] 命令启动 OAM

功能。故障被排除 

1.5.2  无法启动出节点 OAM 功能 

1. 故障现象 

在出节点输入命令 mpls oam egress enable [ lspname lsp-name ]，出现“% 
Warning: Invalid LSP name.”。 

2. 故障排除 

根据上述显示信息可知是出节点 OAM 参数配置不正确。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在出节点使用命令mpls oam egress lsp-name lsp-name lsr-id ingress-lsr-id  

lsp-id lsp-id }  type { cv | ffd [ frequency ffd-fre ] } ] [ backward-lsp 

rev-lsp-name  [  private | share ] ]，对需要进行 OAM 检测的 LSP，配置相关

的 OAM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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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命令，显示出配置

的 OAM 参数 

 使用 mpls oam egress enable [ all | lsp-name lsp-name ] 命令启动 OAM 功

能。故障被排除 

1.5.3  出节点出现检测异常 

1. 故障现象 

在确认网络连通性正常的情况下，在出节点输入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后，defect-sate 字段显示“dLocv”或“dUnknown”。 

2. 故障排除 

通常可能的原因是： 

 入节点尚未启动 OAM 功能 

 入节点和出节点对被检测 LSP 的 Ingress LSR ID 和 LSP ID 配置错误 

 入节点和出节点上的报文类型、发送频率等 OAM 参数不一致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排除： 

 使用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命令，

Enable-state 字段显示 Manual disable，则故障是由于入节点尚未启动 OAM

功能，使用 mpls oam ingress enable [ all | lsp-name lsp-name ] 启动入节

点 OAM 功能，故障被排除 

 如果入节点 OAM 已启动，使用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命令和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命令分别显示入节点和出节点的 OAM 配置，如入节点和

出节点显示的对被检测 LSP 的 Ingress LSR ID 和 LSP ID 不一致以及报文类

型、发送频率等参数不一致等，使用入节点或出节点 OAM 配置命令正确配置，

并重新启动 OAM，故障被排除 

1.5.4  入节点和出节点缺陷状态不一致 

1. 故障现象 

在出节点输入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defect-sate 字段显示“dLocv”，但在入节点输入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Defect-sate 字段显示“No-defect”。 

2. 故障排除 

通常可能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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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通道尚未配置或 Down，出节点无法将缺陷检测结果通知到入节点 

 入节点和出节点指定的反向通道不一致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排除： 

 使用 display mpls oam e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 命令，

如果 oam backward information 信息中 lsp-name 字段为空，则故障是由于未

配置反向通道，用 OAM 配置命令为被检测 LSP 配置一条反向通道，故障被排

除 

 节点配置了反向通道，但 oam backward information 信息中 lsp-state 字段为

DOWN，则通过修改 MPLS 配置，令反向通道 UP，或重新使用 OAM 配置命

令为被检测 LSP 配置一条已经 UP 的反向通道，故障被排除 

 出节点的反向通道处于 UP 状态，但入节点和出节点反向通道配置不一致，则

应正确配置反向通道，故障被排除 

1.5.5  入节点缺陷不能触发保护倒换 

1. 故障现象 

在已经配置了保护倒换的情况下，在入节点输入 display mpls oam ingress [ all | 
lsp-name lsp-name ] verbose，defect-state 字段显示“In defect”，但通过命令

行输入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 protect-id | all ] verbose，Switching Result
字段显示 Working LSP。 

2. 故障排除 

通常可能的原因有： 

 主 LSP 与进行 OAM 缺陷检测的 LSP 不一致 

 备用 LSP 也处于缺陷状态，数据流没有进行切换 

 切换等待时间 Holdoff 不为 0，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进行保护倒换 

 外部倒换命令将数据流锁定在主 LSP 上传输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排除： 

 使用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 all | protect-id ] verbose 命令，如果

Working LSP User Plane Status 字段为 No-defect，则故障是由于保护组中配

置的主 LSP 与进行 OAM 缺陷检测的 LSP 不一致，通过 OAM 入节点和出节点

配置命令对保护组中主 LSP 进行 OAM 配置，重新启动缺陷检测；或通过保护

组配置命令为进行 OAM 缺陷检测的 LSP 配置保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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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Working LSP User Plane Status 字段为 In defect，如果 Protect LSP User 

Plane Status 字段为 In defect，则故障是由于保护组中的备用 LSP 也处于缺

陷状态，通过保护组配置命令将另一条确定为无缺陷的 LSP 与主 LSP 配置为

保护组 

 如果不满足 1、2，查看 Holdoff 字段，如 Holdoff 不为 0，则倒换未被触发是

由于 Holdoff 尚未超时，不属于故障。当主 LSP 进入缺陷后，在 Holdoff 时长

后，如果备 LSP 一直处于无缺陷状态，数据流将被倒换到备 LSP 上传输。如

希望主 LSP 进入缺陷后立即触发倒换，可以通过保护组配置命令修改 Holdoff

为 0。 

1.5.6  主 LSP 恢复无缺陷，保护组无法回切 

1. 故障现象 

数据流在备用 LSP 上传送（输入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protect-id 命令，

Switch Rst 字段为 P）的情况下，主 LSP 恢复无缺陷（Dft-W 字段为 No-defect）状

态后，数据流仍在备用 LSP 上传送。 

2. 故障排除 

通常可能的原因有： 

 保护组为不可回切模式； 

 保护组回切模式中的等待时间较长； 

 外部倒换命令将数据流强制倒换在备 LSP 上传输，其优先级较高。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排除： 

 使用 display mpls protect-switch [ protect-id | all ] verbose 命令，如果

Revertive Mode 字段为 Non-revertive，则该保护组中为不可回切模式，不属

于故障。如希望主 LSP 恢复无缺陷时可以触发回切，可以通过保护组配置命

令 mpls protect-switch 将不可回切模式修改为可回切 

 如保护组为回切模式， WTR 字段不为 0，则无法回切是由于 WTR 尚未超时，

不属于故障。当主 LSP 恢复无缺陷后，在 WTR 时长内，如果主 LSP 一直处

于无缺陷状态，数据流将被切换回主 LSP。如希望主 LSP 恢复无缺陷则立即

触发回切，可以通过保护组配置命令 mpls protect-switch 修改 WTR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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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MPLS 混插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MPLS 混插的总体介绍 MPLS混插介绍

了解 MPLS 混插组网中的一系列限制 混插组网限制

了解 MPLS 混插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混插配置任务

了解 MPLS 各类单板组网中的一系列限制说明 MPLS各类单板组网限制说明

 

1.1  MPLS 混插介绍 

1.1.1  混插介绍 

对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而言，只有后缀为 C、CA、CB 的接口板和 VPLS 业务处

理板支持 MPLS 功能，其他单板不支持 MPLS 功能。如果用户需要启用 S9500 系

列交换机的 MPLS VPN 功能，需要配置支持 MPLS 的接口板或 VPLS 业务处理板。

混插特性用来在不支持 MPLS 功能的单板上实现 MPLS VPN 业务部署。S9500 系

列路由交换机支持多种模式的 MPLS VPN 功能，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 MPLS VPN
业务，满足不同用户在 MPLS VPN 业务性能、可靠性、端口利用率等方面的差异化

需求。 

  说明： 

 以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MPLS VPN 都是由支持 MPLS 的接口板来处理，同时

文中支持 MPLS 功能的接口板简称为 MPLS 板，不支持 MPLS 功能的接口板简

称为非 MPLS 板； 
 混插的目的是为了让非 MPLS 板借助 MPLS 板来实现 MPLS 功能，通过 VPLS
业务板处理 MPLS VPN 请参考本手册的“VPN”部分。 

 混插不支持 XP4B 等此类在端口组下配置 ACL 重定向的接口板作为混插的非

MPLS 板。 
 混插不支持 XP4B 等此类在端口组下配置 ACL 重定向的接口板作为混插的非

MPLS 板。 

 

1.1.2  混插实现机制 

混插的实现机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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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LS 板与非 MPLS 板共存于同一交换机设备； 

 非 MPLS 板的端口用于 MPLS VPN 业务私网侧的接入； 

 在非 MPLS 板端口上利用 QACL 实现端口重定向，将收到的报文重定向到指

定的 MPLS 板端口处理； 

 MPLS 板的端口自动设为环回端口、端口类型为 Trunk； 

 非 MPLS 板的接入端口和 MPLS 板的环回端口属于同一个 VLAN。 

MPLS板上的端口也可以用于MPLS VPN业务私网侧的接入，此时不需要配置混插，

MPLS 公网侧的连接必须使用 MPLS 板的端口。 

  说明： 

由于混插目的端口需要环回，目的端口被自动锁定，用户不能进入此端口视图，因

此用户不能再对混插目的端口进行其他配置。 

 

1.2  混插组网限制 

1.2.1  混插配置规则 

 私网侧的接入可以用非 MPLS 板，公网侧接入必须用 MPLS 板； 

 混插的目的端口，不能和普通端口一样参与其他功能的配置，即不能进入此端

口视图，同时混插目的端口不允许以普通方式从 VLAN 中删除，且混插目的端

口为内环口；  

 混插源端口的连接状态配置被保护，如端口类型不能由 Trunk 变为 Access，

Access 变为 Trunk 等，同时混插源端口不允许以普通方式从 VLAN 中删除； 

 混插业务端口的配置不允许改变，只有删除混插配置后才能重新对该业务端口

进行配置； 

 一个 VLAN 内允许多个非 MPLS 板端口重定向到 MPLS 板的一个端口上。

MPLS 板的目的端口被配置过重定向后即自动环回（成为环回端口），此后无

法对此端口进行其他配置，因此在配置重定向之前请保证目的端口不处于手工

Shutdown 状态。目的端口所在的重定向 VLAN 内只能有一个环回端口，但是

允许其他 MPLS 板端口加入； 

 可以在一个非 MPLS 板的 Trunk 端口上将多个 VLAN 的 MPLS VPN 重定向到

一个目的端口，以满足接入 CE 为二层交换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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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混插的 VLL 应用要求在私网侧使用只包含一个端口的 VLAN；在 VLL 混插

方式下只支持包含两个端口的 VLAN，一个是源端口（非 MPLS 板端口），另

一是目的端口（MPLS 板端口）； 

 混插的源端口（Trunk 端口）属于多个 VLAN 时，在配置完重定向之后必须在

VLAN 接口绑定 VPN； 

 MPLS VPN 重定向源端口所在 VLAN 接口配置了 VRRP，则插拔 MPLS 板会

导致重定向源端口所在 VLAN 接口上的 VRRP 组状态切换。 

1.2.2  混插的限制说明 

 不支持源端口聚合和目的端口的聚合；  

 不支持嵌套 VPN； 

 不支持 Super VLAN； 

 禁止改变重定向源端口属性； 

 禁止通过普通方式使重定向源端口或目的端口离开重定向 VLAN； 

 禁止在重定向源端口或目的端口上配置协议 VLAN； 

 禁止删除重定向 VLAN 或 VLAN 接口； 

 禁止在重定向 VLAN 内配置/添加 Loopback 端口；  

 STP 边缘端口禁止作为重定向目的端口； 

 禁止更改重定向目的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缺省的 VLAN ID； 

 对于一般端口，支持 4094 个 VLL VPN，对于百兆以太网口的单板的 Trunk 端

口，最多只能支持 1024 个 VLL VPN； 

 对于 VLL 的配置，公网/私网侧必须使用后缀为 CA 的单板； 

 不支持在 POS、RPR 端口上进行 MPLS VPN 混插的重定向配置，也不支持

POS 端口作为 MPLS VPN 重定向的目的端口； 

Trunk 类型的百兆以太网端口只能使用 1024 个 VLAN 进行 VPN 接入或者 MPLS 转

发，但用户可以指定百兆以太网 Trunk 端口 Trunk 的 VLAN 起始号。假设起始号为

VLAN ID，则通过某一百兆以太网端口的VLAN的范围是VLAN ID到VLAN ID+1023 

1.3  混插配置任务 

1.3.1  混插配置任务简介 

表1-1 混插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公网路由协议 必选 参考本手册“路由协议操作”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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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 MPLS 基本功能 必选 参考 “MPLS 配置” 

配置 MPLS VPN 必选 参考 “MPLS-L3VPN” 

配置流模板和 ACL 规则 必选 参考“1.3.5  

端口上应用流模板，并进行重定向配置 必选 参见“1.3.6  

 

1.3.2  配置路由协议 

交换机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路由配置，使之能够实现与其他 P 设备、PE 设备进行公

网路由信息的交换。目前可选择的路由协议有：静态路由、RIP、OSPF、BGP 等。

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IP 路由分册》相关模块。 

1.3.3  配置 MPLS 的基本能力 

配置 MPLS 的基本能力，在全局和公网接口上使能 MPLS 和 LDP，用于创建公网的

LSP 隧道。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本手册的“MPLS 配置”。 

1.3.4  配置 MPLS VPN 

配置 BGP/MPLS VPN（L3VPN）或 L2VPN，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MPLS/VPN 分

册》的相关模块的配置。 

1.3.5  配置流模板和 ACL 规则 

通过配置流模板和 ACL 配置来识别要重定向的报文。 

1. 对于 L2VPN 

表1-2 配置 L2VPN 的流模板和 ACL 规则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相应的访问控制

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link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配置访问控制列表的

子规则 
rule [ rule-id ] permit ingress 
vlan-id 

必选，L2VPN 可以使用默认流模

板，也可以使用自定义流模板。推

荐用户使用二层规则对特定

VLAN 内的报文进行匹配来作重

定向，以保证指定的 VLAN 报文

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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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 L3VPN 

表1-3 配置 L3VPN 的流模板和 ACL 规则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自定义的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id dmac wildcard sip 
wildcard vlanid  

必选，指定自定义流模板时必

需至少有 IP+DMAC 两项，用

户使用 IP+VLAN+DMAC 的

方式定义，保证各种报文具有

不同的处理方式 

进入相应的访问控制列表视

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配置 IP 访问控制列表， rule [ rule-id ] permit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必选，可以使用参数 permit 
any，也可以针对具体的 IP 地

址进行限制 

配置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rule [ rule-id ] permit 
ingress vlan-id egress 
dest-mac-addr 
dest-mac-wildcard 

必选，VLAN+DMAC 使用二

层规则进行配置，DMAC 是指

交换机的虚 MAC，可以通过

命令 display interface vlan 
vlanid 来获得 

 

用户使用 IP+VLAN+DMAC 的方式定义，可以保证各种报文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ARP 报文不匹配重定向中的 IP 规则，则在非 MPLS 板上处理； 

 二层流量不匹配重定向中的 DMAC，则在非 MPLS 板上二层转发； 

 三层报文（包括单播协议报文）匹配，则重定向到 MPLS 板处理 

配置流模板和 ACL 规则部分，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Qos/ACL 分册》中“ACL”部

分和后面的组网案例。 

1.3.6  端口模式下应用流模板和重定向 

表1-4 端口模式下应用流模板和重定向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端口模式下应用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必选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MPLS 混插 第 1 章  MPLS 混插配置

 

1-6 

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重定向命令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rule rul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 l2-vpn | l3-vpn } 
slot slotid  vlanid [Join-vlan ] } 

必选 

l3-vpn | l2-vpn 表示适用于

MPLS 的 L2VPN 或者

L3VPN。 

slot slotid vlanid 为VPLS报

文被重定向到业务板板槽位

号和需要加入的 VLAN ID 

 

报文重定向命令用来启动 ACL 识别流，并使报文重定向（仅对访问列表中动作为

permit 的规则有效）。其中重定向命令有两种： 

 将报文重定向到端口：用户可以将非 MPLS 板上的源端口收到的报文重定向到

MPLS 板上指定的目的端口。 

 将报文重定向到业务板：用户可以将非 MPLS 或者 MPLS 板上源端口收到的

报文重定向到 VPLS 板上。 

重定向业务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跟 VPLS 相关的重定向业务，必须指定关键字 join-vlan，配置重定向后系统

会自动将当前端口加入 destination-vlan；在取消重定向时，如果删除的是

VLAN 中最后一个使能了 join-vlan 的重定向，系统也会将当前端口退出

VLAN。 

 跟 MPLS 无关的重定向业务，包括 NAT、URPF、自反 ACL 和 BT 限流等，

不可以配置 join-vlan。此时配置的重定向命令既不把端口加入到 VLAN 中，

删除的时候也不把端口从 VLAN 中退出。 

  说明： 

 配置了混插重定向后源端口自动加入到相应的 VLAN，在删除混插重定向配置后

源端口会自动退出相应的 VLAN。 
 配置 VPLS 混插重定向命令时，用户需要显式地配置 join-vlan。 
 配置 VLL VPN 混插重定向命令时，不允许在源端口、目的端口上配置 QinQ 功

能。 

 

1.3.7  典型组网示例 

1. 组网需求 

 CE1、CE3 构成 VPNA，CE2、CE4 构成 VPNB。在 PE1 处共用一个后缀为

CA 的接口板端口，在 PE2 处共用一个 2 层交换机直接连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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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E1、PE2）使用的设备为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PE 需要支持

MPLS 功能。CE1、CE2 为一般的中低端路由器。CE3 和 CE4 为 2 层交换机，

直接连接用户。 

 两台 PE 的接口板配置一样，Slot 3 是百兆以太网口的非 MPLS 板，Slot 2 是

千兆以太网口的 MPLS 板。 

2. 组网图 

CE1 vlan10

vlan
PE1

Loopback0  1.1 .1 .1/32

VLAN  100
VLAN100

Loopback0  2 .2

VLAN 200

P

M PLS N etwork
VLAN 211

2.2 /32

vlan10

PE 2

CE3

CE4

VLAN 20

 
图1-1 BGP/MPLS VPN 混插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CE1 

# CE1 与 PE1 建立 EBGP 邻居，引入直连路由和静态路由，从而将 CE1 的 VPN 私

网用户路由引入到 BGP 路由中，进而发布给 PE1。 

<CE1>system-view   

[CE1] vlan 211 

[C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11 

[CE1-vlan-interface211] ip address 10.10.10.10 255.255.255.0 

[CE1-vlan-interface211] quit 

[CE1] bgp 65410 

[CE1-bgp] group vpna external 

[CE1-bgp] peer 10.10.10.1 group vpna as-number 100 

[CE1-bgp] import-route direct 

[CE1-bgp] import-route static 

  说明： 

CE2 配置与 CE1 路由器配置类似，配置过程省略。 

 

(2) 配置 PE1  

# 配置全局的 MPLS。 

[PE1] mpls lsr-id 1.1.1.1 

[PE1] 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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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mpls ldp 

# 配置公网接口，并在接口上使能 MPLS。 

[PE1] interface loopback0 

[PE1-LoopBack0] ip address 1.1.1.1 32 

[PE1-LoopBack0] quit 

[PE1] vlan 100 

[PE1-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2/1 

[PE1-vlan10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E1-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96.168.1.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100] mpls 

[PE1-vlan-interface100] mpls ldp enable 

[PE1-vlan-interface100] quit 

# 在 PE1 与 P 路由器相连的接口及环回接口上启用 OSPF。 

[PE1] ospf 1 route-id 1.1.1.1 

[PE1-ospf-1] area 0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68.1.0 0.0.0.255 

[PE1-ospf-1-area-0.0.0.0] network 1.1.1.1 0.0.0.0 

[PE1-ospf-1-area-0.0.0.0] quit 

# 配置 VPN-instance，VPNB 的配置与 VPNA 类似，这里只给出 VPNA 的配置。 

<PE1> system-view 

[PE1] ip vpn-instance vpna 

[PE1-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1-vpn-vpna] vpn-target 100:1 both 

[PE1-vpn-vpna] quit 

# 配置 ACL 和重定向，配置基本的 IP 控制列表，允许 CE 上的所有 IP 报文重定向。 

[PE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3 dmac 0000-0000-0000 sip 0.0.0.0 

vlan-id 

[PE1] acl number 2000 

[PE1-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any 

[PE1-acl-basic-2000] quit  

[PE1] acl number 4000 

[PE1-acl-link-4000]rule 0 permit ingress 10 egress 00e0-fc99-6738 

0000-0000-0000 

[PE1-acl-link-40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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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MPLS VPN 重定向源端口所在 VLAN 接口如果使能了 VRRP 协议，那么就必须再另

外配置 ACL 规则，对以 VRRP 虚 MAC 为目的地址的报文作重定向，这样以 VRRP
虚 MAC 为目的地址的 ICMP 报文可以正常处理。 

 

# 配置 VLAN 接口。 

[PE1] vlan 10 

[PE1-vlan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PE1-vlan-interface10] quit 

# 端口上进行重定向配置。 

[PE1] interface Ethernet 3/1/1 

[PE1-Ethernet3/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PE1-Ethernet3/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2000 rule 0 link-group 

4000 rule 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10 l3-vpn 

[PE1-Ethernet3/1/1] quit 

# 在 PE1 与 CE1 相连的 VLAN 接口下绑定 VPNA。 

[PE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PE1-vlan-interface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1-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0.10.1 255.255.255.0 

[PE1-vlan-interface10] quit  

# PE1 与 CE1 间建立 EBGP 邻居，并引入 VPN-instance 的接口路由。 

[PE1] bgp 100  

[PE1-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1-bgp-af-vpn-instance] group vpna external 

[PE1-bgp-af-vpn-instance] peer 10.10.10.10 group vpna as-number 65410 

[PE1-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1-bgp-af-vpn-instance] quit 

[PE1-bgp] qui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IBGP 对等体。 

[PE1] bgp 100 

[PE1-bgp] group 100 

[PE1-bgp] peer 2.2.2.2 group 100 

[PE1-bgp] peer 2.2.2.2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1-bgp] ipv4-family vpnv4  

[PE1-bgp-af-vpn] peer 100 enable 

[PE1-bgp-af-vpn] peer 2.2.2.2 grou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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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P 

# 配置全局的 MPLS。 

[P] mpls lsr-id 3.3.3.3 

[P] mpls 

[P] mpls ldp 

# 配置接口，并在接口上使能 MPLS。 

[P] interface loopback0 

[P-LoopBack0] ip address 3.3.3.3 32 

[P-LoopBack0] quit 

[P] vlan 100 

[P-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1 

[P-vlan10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96.168.1.2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100] mpls 

[P-vlan-interface100]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100] quit 

[P] vlan 200 

[P-vlan2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1/2 

[P-vlan20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P-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196.168.2.2 255.255.255.0 

[P-vlan-interface200] mpls 

[P-vlan-interface200] mpls ldp enable 

[P-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OSPF。 

[P] ospf 1 route-id 3.3.3.3 

[P-ospf-1] area 0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68.1.0 0.0.0.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68.2.0 0.0.0.255 

[P-ospf-1-area-0.0.0.0] network 3.3.3.3 0.0.0.0 

(4) 配置 PE2 

# 配置全局的 MPLS。 

[PE2] mpls lsr-id 2.2.2.2 

[PE2] mpls 

[PE2] mpls ldp 

# 配置公网接口，并在接口上使能 MPLS。 

[PE2] interface loopback0 

[PE2-LoopBack0] ip address 2.2.2.2 32 

[PE2-LoopBack0] quit 

[PE2] vla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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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vlan200] port GigabitEthernet 2/2/1 

[PE2-vlan20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PE2-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196.168.2.1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200] mpls 

[PE2-vlan-interface200] mpls ldp enable 

[PE2-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 PE2 与 P 路由器相连的接口及环回接口上启用 OSPF。 

[PE2] ospf 1 route-id 2.2.2.2 

[PE2-ospf-1] area 0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196.168.1.0 0.0.0.255 

[PE2-ospf-1-area-0.0.0.0] network 2.2.2.2 0.0.0.0 

[PE1-ospf-1-area-0.0.0.0] quit 

# VPN-instance 配置，VPNB 的配置与 VPNA 类似，这里只给出 VPNA 的配置。 

[PE2] ip vpn-instance vpna 

[PE2-vpn-vpna] route-distinguisher 100:1 

[PE2-vpn-vpna] vpn-target 100:1 both 

[PE2-vpn-vpna] quit 

# ACL 和重定向配置，配置二层访问控制列表，在此之前需要配置自定义流模板。 

[PE2] acl number 2000 

[PE2-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any 

[PE2-acl-basic-2000] quit 

[PE2]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3 dmac 0000-0000-0000 sip 0.0.0.0 

vlan-id  

[PE2] acl number 4000 

[PE2-acl-link-4000] rule 0 permit ingress 10 egress 00e0-fc99-6738 

0000-0000-0000 

[PE2-acl-link-4000]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PE2] vlan 10 

[PE2-vlan10]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PE2-vlan-interface10] quit 

# 在端口进行重定向配置。 

[PE2] interface Ethernet 3/1/1 

[PE2-Ethernet3/1/1] port link-type trunk 

[PE2-Ethernet3/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PE2-Ethernet3/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2000 rule 0 link-group 

4000 rule 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1/1 10 l3-vpn 

# 在 PE2 与 CE3 相连的 VLAN 接口下绑定 VPNA。 

[P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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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vlan-interface10] ip binding vpn-instance vpna 

[PE2-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20.2.1.2 255.255.255.0 

[PE2-vlan-interface10] quit 

# 为 VPNA 引入了 PE2 与 CE3 之间的私网接口路由。 

[PE2] bgp 100 200  

[PE2-bgp]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PE2-bgp-af-vpn-instance] import-route direct 

[PE2-bgp-af-vpn-instance] quit 

[PE2-bgp] quit 

# 在 PE 与 PE 之间建立 MBGP 邻居，进行 PE 内部的 VPN 路由信息交换，并在

VPNv4 地址族视图下激活 IBGP 对等体。 

[PE2] bgp 100 

[PE2-bgp] group 100  

[PE2-bgp] peer 1.1.1.1 group 100 

[PE2-bgp] peer 1.1.1.1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PE2-bgp] ipv4-family vpnv4  

[PE2-bgp-af-vpn] peer 100 enable 

[PE2-bgp-af-vpn] peer 1.1.1.1 group 100 

  说明： 

L2 VPN VLL混插与 L3 VPN混插配置类似，配置过程省略，也是通过 traffic-redirect
命令来实现混插的配置，VLL 重定向所用的流模板不需要自定义，可以用默认的流

模板；而且只需要匹配 4000 系列的二层 ACL，ACL 规则中也只需要指定 VLAN ID。 

 

1.4  MPLS 各类单板组网限制说明 

  说明： 

后缀为 CA 的 MPLS 板支持 VLL 和 BGP/MPLS VPN，普通 MPLS 板（后缀为 C0
的 MPLS 板）不支持 VLL。 

 

1.4.1  全非 MPLS 板 

1. 组网介绍 

非 MPLS 板不支持 MPLS 相关功能。 

2. 配置限制 

如果配置了 MPLS 相关业务，则业务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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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全 MPLS 板 

1. 组网介绍 

MPLS 板支持 MPLS VPN（VLL、BGP/MPLS VPN），可以同时配置 VLL 和

BGP/MPLS VPN。 

2. 配置限制 

 不支持 VPLS； 

 一个 VLAN 接口上不可同时配置 VLL 和 BGP/MPLS VPN。 

1.4.3  全 VPLS 业务板 

1. 组网介绍 

此方式不存在，必须使用其他业务板来转发数据。 

2. 配置限制 

无。 

1.4.4  单块 MPLS 板与多块非 MPLS 板组合 

1. 组网介绍 

可以通过配置混插来实现非 MPLS 板上的 MPLS VPN（VLL、BGP/MPLS VPN）

部署。 

2. 配置限制 

 VLL 和 BGP/MPLS VPN 互斥，不允许在一个 VLAN 接口上同时配置这两种业

务； 

 混插只支持非 MPLS 板作为私网侧接入，公网侧接入必须使用 MPLS 板； 

 交换机转发性能会受 MPLS 板的影响。 

1.4.5  多块 MPLS 板与多块非 MPLS 板组合 

1. 组网介绍 

多块MPLS板与多块非MPLS板与1.4.4  单块MPLS板与多块非MPLS板组合基本一

致，但也可以直接使用MPLS板来处理MPLS VPN，而不需要配置混插。 

2. 配置限制 

不允许 VLL 和 BGP/MPLS VPN 绑定在同一个 VLAN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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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单块 VPLS 板与多块非 MPLS 板组合 

1. 组网介绍 

VPLS 业务处理板现在支持 VPLS。VPLS 板没有出接口，只有借助其他接口板才能

实现数据转发。 

1.4.7  单块 VPLS 板与多块 MPLS 板 

1. 组网介绍 

VPLS 板可以借助任何类型的接口板来实现 VPLS 功能。 

1.4.8  单块 VPLS 板、单块 MPLS 板与多块非 MPLS 板 

1. 组网介绍 

用户原来只有非 MPLS 板，后来增加 MPLS 板，使用混插来支持 MPLS VPN 业务

（VLL、BGP/MPLS VPN），后来又增加 VPLS 板来处理 VPLS 业务。 

2. 配置限制 

使用 MPLS 板来处理 MPLS VPN 业务，推荐使用非 MPLS 板作为 MPLS 业务的私

网侧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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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QoS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Qos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QoS简介  

了解 Qos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QoS配置

显示配置后 QoS 的运行情况以及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QoS的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QoS配置举例

 

1.1  QoS 简介 

1.1.1  引言 

传统的分组网络对所有报文都无区别的等同对待。每个交换机/路由器对所有的报文

采用先入先出（FIFO）的策略处理，尽最大的努力（Best-Effort）将报文送到目的

地，但对报文传送的延时、延时抖动等传输性能不提供任何承诺和保证。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高速发展，对带宽、延迟、抖动敏感的语音、图像等重要数据越

来越多地在网上传输。一方面，使得网上的业务资源极大地丰富，另一方面，则对

网络传输的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太网技术是当今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技术。目前，以太网不但成为各种独立的局域

网中的主导技术，而且，许多以太网形式的局域网也成为了 Internet 的组成部分。

随着以太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太网接入方式也将成为普通 Internet 用户主要的接

入方式之一。因此，要实现端到端的全网 QoS 解决方案，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以太网

上的 QoS 业务保证问题。这就需要以太网交换设备能够应用以太网 QoS 技术，对

不同类型的业务流（尤其是那些对延时和抖动要求较高的业务流）提供不同等级的

QoS 保证。 

1.1.2  QoS 术语和概念 

1. 流 

指所有通过交换机的报文。 

2. 流分类 

流分类（Traffic Classification）是指采用一定的分类规则识别出符合某类特征的报

文。分类规则（Classification Rule）是指管理员根据管理需求配置的过滤规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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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规则可以很简单，比如可根据 IP 报文头的 ToS 字段，识别出有不同优先级特征

的流量；也可以很复杂，如综合链路层（Layer 2）、网络层（Layer 3）、传输层（Layer 
4）信息（MAC 地址、IP 协议、源地址、目的地址、或应用程序的端口号等）来对

报文进行分类。一般的分类依据都局限在封装报文的头部信息，使用报文的内容作

为分类的标准比较少见。 

3. 包过滤 

包过滤就是对业务流进行过滤操作。例如丢弃操作（deny），该操作将匹配流分类

规则的业务流丢弃，而允许其他所有流量通过。以太网交换机采用了复杂的流分类

规则，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业务流进行过滤，丢弃那些无用的、不可靠、值得怀

疑的业务流，从而增强网络的安全性。 

实现包过滤，有两个关键的环节： 

 对进入端口的流量按既定的规则进行流分类； 

 对区分出来的流进行过滤操作（允许通过或丢弃）。permit 为缺省的访问控制

操作。 

4. 流量监管 

为了使有限的网络资源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QoS 在输入端口上可以对特定用户

的业务流进行流量监管，使之适应分配给它的那部分网络资源。 

5. 重定向 

用户可以基于自身 QoS 策略的需要，重新指定报文的转发方向。 

6. 优先级标记 

以太网交换机可为特定报文提供优先级标记的服务，标记内容包括 TOS、DSCP、
802.1p 等，这些优先级标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 QoS 模型，在不同的模型中被定义。 

下面介绍一下 IP 优先级、TOS 优先级、DSCP 优先级、EXP 优先级和 802.1p 优先

级。 

(1) IP 优先级、TOS 优先级、DSCP 优先级和 EXP 优先级 

 
图1-1 DS 域和 ToS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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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所示，IP header的TOS字段有 8 个bit，其中前 3 个bit表示的就是IP优先级，

取值范围为 0～7；第 3～6 这 4 个bit表示的是TOS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0～15；在

RFC2474 中，重新定义了IP报文头部的TOS域，称之为DS域，其中DSCP优先级用

该域的前 6 位（0～5 位）表示，取值范围为 0～63，后 2 位（6、7 位）是保留位；

EXP优先级存在于MPLS头内，在系统中为DSCP优先级的前 3 位（0～2 位）映射

所得，取值范围为 0～7。 

(2) 802.1p 优先级 

802.1p 优先级位于二层报文头部，适用于不需要分析三层报头，而需要在二层上保

证 QoS 的场合。 

 
图1-2 带有 802.1Q 标签头的以太网帧 

如图 1-2所示，每一个支持 802.1Q协议的主机，在发送数据包时，都在原来的以太

网帧头中的源地址后增加了一个 4 字节的 802.1Q标签头。 

这 4 个字节的 802.1Q 标签头包含了 2 个字节的 TPID（Tag Protocol Identifier，标

签协议标识），其值为 8100，和 2 个字节的 TCL（Tag Control Information，标签

控制信息），TPID 是 IEEE 定义的新的类型，表明这是一个加了 802.1Q 标签的报

文，下图显示了 802.1Q 标签头的详细内容。 

 
图1-3 802.1Q 标签头 

在上图中，TCI 字节中 Priority 字段就是 802.1p 优先级，它由 3 个 bit 组成，取值范

围为 0～7。这 3 位指明帧的优先级。一共有 8 种优先级，主要用于决定当交换机阻

塞时，优先发送哪个数据包。 

之所以称此优先级为 802.1p 优先级，是因为有关这些优先级的应用是在 802.1p 规

范中被详细定义。 

7. 队列调度 

当网络拥塞时，必须解决多个报文同时竞争使用资源的问题，通常采用队列调度加

以解决。下面分别介绍几种队列调度算法：SP（Strict-Priority，严格优先级）队列

调度算法、WRR（Weighted Round Robin，加权轮循）调度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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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 调度算法 
High priority

Packets sent via this interface

queue7

queue6

queue5

queue4

queue3

queue2

queue1

queue0Low priority

Classify

Dequeue
Sending queue

 
图1-4 优先队列示意图 

SP 队列调度算法，是针对关键业务型应用设计的。关键业务有一重要的特点，即在

拥塞发生时要求优先获得服务，减小响应的延迟。以端口有 8 个输出队列为例，优

先队列将端口的 8 个输出队列分成 8 类，依次为 7、6、5、4、3、2、1、0 队列，

它们的优先级依次降低。 

在队列调度时，SP 严格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次序，优先发送较高优先级队列中的

分组，当高优先级队列为空时，再发送较低优先级队列中的分组。这样，将关键业

务的分组放入高优先级的队列，将非关键业务（如 E-Mail）的分组放入较低优先级

的队列，可以保证关键业务的分组被优先传送，非关键业务的分组在空闲间隙被传

送。 

SP 的缺点是：拥塞发生时，如果较高优先级队列中长时间有分组存在，那么低优先

级队列中的报文就会由于得不到服务而“饿死”。 

(2) WRR 调度算法 

交换机的端口一般支持 8 个输出队列（GV48D、GP48D 和 XP4 非线速单板只支持

4 个输出队列），WRR 队列调度算法在队列之间进行轮流调度，保证每个队列都得

到一定的服务时间。 

以端口有 8 个优先级队列为例。WRR 可为每个队列配置一个加权值（依次为 w7、
w6、w5、w4、w3、w2、w1、w0），加权值表示获取资源的比重。如一个 100M
的端口，配置它的 WRR 队列调度算法的加权值为 50、30、10、10、50、30、10、
10（依次对应 w7、w6、w5、w4、w3、w2、w1、w0），这样可以保证最低优先级

队列至少获得 5Mbit/s 带宽，避免了采用 SP 调度时低优先级队列中的报文可能长时

间得不到服务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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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R 队列还有一个优点是，虽然多个队列的调度是轮询进行的，但对每个队列不是

固定地分配服务时间片——如果某个队列为空，那么马上换到下一个队列调度，这

样带宽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 

8. 流镜像 

流镜像，即将指定的数据包复制到 CPU，以进行网络检测和故障排除。 

9. 端口镜像 

端口镜像，即将指定端口的数据包复制到监控端口，以进行网络检测和故障排除。 

10. 基于流的流量统计 

基于流的流量统计，针对用户感兴趣的报文作统计分析。 

1.2  QoS 配置 

QoS 配置包括： 

 服务参数分配规则配置 

 流量监管 

 流量整形 

 优先级标记配置 

 报文重定向配置 

 队列调度配置 

 拥塞避免配置 

 流镜像配置 

 端口镜像配置 

 流量统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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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用户在进行以上的 QoS 配置之前，必须首先定义相应的访问控制列表。 
 包过滤配置通过激活相应的访问控制列表就可以实现，参见“6-2  ACL 配置”中

的“1.2.4  激活 ACL”部分，本章不再赘述。 
 用户进行 QoS 配置时（包括包过滤、流量监管、优先级标记、报文重定向、流

镜像、流量统计六个动作），如果指定的高级 ACL 已被 IDS 使用，QoS 动作将不

能正常下发。 
 XP4B、XP4CA 单板有 4 个端口，对应端口号 0～3，0～3 均支持队列调度配置，

但是只支持 0～3 共四个队列。 
 用户定义流模板下发、端口本地优先级配置、包过滤、优先级标记、流量监管、

重定向配置、流镜像、流量统计的设置只能在 0 和 2 号端口配置，当在 0 号端口

配置时，0～1 号端口同时生效，当 2 号端口配置时，2～3 号端口同时生效。 
 对 XP4B、XP4CA 单板配置流量监管时，0～1 号端口占用同一带宽，2～3 号端

口占用同一带宽，即 0～1 号端口共享 0 号端口下配置的流量参数，2～3 号端口

共享 2 号端口下配置的流量参数。 
 在 XP4B、XP4CA 单板端口 0 上执行 traffic-statistic 命令统计的是 0 和 1 端口上

的流量统计信息；在端口 2 上执行 traffic-statistic 命令统计的是 2 和 3 端口上的

流量统计信息。 
 XP4B、XP4CA 单板端口不支持流量整形（traffic-shape）。 

 

  注意： 

 业务处理板（本文中主要指 LSB1NATB0 板）采用的 QoS 配置命令与普通接口

板有所不同，请用户注意手册中的相关说明。 
 目前 S9500 支持的业务处理板无出接口，因此不支持以太网端口视图下的配置

命令。 
 业务处理板不支持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交换机的 QoS 功能比较复杂，在具体的描述中会用到许多特定的术语。这里对这些

名词作一下简要的说明。 

表1-1 QoS 的术语 

术语 说明 

CoS  802.1p 优先级，二者含义相同，都是指以太网报文头部的优先级，取

值为 0～7 

服务参数 
交换机接收到报文时为报文分配的一组参数，这组参数在交换机实现

QoS功能时使用。报文的服务参数包含四项内容：802.1p优先级、DSCP
优先级、本地优先级、丢弃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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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说明 

Drop-precedence 

丢弃级别，也称丢弃优先级。交换机服务参数中的一个参数，取值为 0、
1、或 2。交换机在接收报文的时候就会给报文分配丢弃级别。交换机

在对报文进行处理时可以修改报文的丢弃级别。为报文分配丢弃级别也

称为为报文着色，丢弃级别为 2 的报文为红色报文，1 为黄色报文，0
为绿色报文。丢弃级别主要在发生拥塞后交换机需要丢弃报文时使用 

Conform-Level 

遵守级别，是交换机进行流量监管操作时根据用户配置的承诺平均速

率、承诺突发尺寸、最大突发尺寸、峰值速率和端口的实际流量计算得

出的结果，取值为 0、1、2。这个参数主要用在使用 traffic-limit 命令进

行流量监管的同时选择重新标记服务参数选项，如

remark-cos,remark-drop 等，不同遵守级别的报文会查询不同的映射

表：对流量小于 cir 的报文分配 conform-level 0，流量大于 cir 小于 pir
的报文分配 conform-level 1，流量大于 pir 的报文分配 conform-level 2。
在使用 traffic-priority 命令进行优先级标记操作时也用到

“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为报文重新分配服务参

数，这个映射表是 Conform-Level 取值为 0 时的映射表 

 

1.2.1  服务参数分配规则配置 

交换机的 QoS 是建立在服务参数的基础上的。服务参数是一套 QoS 相关的参数，

包括 802.1p 优先级（CoS 优先级）、DSCP 优先级、EXP 优先级、本地优先级（交

换机为报文分配的一种具有本地意义的优先级）、丢弃级别。 

交换机在接收到报文之后，会参考一定的规则自动给报文分配一套服务参数。首先

交换机会根据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查找下面的映射表来获取报文的丢弃级别和本

地优先级：“CoS—＞Drop-precedence”映射表和“CoS —＞Local-precedence”
映射表。交换机提供这些映射表的缺省取值。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重新配置这些映射

表。如果没有成功为报文分配到本地优先级，交换机就会使用报文接收端口的优先

级查“CoS—＞Local-precedence”映射表得到报文的本地优先级。通过反查缺省

“CoS —＞Local-precedence”映射表来获取 CoS 值，再利用“CoS—＞

Drop-precedence”映射表来获取报文丢弃优先级。 

  说明： 

 端口下不配置 priority 命令（即使用默认的 priority 0）时，所有通过该端口的 Tag
报文不会根据 Tag 中的 802.1p 优先级映射本地优先级； 

 当端口下配置 priority 命令且参数不为 0 或使用 traffic-priority 命令对报文进行优

先级标记时，所有通过该端口的 Tag 报文会根据 Tag 中的 802.1p 优先级映射本

地优先级。 
 当用户修改了“CoS —＞Local-precedence”映射关系后，对于 untag 报文，需

要在端口上重新配置端口本地优先级，用户配置的“CoS —＞Local-precedence”
映射关系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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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映射表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配置这些映射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 映射表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CoS—＞Drop-precedence”映射表 

qos cos-drop-precedence-map 
cos0-map-drop-prec cos1-map-drop-prec 
cos2-map-drop-prec cos3-map-drop-prec 
cos4-map-drop-prec cos5-map-drop-prec 
cos6-map-drop-prec cos7-map-drop-prec 

恢复“CoS—＞Drop-precedence”映射表为

缺省值 undo qos cos-drop-precedence-map 

配置“CoS —＞Local-precedence”映射表 

qos cos-local-precedence-map 
cos0-map-local-prec cos1-map-local-prec 
cos2-map-local-prec cos3-map-local-prec 
cos4-map-local-prec cos5-map-local-prec 
cos6-map-local-prec cos7-map-local-prec 

恢复“CoS —＞Local-precedence”映射表为

缺省值 undo qos cos-local-precedence-map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使用缺省的映射关系为接收到的报文分配丢弃级别和本地优先

级。 

2. 配置本地优先级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 端口的优先级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的本地优先级 priority priority-level 

恢复端口的本地优先级为缺省值 undo priority 

 

1.2.2  流量监管 

流量监管是基于流的速率限制。它监督某一流量的速率。如果流量超出指定的规格，

交换机就采用相应的措施，如丢弃那些超出规格的报文或重新设置它们的服务参数。 

在交换机的流量监管动作中包括了根据“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

射表和“EX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来重新分配流的服务参数、根

据“Local-precedence +Conform-Level—＞802.1p 优先级”映射表来重新分配流的

802.1p 优先级等。所以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配置这三个映射表或者使用映射表

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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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映射表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

“EX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和“Local-precedence+Conform- 
Level—＞802.1p 优先级”映射表。 

请在系统视图下开始下列配置。 

表1-4 映射表配置 

操作 命令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进入遵守级别视图 qos conform-level conform-level-value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配置

“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

dscp dscp-list : dscp-value exp-value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value 
drop-precedence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恢复当前的遵守级

别的“DSCP + 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

射表为缺省值 
undo dscp dscp-list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配置

“EX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 

exp exp-list : dscp-value exp-value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value 
drop-precedence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恢复当前的遵守级

别的“EXP + 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

射表为缺省值 
undo exp exp-list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配置

“Local-precedence +Conform-Level—＞

802.1p 优先级”映射表 

local-precedence cos-value0 cos-value1 
cos-value2 cos-value3 cos-value4 
cos-value5 cos-value6  cos-value7 

在遵守级别视图下进行配置：恢复当前的遵守级

别的“Local-precedence + Conform-level—＞

802.1p 优先级”映射表为缺省值 
undo local-precedence 

 

缺省情况下，系统提供缺省的映射表。 

2. 配置流量参数（可选） 

以下命令用来设定业务处理板上配置流量监管所需的流量参数。 

  注意： 

在普通接口板上配置流量监管无需此步操作。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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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流量参数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流量参数 traffic-params traffic-index cir committed-info-rate cbs 
committed-base-size ebs exceed-base-size [ pir peak-info-rate ] 

 

3. 配置流量监管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流量监管。本配置任务的目的是对匹配访问控制列表的

数据流实现流量监管：对在流量限制之内的数据流采取相应的动作，对超过设定流

量的数据流采取另外的动作，如丢弃报文。 

对普通接口板，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流量监管配置 

操作 命令 

基于三层流的流量监管配置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cir cbs 
ebs [ pir ] [ conform { { remark-cos | 
remark-drop-priority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取消基于三层流的流量监管配

置 
undo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同时基于二层和三层流的流量

监管配置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 tc-index index ] cir cbs ebs [ pir ] 
[ conform { { remark-cos | remark-drop-priority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取消基于二层和三层流的流量

监管配置 

undo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基于二层流的流量监管配置 

traffic-limi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cir cbs 
ebs [ pir ] [ conform { { remark-cos | 
remark-drop-priority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取消基于二层流的流量监管配

置 
undo traffic-limi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说明： 

在参数设定时，要求 cir<=pir，cbs<=ebs。建议将 cbs、ebs 设成 cir 的 100～150
倍。 

 

对业务处理板，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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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流量监管配置 

操作 命令 

基于三层流的流量监管配置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traffic-index index { conform { remark-cos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slot slotid 

取消基于三层流的流量监管配置 undo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lot slotid 

 

  注意： 

 在业务处理板上配置 traffic-limit 命令前必须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报文重定向，

将指定 VLAN 内的报文重定向到业务处理板。 
 在配置流量监管之前一定要先定义相应的访问控制列表，同时根据需要配置好

“ DSCP+Conform-Level — ＞ 服 务 参 数 ” 映 射 表 和 “ Local-precedence 
+Conform-Level—＞802.1p 优先级”映射表。 

 

system-index index参数是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

会自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

用户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tc-index index 是流量调节索引值。如果用户在配置流量监管的时候，将不同的流

规则配置了相同的索引值，则这些流的流量之和将被所配置的流量监管参数限制。

比如，匹配规则 1 的流的 cir 配置为 10kbps，规则 2 的配置为 10kbps，同时两个规

则的流量调节索引值相同，则匹配规则 1 的流和匹配规则 2 的流的平均速率之和将

被限制为 10kbps。 

  说明： 

 用户为不同的流指定相同的 tc-index时，流量监管动作的参数设置必须完全一致，

否则系统将提示错误。 
 对于后缀为 C、D 类的单板，如果配置了 remark-cos，则 remark-drop-priority
也会生效。 

 Tc-index 参数范围是 0～12288，其中参数 0 为系统留用，当指定参数为 0 时，

由系统分配索引值。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相应的命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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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流量整形 

流量整形是对输出报文的速率进行控制，使报文以均匀的速率发送出去。流量整形

通常是为了使报文速率与下游设备相匹配，以避免不必要的报文丢弃和拥塞。它和

流量监管的主要区别在于：流量整形是缓存超过速率限制的报文，使报文以均匀的

速率发送出去；而流量监管则是丢弃超过流量速率限制的报文。但是流量整形会增

加延迟，而流量监管不会引入额外的延迟。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流量整形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流量整形配置 

操作 命令 

流量整形配置 traffic-shape [ queue queue-id ] max-rate burst-size  

取消流量整形配置 undo traffic-shape [ queue queue-id ] 

 

交换机支持针对端口进行流量整形，即对端口所有的流量进行流量整形，也支持针

对端口上特定输出队列的流量整形。可以通过选取不同的参数实现这两种流量整形

操作。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4  优先级标记配置 

优先级标记配置就是为匹配访问控制列表的报文重新分配一套服务参数。优先级标

记配置包括如下动作：使用交换机自动分配的服务参数；根据报文的 DSCP 值查找

映射表为报文重新分配服务参数；根据用户设定的 DSCP 值和 EXP 值查找映射表

为报文重新分配服务参数；用户自己为报文指定一套服务参数。 

对普通接口板，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标记报文优先级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

优先级标记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

进行优先级标记 
undo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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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

的报文进行优先级标记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取消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

规则的报文进行优先级标记 

undo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

优先级标记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取消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

进行优先级标记 
undo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对业务处理板，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标记报文优先级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

行优先级标记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slot slot-id ] } | auto [ slot slot-id ] } } 
| { auto [ slot slot-id ] }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slot slot-id ] } } }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

文进行优先级标记 
undo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lot slotid ] 

 

  注意： 

 在业务处理板上配置 traffic-priority 命令前必须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报文重定

向，将指定 VLAN 内的报文重定向到业务处理板。 
 在 进 行 优 先 级 标 记 配 置 之 前 ， 必 须 定 义 了 相 应 的 访 问 控 制 列 表 、

“EX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和“DSCP+Conform-Level—＞服

务参数”映射表。映射表的配置请参见“1.2.2  流量监管”中的描述。 

 

system-index index参数是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

会自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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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说明： 

 对 MPLS 报文，dscp-value 不仅代表 DSCP 优先级，同时也可以映射到 EXP 上，

因此用户在设置 dscp-value 的同时也设定了 EXP 值。需要注意的是，S9500 交

换机作为入 PE 设备的时候：对于 IP 报文，EXP 根据“DSCP+Conform-Level
—＞服务参数”映射表来进行匹配；对 TCP、UDP 报文，EXP 值取 dscp-value
的低 3 比特。S9500 交换机作为入 P 设备的时候，EXP 值取 dscp-value 的低 3
比特。 

 优先级标记操作使用的“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和

“EX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是 Conform-Level 为 0 的映射表。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5  报文重定向配置 

报文重定向就是用户改变转发的报文的输出方向，将其输出到 CPU、其他端口、其

他 IP 地址或其他单板。 

对普通接口板，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重定向配置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

重定向配置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cpu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 l2-vpn | 
l3-vpn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 vlanid | designated-vlan vlanid } 
[ join-vlan ] }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

进行重定向配置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

的报文进行重定向配置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cpu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 l2-vpn | l3-vpn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designated-vlan vlanid [ join-vlan ] } 

取消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

规则的报文进行重定向配置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或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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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

重定向配置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cpu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estination-vlan 
{ l2-vpn | l3-vpn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designated-vlan vlanid 
[ join-vlan ] } 

取消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

进行重定向配置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注意： 

在配置重定向到 NAT 板并指定 VLAN 的情况下，端口不允许退出指定 VLAN（执行

undo、删除混插操作等）。如果有意外情况导致端口退出 VLAN，建议用户删除重

定向配置，重新将端口加入到 VLAN，再配置重定向到 NAT 板并指定 VLAN。 

 

对业务处理板，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重定向配置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

进行重定向配置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 rule rule { cpu [ slot slot-id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ystem-index index { cpu [ slot 
slot-id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 { cpu [ slot slot-id ] } | { next-hop ip-addr1 [ ip-addr2 ]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 } }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

报文进行重定向配置 
undo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lot slotid ] 

 

system-index index参数是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

会自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

用户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说明： 

 重定向配置仅对访问列表中动作为 permit 的规则有效。 
 当报文被重定向到 CPU 后，将不再正常转发。 
 用户可以使用重定向命令中的 next-hop 参数实现策略路由。 
 在业务处理板上配置 traffic-redirect 命令前必须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报文重定

向，将三层报文定向到业务处理板和指定 VLAN。 
 不允许将组播报文重定向到业务处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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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traffic-redirect { nested-vlan | 
modified-vlan }命令的配置请参见命令手册的“QinQ”部分。 

1.2.6  队列调度配置 

交换机的端口一般支持 8 个输出队列（GV48D/GP48D/XP4 非线速单板只支持 4 个

输出队列）。交换机依据报文的本地优先级将报文插入到出端口输出队列中。当网

络拥塞时，必须解决多个报文同时竞争使用资源的问题，通常采用队列调度加以解

决。交换机支持 SP 调度算法和 WRR 调度算法。 

端口的 8 个输出队列中，不同的队列可以采用不同的队列调度算法。因此，交换机

支持下面三种队列调度方式： 

 所有队列全部采用 SP 调度。 

 所有队列全部采用 WRR 调度：调度时从两个 WRR 组中各选出一个队列，这

两个队列再进行优先级的比较，哪个队列的优先级高就调度哪个队列。调度完

后，再从高优先级队列所在的 WRR 组内选择另一个队列，与之前优先级低的

队列进行比较。 

 部分队列采用 SP 调度，部分队列采用 WRR 调度。这样在队列调度时，各调

度组内自行调度，SP 调度组执行严格调度方式，WRR 调度组执行轮循调度。

这样从 SP 调度组、WRR 优先级组 1、WRR 优先级组 2 中各选出一个队列；

然后，系统对选出的队列再按严格优先级进行调度。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队列调度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设置队列调度算法 

操作 命令 

设置队列调度算法 
queue-scheduler wrr { group1 { queue-id queue-weight } 
&<1-8> | group2 { queue-id queue-weight } &<1-8> }* 

恢复队列调度算法的缺省值 undo queue-scheduler [ queue-id ] &<1-8>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采用为严格优先调度模式。用户在配置队列调度时，没有配置采

用 WRR 算法的队列采用缺省的严格优先调度模式。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7  拥塞避免配置 

当拥塞发生时，交换机会尽快的丢包释放队列资源，同时尽量不将报文放入高延迟

的队列中，以消除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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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在接收报文时为报文分配了丢弃级别（也可以称为对报文进行着色）。丢弃

级别取值为 0、1、2，2 代表红色，1 代表黄色，0 代表绿色。在拥塞发生时，红色

报文将首先被丢弃，绿色报文最后才会被丢弃。 

拥塞避免的参数和丢弃阀值可以分队列、分丢弃级别进行配置。 

交换机支持两种丢弃算法： 

 尾丢弃：当进行报文丢弃时，对于按丢弃级别划分的红、黄、绿报文分别使用

红、黄、绿队列的丢弃阀值来决定是否丢弃。当红、黄、绿报文分别超过红、

黄、绿队列的上限队列长度，系统就开始丢弃上限队列长度之后的报文。 

 WRED 丢弃算法：在按照队列对报文进行丢弃时综合考虑了丢弃级别。当红、

黄、绿报文分别超过红、黄、绿队列的下限队列长度时，系统就开始以某一斜

率丢弃下限队列长度与上限度列长度之间的报文。当红、黄、绿报文开始超过

它们的上限队列长度时，系统就开始丢弃上限度列长度之后的所有报文。 

在配置交换机的丢弃算法时，首先需要配置各个端口输出队列的 WRED 参数。 

1. 配置 WRED 参数 

系统提供 4 套缺省的 WRED 参数，分别以索引号 0、1、2、3 表示。每套参数包括

8 个输出队列的 10 个参数，包括：绿、黄、红色报文的开始随机丢弃的队列长度，

绿、黄、红色报文的完全丢弃的队列长度、绿、黄、红色报文的最大丢弃概率，进

行队列平均长度计算时的权重。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以下命令修改当前的 WRED
索引代表的 WRED 参数。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 WRED 参数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开始下列配置。 

表1-14 设置 WRED 参数 

操作 命令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进入 WRED 索引视图 wred wred-index 

在系统视图下进行配置：恢复 WRED 参数配置

的缺省值 
undo wred wred-index 

在 WRED 索引视图进行配置：设置 WRED 参数

queue queue-id green-min-threshold 
green-max-threshold green-max-prob 
yellow-min-threshold 
yellow-max-threshold yellow-max-prob 
red-min-threshold red-max-threshold  
red-max-prob exponent 

在 WRED 索引视图进行配置：恢复 WRED 参数

的缺省值 
undo queue queue-id 

在 WRED 索引视图进行配置：退出 WRED 索引

视图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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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o wred 命令将相应的 WRED 索引下的一套 WRED 参数配置恢复为缺省值。

undo queue 将与该队列相关的 WRED 参数配置恢复为缺省值。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提供缺省的 4 套 WRED 参数。 

  注意： 

当组播报文通过某端口输出队列发送时，需要使用 queue 命令将该队列对应的完全

丢弃队列长度参数适当调大，才能保证出端口的复制能力达到最佳效果。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2. 配置丢弃算法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丢弃算法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表1-15 设置丢弃算法 

操作 命令 

设置丢弃算法 drop-mode { tail-drop | wred } [ wred-index ]

恢复丢弃算法的缺省值 undo drop-mode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采用尾丢弃模式。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8  流镜像配置 

流镜像就是将匹配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业务流复制到 CPU，用于报文的分析和监

视。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流镜像配置。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流镜像配置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镜像配置 
mirrored-to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cpu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镜像的

配置 
undo mirrored-to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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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

镜像配置 

mirrored-to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cpu 

取消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

行流镜像的配置 

undo mirrored-to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镜像配置 
mirrored-to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cpu 

取消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镜像的

配置 
undo mirrored-to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参数是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

会自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

用户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9  端口镜像配置 

端口镜像就是将被监控端口上的数据复制到指定的监控端口，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监

视。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多对一的镜像，即将多个端口的报文复制到一个监控端口上。 

用户可以指定受监控的报文的方向，如下所示： 

 只监控指定端口接收的报文（入报文镜像） 

 只监控指定端口发送的报文（出报文镜像）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端口镜像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7 端口镜像配置 

操作 命令 

配置端口镜像 mirroring-group groupid { inbound | outbound } 
mirroring-port-list  mirrored-to monitor-port 

取消端口镜像的配置 undo mirroring-group groupid 

 

S9500 系列交换机采用端口镜像组的方式来配置端口镜像功能。每个端口镜像组包

含一个监控端口，和一组被监控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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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9500 支持跨板镜像，即监控端口和被监控端口可以位于不同的接口板上。 

 

端口镜像的配置有如下的限制： 

 对于非跨板镜像，一个接口板上所有同方向的镜像组只能配置一个监控端口。 

 类似的，对于跨板镜像，一个接口板上所有同方向的镜像组也只能配置一个监

控端口（该监控端口在另一块接口板上）。 

 对于监控发送报文方向的端口镜像组，所有镜像组的被监控端口个数之和不能

超过 8 个。 

 同一个端口可以作为不同镜像组的监控端口和被监控端口。 

对 GV48 或 GP48 单板，配置端口镜像有以下特殊限制： 

 被监控端口在同一块 GV48 或 GP48 单板上的镜像组（包括入端口镜像和出端

口镜像）只能有一个监控端口。 

 系统中配置的所有的端口镜像组，在同一块 GV48 或 GP48 单板上最多只能有

一个监控端口。 

XP4B、XP4CA 单板端口镜像有以下特殊限制： 

端口镜像不能跨板，并且只能在端口 0～1 或端口 2~3 之间，并且端口 0～1 和端口

2～3 各有一个入方向和出方向的监控端口（其他接口板是板内各有一个）。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1.2.10  流量统计配置 

流量统计用于统计指定业务流的数据包，它统计的是交换机转发的数据包中匹配已

定义的访问控制列表的数据信息。在进行了流量统计配置之后，用户可以使用命令

display qos-interface traffic-statistic 显示统计的信息。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流量统计配置 

操作 命令 

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量统计配置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取消对匹配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量统计

配置 
undo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量统计配置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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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取消对匹配二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量统计

配置 
undo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行流

量统计配置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 tc-index index ] 

取消对同时匹配二层和三层流规则的报文进

行流量统计配置 

undo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 tc-index index ] 

显示端口流量统计信息/端口实际通过流量的

速率信息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statistic [ rate 
[ timeinterval ] ] 

 

system-index index参数是访问控制列表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

会自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

用户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章对应的命令手册。 

  说明： 

Tc-index 参数范围是 0～12288，其中参数 0 为系统留用，当指定参数为 0 时，由

系统分配索引值。 

 

1.3  QoS 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都可以显示配置后 QoS 的运行

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执行 reset 
traffic-statistic 命令可以将有关 QoS 的统计信息清除。 

普通接口板支持的 QoS 显示和调试命令如下： 

表1-19 QoS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端口流镜像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irrored-to 

显示端口优先级标记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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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端口重定向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redirect 

显示端口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statistic 

显示端口镜像的参数设置 display mirroring-group [ groupid ] 

显示指定或者所有端口的 QoS 设置信息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ll 

显示端口输出队列丢弃模式配置信息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rop-mode 

显示端口流量限制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limit 

显示队列调度模式及参数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queue-scheduler 

显示端口流量整形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raffic-shape 

显示流量监管的参数设置 display traffic-params [ traffic-index ] 

显示 VLAN 的所有 QoS 设置信息 display qos-vlan [ vlan-id ] all 

显示 VLAN 下流量限制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vlan [ vlan-id ] traffic-limit 

显示 VLAN 下优先级标记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vlan [ vlan-id ] traffic-priority 

显示 VLAN 下报文重定向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vlan [ vlan-id ] traffic-redirect 

显示 VLAN 下流量统计的参数设置 display qos-vlan [ vlan-id ] traffic-statistic 

显示“DSCP + Conform-level—＞服务参

数”、“EXP + Conform-level—＞服务参

数”和“Local-precedence + Conform-level
—＞802.1p 优先级”映射表 

display qos conform-level 
[ conform-level-value ] 
{ dscp-policed-service-map [ dscp-list ] | 
exp-policed-service-map | 
local-precedence-cos-map } 

显示“CoS—＞Drop-precedence”映射表 display qos cos-drop-precedence-map 

显示“CoS—＞Local-precedence”映射表 display qos cos-local-precedence-map 

显示 WRED 参数 display wred [wred-index] 

统计信息清零 

reset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 {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 {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相关命令显示信息及说明请参见命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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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1.4  QoS 配置举例 

1.4.1  流量整形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端口 GE7/1/8 的输出队列 2 进行流量整形。最大速率设为 650Kbps，突发尺寸设

置为 12Kbytes。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图1-5 流量整形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 进入端口 GE7/1/8 视图。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7/1/8 

[H3C-GigabitEthernet7/1/8] 

# 对当前端口的输出队列 2 进行流量整形。最大速率设为 650kbps，突发尺寸设置

为 12kbytes。 

[H3C-GigabitEthernet7/1/8] traffic-shape queue 2 650 12 

1.4.2  端口镜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一个 Server 对两个端口的报文进行监控。组网图如下所示。研发部门通过端口

GE3/1/1 接入，市场部门从端口 GE3/1/2 接入，Server 接在交换机 GE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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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erver

GE3/1/8

GE3/1/2

GE3/1/1

 
图1-6 端口镜像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 定 义 端 口 镜 像 组 ， 对 PC 之 间 的 通 信 报 文 进 行 监 控 ， 监 控 端 口 为

GigabitEthernet3/1/8。 

[H3C] mirroring-group 1 inbound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2 

mirrored-to gigabitethernet3/1/8 

[H3C] mirroring-group 2 outbound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2 

mirrored-to gigabitethernet3/1/8 

1.4.3  优先级标记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于 PC1（IP：1.0.0.1）每天 8：00～18：00 发出的报文，根据用户设定的 DSCP
值 63 查找映射表为该 PC 发出的报文重新分配服务参数。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图1-7 优先级标记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2) 定义 PC 报文的流规则。 

# 进入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视图，用 2000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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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acl number 2000 

# 定义 PC1 报文的流分类规则。 

[H3C-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1.0.0.1 0 time-range test 

(3) 定义“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 

# 定义“DSCP+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指定 DSCP 值为 63。 

[H3C] qos conform-level 0 

[H3C-conform-level-0] dscp 63 : 32 4 4 4 0 

则配置完毕后的“DSCP + 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如下所示。 

表1-20 “DSCP + Conform-level—＞服务参数”映射表 

DSCP CL Policed-D
SCP 

Policed-ex
p 

Policed-80
2.1p 

Policed-Lo
calprec 

Policed-Dr
opPreced

ence 

63 0 32 4 4 4 0 

 

(4) 为 PC1 发出的报文重新选择服务参数 

# 根据用户配置的 DSCP 值为 PC1 发出的报文重新选择服务参数。 

[H3C-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2000 

remark-policed-service dscp 63 

1.4.4  报文重定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将 PC1（IP：1.0.0.1）每天 8：00～18：00 发出的报文的下一跳都定义为 2.0.0.1。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图1-8 报文重定向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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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PC 报文的流规则 

# 进入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视图，用 2000 标识。 

[H3C] acl number 2000 

# 定义 PC1 报文的流分类规则。 

[H3C-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1.0.0.1 0 time-range test 

(3) 改变 PC1 发出的报文的下一跳 

# 将 PC1 发出的报文下一跳都定义为 2.0.0.1。 

[H3C-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2000 rule 0 

next-hop 2.0.0.1 

1.4.5  队列调度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改变交换机上 802.1p优先级和本地优先级的对应关系，从而改变 802.1p优先级和队

列的映射关系，使得交换机在将报文入输出队列的时候按照新的映射关系入队列。

在端口GE7/1/1 上设置队列 0～5 的调度模式为加权轮循调度，队列 0、1、2 加入

WRR优先级队列组 1，权重分别为 20、20、30，队列 3、4、5 加入WRR优先级队

列组 2，权重分别为 20、20、40，队列 6、7 采用缺省的严格优先级调度。(缺省映

射关系请参见“1.2.6  队列调度配置”章节的描述) 

表1-21 802.1p 优先级、本地优先级的映射关系 

802.1p 优先级 本地优先级 

0 7 

1 6 

2 5 

3 4 

4 3 

5 2 

6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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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图1-9 队列调度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 改变交换机上 802.1p 优先级和本地优先级的对应关系为用户指定的对应关系。 

[H3C] qos cos-local-precedence-map 7 6 5 4 3 2 1 0 

# 设置队列 0～5 的调度模式为加权轮循调度，队列 0、1、2 加入 WRR 优先级队列

1，权重分别为 20、20、30，队列 3、4、5 加入 WRR 优先级队列 2，权重分别为

20、20、40，队列 6、7 采用缺省的严格优先级调度，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查看配

置信息。 

[H3C-GigabitEthernet7/1/1] queue-scheduler wrr group1 0 20 1 20 2 30 group2 

3 20 4 20 5 40 

[H3C] display qos-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7/1/1 queue-scheduler 

GigabitEthernet7/1/1 Port scheduling: 

 QID:   scheduling-group     weight 

----------------------------------- 

  0 :   wrr , group1           20 

  1 :   wrr , group1           20 

  2 :   wrr , group1           30 

  3 :   wrr , group2           20 

  4 :   wrr , group2           20 

  5 :   wrr , group2           40 

  6 :   sp                      0 

  7 :   sp                      0 

1.4.6  拥塞避免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端口 GE7/1/1 发送的报文进行拥塞避免配置，参数设置如下：配置 WRED 索引为

0 的 WRED 参数，端口输出队列号取值 7、绿色报文的开始随机丢弃的队列长度取

值 150、绿色报文的完全丢弃的队列长度取值 500、绿色报文的最大丢弃概率取值 5、
黄色报文的开始随机丢弃的队列长度取值 100、黄色报文的完全丢弃的队列长度取

值 150、黄色报文的最大丢弃概率取值 10、红色报文的开始随机丢弃的队列长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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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值 50、红色报文的完全丢弃的队列长度取值 100、红报文的最大丢弃概率取值 15，
进行队列平均长度计算时的权重取值为 10；设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7/1/1 的丢弃

模式为 WRED 丢弃模式，阀值参数的设置取 WRED 索引为 0 时的设置。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图1-10 拥塞避免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 WRED 参数 

# 定义 WRED 0 的参数。 

[H3C] wred 0 

[H3C-wred-0] queue 7 150 500 5 100 150 10 50 100 15 10 

(2) 设置端口的丢弃模式和阀值参数。 

# 定义端口 GE7/1/1 的丢弃模式为 WRED 丢弃模式，阀值参数的设置取 WRED 索

引为 0 时的设置。 

[H3C-GigabitEthernet7/1/1] drop-mode wred 0 

1.4.7  流量统计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组网图如下所示。假定一台PC的 IP地址为 1.0.0.1，另一台PC的 IP地址为 2.0.0.1，
交换机的上行端口为 GE7/1/8。要求在每天 8：00～18：00 时间段内，交换机对

PC1 发出的报文进行统计。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图1-11 流量统计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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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2) 定义 PC1 报文的流规则。 

# 定义 PC1 报文的流分类规则。 

[H3C] acl number 2000 

[H3C-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1.0.0.1 0.0.0.0 time-range test 

(3) 对 PC1 的报文进行统计，通过 display 命令可以查看统计结果 
[H3C-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2000 rule 0 

[H3C] display qos-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statistic 

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Matches: Acl 2000 rule 0  running 

     12002688 bytes  (green 1270244416 byte(s), yellow 1895874880 byte(s), red 

704683968 byte(s) ) 

     3333270 packets  (green 0 byte(s), yellow 0 byte(s), red 0 by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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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端口令牌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端口令牌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端口令牌配置简介  

配置端口和端口队列的令牌数 配置端口和端口队列的令牌数

配置举例 端口令牌配置举例

 

2.1  端口令牌配置简介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在实际应用中，当三层组播业务出端口配置了多个 VLAN 而

需要复制多份报文的时候，由于出端口令牌数目和队列尾丢弃门限值的限制会导致

此时出端口能够缓存的报文数目太少，就会出现明显的丢包现象。 

在应用组播的环境中，端口的令牌数和队列长度的分配会关系到组播的复制能力，

并且组播流的队列分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通过对端口的令牌数量作一些灵活

的配置，以使得组播业务获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 

2.2  配置端口和端口队列的令牌数 

有些情况下，例如流量从千兆口转发到百兆口，或者流量中报文是变长的，可能会

因为令牌数分配的原因产生一些丢包，这时候可以根据情况来调整端口上的令牌数

和出端口队列上的令牌数来避免这种情况。 

2.2.1  配置准备 

无 

2.2.2  配置令牌数目 

表2-1 配置令牌数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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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端口或队列的令牌数目 
qos token interface-list 
[ queue queue-id ] 
token-number 

可选 

interface-list 是端口列表，包

括以太网端口、POS 端口、

RPR 逻辑端口 

 

  注意： 

 qos token 命令不支持百兆以太网端口。 
 qos token 命令不支持 LSB1TGX1B、LSB1GV48DB 板的端口。 
 配置 qos token 命令时， LSB1P4G8B、 LSB1P4G8C、 LSB1P4G8CA、

LSB1SP4CA 板上的四个 POS 端口只能同时配置一个端口； LSB1XP4B、

LSB1XP4CA 板的第 1、3 个端口支持配置，第 2、4 个端口不支持该配置。 

 

2.3  端口令牌配置举例 

配置步骤：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总的令牌数设置为 30。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qos token GigabitEthernet3/1/1 3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队列 2 的令牌数设置为 5 个。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qos token GigabitEthernet3/1/1 queue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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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配置登录用户的 ACL 控制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CL 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配置登录用户的ACL控制简介  

配置对 Telnet/SSH 用户的 ACL 控制 配置对Telnet/SSH用户的ACL控制

对通过 SNMP 访问交换机的用户的 ACL 控制 对通过SNMP访问交换机的用户的ACL控制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二层ACL控制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基本ACL控制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对通过SNMP访问交换机的用户

的ACL控制配置举例  

 

3.1  配置登录用户的 ACL 控制简介 

目前，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提供了以下三种用户远程访问设备的方式： 

 通过 Telnet 访问 

 通过 SSH（Security Shell，安全外壳）访问 

 通过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访

问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提供了安全控制特性，对这三种访问方式进行安全控制，防

止非法用户登录、访问交换机。安全控制分为两级： 

 第一级：通过控制用户的连接实现。通过配置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

问控制列表）对登录用户进行过滤，只有合法用户才能和交换机建立连接； 

 第二级：通过用户口令认证实现。连接到交换机的用户必须通过口令认证才能

真正登录到交换机。 

本节将介绍如何配置第一级安全控制，即怎样配置对登录交换机用户进行ACL控制。

第二级安全的配置请参见本手册的入门部分。 

3.2  配置对 Telnet/SSH 用户的 ACL 控制 

通过配置对 Telnet 或 SSH 用户的 ACL 控制，可以在登录用户进行口令认证之前将

一些恶意或者不合法的连接请求过滤掉，保证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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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配置准备 

用户对 Telnet 或 SSH 方式登录交换机进行了正确配置。 

3.2.2  配置过程 

表3-1 对 Telnet 或 SSH 用户的 ACL 控制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并进入

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number acl-number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此处只能

定义基于数字

标识的访问控

制列表 

基本访问

控制列表

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fragment | 
time-range name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高级访问

控制列表

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protocol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 destination { dest-addr wildcard | any }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icmp-type type code ]  [ established ] 
[ [ precedence precedence | tos tos ]* | 
dscp dscp ] [ fragment ] [ bt-flag ] 
[ time-range name ]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 ttl ttl-value ] 

Telnet 和 SSH
用户引用基本

访问控制列表

和高级访问控

制列表时，子规

则中的参数只

有源 IP 及其掩

码、目的 IP 及

其掩码、

time-range 参

数有效 

定义子规则 

二层访问

控制列表

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cos 
cos-value | c-tag-cos c-cos-value | exp 
exp-value | protocol-type | mac-type 
{ any-broadcast-packet | 
arp-broadcast-packet | 
non-arp-broadcast-packet | 
{ { unicast-packet | multicast-packet } 
[ known | unknown ] } } |  ingress 
{ { source-vlan-id [ to source-vlan-id-end ] | 
source-mac-addr source-mac-wildcard | 
c-tag-vlan c-tag-vlan }* | any } | egress 
{ dest-mac-addr dest-mac-wildcard | any } | 
s-tag-vlan s-tag-vlanid | time-range 
name ]* 

Telnet 和 SSH
用户引用二层

访问控制列表

时，子规则中的

参数只有源

MAC及其掩码、

time-range 参

数有效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user-interface [ type ] firs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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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引用基本

或高级访

问控制列

表 

acl acl-number1 { inbound | outbound } 

acl-number1 为

基本或高级访

问控制列表号，

取值范围是

2000～3999  

引用访问控制

列表，对 Telnet
或 SSH 用户的

呼入

（inbound）/
呼出

（outbound）
进行限制 

引用二层

访问控制

列表 
acl acl-number2 inbound 

acl-number2 为

二层访问控制

列表号，取值范

围是 4000～
4999 

 

缺省情况下，不对用户界面的呼入（inbound）/ 呼出（outbound）进行限制。 

  说明： 

 Telnet 或 SSH 用户的 ACL 控制功能只能引用基于数字标识的访问控制列表。 
 Telnet 或 SSH 用户引用基本访问控制列表或高级访问控制列表时，基于源 IP 或

目的 IP 地址对呼入/呼出进行限制。因此引用基本访问控制列表和高级访问控制

列表子规则时，只有源 IP 及其掩码、目的 IP 及其掩码、time-range 参数有效。

类似的，Telnet 和 SSH 用户引用二层访问控制列表时，基于源 MAC 地址对呼入

/呼出进行限制。因此引用二层访问控制列表子规则时，只有源 MAC 及其掩码、

time-range 参数有效。 
 基于二层访问控制列表对 Telnet、SSH 用户进行控制时，只能限制呼入。 
 对由于受 ACL 限制而被拒绝登录的用户，会记录一次访问失败日志信息。日志

内容包括该用户的 IP 地址、登录方式、登入用户界面索引值和登录失败原因。 

 

3.3  二层 ACL 控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仅允许源 MAC 地址为 00e0-fc01-0101 和 00e0-fc01-0303 的 Telnet 用户访问交换

机。 

2. 组网图 

Switch
PC

 
图3-1 对访问 Switch 的 Telnet 用户进行源 MAC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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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定义二层访问控制列表。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acl number 4000 match-order config 

# 定义子规则。 

[H3C-acl-link-4000] rule 1 permit ingress 00e0-fc01-0101 0000-0000-0000 

[H3C-acl-link-4000] rule 2 permit ingress 00e0-fc01-0303 0000-0000-0000 

[H3C-acl-link-4000] rule 3 deny ingress any 

[H3C-acl-link-4000] quit 

#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4 

# 引用二层访问控制列表，对用户界面的呼入进行限制。 

[H3C-user-interface-vty0-4] acl 4000 inbound 

3.4  基本 ACL 控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和 10.110.100.46 的 Telnet 用户访问交换机。 

2. 组网图 

Switch

Internet

 
图3-2 对 Switch 的 Telnet 用户进行源 IP 控制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访问控制列表。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acl number 2000 match-order config 

# 定义子规则。 

[H3C-acl-basic-2000] rule 1 permit source 10.110.100.52 0 

[H3C-acl-basic-2000] rule 2 permit source 10.110.100.46 0 

[H3C-acl-basic-2000] rule 3 deny source any 

[H3C-acl-basic-20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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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4 

# 引用访问控制列表。 

[H3C-user-interface-vty0-4] acl 2000 inbound 

3.5  对通过 SNMP 访问交换机的用户的 ACL 控制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通过网管软件进行远程管理。网管用户可以通过

SNMP 访问交换机，对这些用户的 ACL 控制功能可以过滤掉不合法的网管用户，使

其不能登录本交换机。 

3.5.1  配置准备 

用户对 SNMP 方式登录交换机进行了正确配置。 

3.5.2  配置过程 

表3-2 对 SNMP 用户的 ACL 控制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并进

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number acl-number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此处只能定义

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

访问控制列表，

acl-number 取值范围

2000～2999。 

定义基本访问控制列表子

规则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fragment 
| time-range name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必选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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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在配置

SNMP 团

体名的命

令中引用

访问控制

列表 

snmp-agent community { read | write } 
community-name  [ mib-view 
view-name ] [ acl acl-number ] 

SNMP 团体名属性是

SNMP V1、SNMP V2
版本的一个特性，所

以在配置 SNMP 团体

名的命令中引用访问

控制列表对使用

SNMP V1、SNMP V2
的网管系统起到过滤

作用。 

在配置

SNMP 组

名的命令

中引用访

问控制列

表 

snmp-agent group { v1 | v2c } 
group-name [ read-view read-view ] 
[ write-view write-view ] [ notify-view 
notify-view ] [ acl acl-number ] 
snmp-agent group v3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read-view 
read-view ] [ write-view write-view ] 
[ notify-view notify-view ] [ acl 
acl-number ] 

引用访问

控制列表，

对通过

SNMP 访

问交换机

的用户进

行控制 

在配置

SNMP 用

户名的命

令中引用

访问控制

列表 

snmp-agent usm-user { v1 | v2c } 
user-name group-name [ acl 
acl-number ]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ha } auth-password ] 
[ privacy-mode des56 priv-password ] 
[ acl acl-number ] 

SNMP 组名、用户名

属性是 SNMP V2 及

以上版本的一个特

性，所以在配置

SNMP 组名、用户名

的命令中引用访问控

制列表对使用 SNMP 
V2及以上版本的网管

系统起到过滤作用。

如果同时在这两个命

令中配置了 ACL控制

功能，则交换机会对

网管用户的这两个属

性都进行过滤。 

 

  说明： 

 snmp-agent community、snmp-agent group、snmp-agent usm-use 三个

命令中引用的访问控制列表可以是不同的访问控制列表。 
 网管用户的 ACL 控制功能只能引用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 

 

关于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命令手册。 

3.6  对通过 SNMP 访问交换机的用户的 ACL 控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和 10.110.100.46 的 SNMP 用户访问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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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ch

Internet

 
图3-3 对 Switch 的 SNMP 用户进行 ACL 控制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访问控制列表和子规则。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acl number 2000 match-order config 

[H3C-acl-baisc-2000] rule 1 permit source 10.110.100.52 0 

[H3C-acl-baisc-2000] rule 2 permit source 10.110.100.46 0 

[H3C-acl-basic-2000] rule 3 deny source any 

[H3C-acl-baisc-2000] quit 

# 引用访问控制列表。 

[H3C]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test acl 2000 

[H3C] snmp-agent group v3 testgroup acl 2000 

[H3C] snmp-agent usm-user v3 testuser testgroup ac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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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VLAN-AC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LAN-ACL 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LAN-ACL简介  

配置 VLAN-ACL VLAN-ACL配置

配置举例 VLAN-ACL配置举例

 

4.1  VLAN-ACL 简介 

VLAN-ACL 即基于 VLAN 的 ACL。用户通过对 VLAN 配置 QACL 动作，从而实现对

VLAN 内所有端口的访问控制。 

VLAN-ACL 使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管理网络。用户只需在 VLAN 下配置 QACL，相

应的 QACL 动作就能同步到所有成员端口，而无需在每个成员端口上单独配置。 

4.2  VLAN-ACL 配置 

4.2.1  配置准备 

在 VLAN 下配置 QACL，VLAN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VLAN 内已经有成员端口 

 VLAN 内的端口不能为 POS 口 

 VLAN 内没有 MPLS 混插端口 

 VLAN 内的端口采用系统默认流模板 

4.2.2  VLAN-ACL 配置过程 

表4-1 VLAN-ACL 配置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ACL 并进入对应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VLAN-ACL 只能采用基本

或高级访问控制列表及其

子规则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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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含有 POS 口或混插端口的

VLAN 不允许下发
VLAN-ACL 

配置包过滤（激活访问控

制列表）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可选 

配置流量监管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cir cbs ebs [ pir ] [ conform 
{ { remark-cos | 
remark-drop-priority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可选 

标记报文优先级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可选 

配置报文重定向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cpu | 
next-hop ip-addr1 [ip-addr2]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可选 

VLAN 视图下的

traffic-redirect 命令只支

持重定向到下一跳和

CPU，不支持重定向到接口

和业务处理板，不支持

nested-vlan 和
modified-vlan 

配置流镜像 
mirrored-to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cpu  

可选 

配置流量统计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可选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端口类型只能为以太网端

口 

将 VLAN 的 QACL 配置手

工同步到指定端口 
port can-access vlan-acl vlan 
vlan-id  可选 

查看 VLAN 中哪些端口已

经同步有该 VLAN 的 ACL
配置 

display vlan-acl-member-ports 
vlan vlan-id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

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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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ACL 配置有以下限制： 

(1) 流模板的限制 

 VLAN-ACL 只在采用默认流模板的端口下发，所下发的 ACL 规则字段只能是

默认流模板规定的字段； 

 若 VLAN 内尚无端口下发 ACL 规则，当在 VLAN 视图下下发第一个规则时会

检查 VLAN 内所有端口，只要有一个端口使用自定义流模板，则不允许下发； 

 若 VLAN 内已有部分端口下发 VLAN-ACL，此时加入一个使用自定义流模板的

端口，结果为：端口能加入 VLAN，但不能下发 VLAN-ACL；此时，再在 VLAN

视图下下发 VLAN-ACL，原有的端口能够成功下发，但新加入的端口无法下发。

当此端口删除自定义流模板时，系统会自动下发 VLAN 内的 QACL 规则到该

端口； 

 当端口已下发有 VLAN-ACL 时，如果想在端口下发自定义流模板，系统会提

示端口已下发有 VLAN-ACL，不允许下发自定义流模板。 

(2) 当端口所在的 VLAN 和端口都下发有 QACL 规则时，只有端口下的 QACL 起

作用；VLAN-ACL 只有在删除端口下的 QACL 规则、并且删除端口下的自定

义流模板之后才起作用。 

(3) 当 VLAN 内没有成员端口时，不允许下发 VLAN-ACL（包括增加和删除规则）。 

(4) 如果两个端口的 VLAN-ACL 同步情况不一致，则这两个端口无法动态聚合 

(5) VLAN-ACL 不能在与 POS 口绑定的 VLAN 下发，即 VLAN-ACL 不会下发到

POS 口。 

(6) 混插端口所在的 VLAN 不允许下发 VLAN-ACL；反之，下发有 VLAN-ACL 的

VLAN 不能再用于 MPLS 混插。 

(7) 若 VLAN 下发 ACL 规则时，属于此 VLAN 的某端口所在单板不在位，则单板

在位以后，此端口不能同步 ACL 规则。如果想同步 ACL 规则，可以通过配置

命令 port can-access vlan-acl 来实现。 

  注意： 

VLAN-ACL 在 XP4B、XP4CA 单板端口下实际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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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8

PC3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4.3  VLAN-AC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7/1/1 和 GigabitEthernet7/1/2 每天 8：00～18：00 转发的报

文下一跳地址都定义为 3.0.0.1。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图4-1 报文重定向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2) 定义 PC 报文的流规则 

# 进入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视图，用 2000 标识。 

[H3C] acl number 2000 

# 定义报文的流分类规则，允许指定时间段内的报文通过。 

[H3C-acl-basic-2000] rule 0 permit source any time-range test 

[H3C-acl-basic-2000] quit 

(3) 对 VLAN 2 配置报文重定向 

# 将 VLAN 2 内的端口转发的报文下一跳都定义为 3.0.0.1。 

[H3C] vlan 2 

[H3C-vlan2]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2000 rule 0 next-hop 3.0.0.1 

(4) 查看配置结果 

# 查看 VLAN 2 内的端口（GigabitEthernet7/1/1 和 GigabitEthernet7/1/2）是否已同

步了 VLA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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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vlan2] display vlan-acl-member-ports vlan 2 

Vlan-acl member port(s): 

      GigabitEthernet7/1/1     GigabitEthernet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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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AC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EACL 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EACL简介  

了解 EACL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EACL配置

配置举例 EACL的配置举例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业务处理板主要指 LSB1NAMB0 板。 
 BT 和自反 ACL 在同一场合下不复用（即在同一个场合下不允许既配置 BT，又

配置自反 ACL）。 

 

5.1  EACL 简介 

为了过滤通过网络设备的数据包，需要配置一系列的匹配规则，以识别需要过滤的

对象。在识别出特定的对象之后，网络设备才能根据预先设定的策略允许或禁止相

应的数据包通过，ACL（访问控制列表）就是用来实现这些功能。EACL(Enhanced 
ACL，增加型 ACL)，即在业务板上实现的 ACL 业务。 

5.2  EACL 配置 

 配置EACL-BT 限流 

 配置EACL-自反ACL 

 EACL-出口EACL的配置过程 

 EACL-入口EACL的配置过程 

5.2.1  配置 EACL-BT 限流 

表5-1 EACL-BT 限流相关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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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可选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此 ACL 规则用于端口

的流重定向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创建用于 BT 限流的

ACL 规则，不支持二层 ACL 

定义 BT 限流 ACL 子规则 

rule [ rule-id ] permit tcp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 destination { dest-addr 
wildcard | any }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bt-flag [ time-range name ] 

带 bt-flag 参数的子规则用于

BT 限流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配置 BT 流量监管 

traffic-limit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traffic-index traffic-index 
{ conform { remark-cos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slot slotid 

必选，下发带 bt-flag 的 ACL
规则到 VLAN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进入需要配置 BT 限流

的以太网端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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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在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向，将

指定端口下的报文定向到业

务处理板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ystem-index index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designated-vlan 
vlanid  

必选，slotid 为业务处理板所

在槽位号，目前业务板不支持

组播，可以通过 ACL 限制组

播报文重定向到业务板 

 

5.2.2  配置 EACL-自反 ACL  

表5-2 EACL-自反 ACL 相关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可选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此 ACL 规则被用于端

口的流重定向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创建用于自反 ACL 的

ACL 规则，不支持二层 ACL 

定义自反 ACL 的 ACL 子规则

rule [ rule-id ] permit { icmp | 
tcp | udp }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 destination 
{ dest-addr wildcard | any } ] 
[ icmp-type type code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reflective ] [ time-range 
name ]  

带 reflective 参数的子规则用

于自反 ACL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需要配置自反 ACL 端口所在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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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自反 ACL 

packet-filter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必选，下发带参数 reflective
的 ACL 规则到 VLAN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必选，进入需要配置自反 ACL
的以太网端口视图 

在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向，将

指定端口下的报文定向到业

务处理板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ystem-index index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designated-vlan 
vlanid  

必选，slotid 为业务处理板所

在槽位号，目前业务板不支持

组播，可以通过 ACL 限制组

播报文重定向到业务板 

 

5.2.3  EACL-出口 EACL 的配置过程 

表5-3 EACL-出口 EACL 相关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可选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定义自 ACL 子规则 rule 必选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配置出端口包过滤 
packet-filter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出端口流量监管 

traffic-limit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traffic-index traffic-index 
{ conform { remark-cos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slot slotid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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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标记出端口报文优先级 

traffic-priority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出端口报文重定向 

traffic-redirect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cpu 
| next-hop ip-addr1 [ip-addr2]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出端口流量统计 
traffic-statistic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slot slotid  

可选 

 

5.2.4  EACL-入口 EACL 的配置过程 

表5-4 EACL-入口 EACL 相关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可选 

进入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定义自 ACL 子规则 rule 必选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 

配置入端口包过滤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入端口流量监管 

traffic-limit out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traffic-index traffic-index 
{ conform { remark-cos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slot slotid 

可选 

标记入端口报文优先级 

traffic-priority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auto | remark-policed-service { trust-dscp | 
dscp dscp-value | untrusted dscp dscp-value cos 
cos-value local-precedence local-precedence 
drop-priority drop-level } } slot slotid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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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入端口报文重定向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cpu 
| next-hop ip-addr1 [ip-addr2] [ invalid { forward | 
drop }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入端口流量统计 
traffic-statistic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slot slotid  

可选 

退出 VLAN 列表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在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

向，将指定端口下的报文

定向到业务处理板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ystem-index index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designated-vlan vlanid  

必选，

slotid 为业

务处理板

所在槽位

号 

 

5.3  EACL 的配置举例 

5.3.1  自反 AC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自反 ACL，达到只有私网访问了公网后才允许公网访问私网，以防止受到

外部网络的攻击，保护私网内部的安全。 

本举例通过配置合适的 ACL 及其子规则，完成自反 ACL 的配置。 

  注意： 

自反 ACL 在 NAM 和 NAT 上实现的方式有所区别，本配置在 NAM 业务板上实现。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公网 私网

 
图5-1 自反 ACL 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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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定义带 reflective 参数的高级访问控制列表子规则。 

<H3C> system-view 

[H3C] acl number 3001 

[H3C-acl-adv-3001] rule 0 permit udp reflective 

[H3C-acl-adv-3001] rule permit tcp reflective 

[H3C-acl-adv-3001] rule permit icmp reflective 

[H3C-acl-adv-3001] quit 

# 在 VLAN 40 下配置自反 ACL。 

[H3C] vlan 40 

[H3C-vlan40] packet-filter outbound ip-group 3001 slot 5 

[H3C-vlan40] quit 

# 定义用于端口重定向的控制列表子规则。 

[H3C] acl number 3002 

[H3C-acl-adv-3002] rule 0 permit udp 

[H3C-acl-adv-3002] rule permit tcp  

[H3C-acl-adv-3002] rule permit icmp  

[H3C-acl-adv-3002] quit 

# 在 VLAN 40 所属端口下配置重定向命令。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7/1/1  

[H3C-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2 slot 5 

designated-vlan 40 

5.3.2  EACL BT 限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BitTorrent（比特洪流，简称 BT）是一种用来进行文件下载的共享软件，其特点是：

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BT 下载大大降低了下载服务器的负荷，但也造成网络下

载的数据量剧增，使得网络带宽被大量的 BT 下载流量占据，严重影响其它网络业

务，由此产生了对 BT 流量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 

本举例通过配置合适的 ACL 及其子规则，达到在业务处理上限制一定的 BT 数据流

通过。 

  注意： 

BT 限流只能配置在 NAM 业务处理板上，而且只能在 OUTBOUND 方向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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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图5-2 BT 限制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 定义带 bt-flag 的高级访问控制列表子规则。 

<H3C> system-view 

[H3C] acl number 3000 

[H3C-acl-adv-3000] rule permit tcp bt-flag  

[H3C-acl-adv-3000] quit 

# 定义限流参数。 

[H3C] traffic-params 1 cir 1000 cbs 2000 ebs 800000 

＃在 VLAN 40 下配置 BT 限流。 

[H3C] vlan 40 

[H3C-vlan40] traffic-limit outbound ip-group 3000 rule 0 tc-index 1 

traffic-index 1 exceed drop slot 5 

# 定义用于端口重定向的控制列表子规则。 

[H3C] acl number 3002 

[H3C-acl-adv-3002] rule 0 permit tcp 

# 在 VLAN 40 所属端口下配置重定向命令。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7/1/1  

[H3C-GigabitEthernet7/1/1]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3002 slot 5 

designated-vla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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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全局 AC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全局 ACL 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全局ACL简介

了解全局 ACL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全局ACL配置

配置举例 全局ACL配置举例

 

6.1  全局 ACL 简介 

全局 ACL 即基于单板的 ACL，全局 ACL 使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管理网络。用户只

需在单板上配置 ACL，就可以实现对单板上所有端口的访问控制，而无需在每个端

口上单独配置，从而节省资源、方便用户管理。 

  说明： 

 配置全局 ACL 后，全局配置的 ACL 优先于端口、VLAN 下配置的 ACL 进行匹配； 
 后缀为 C/CA/CB、DA/DB/DC 的接口板支持全局 ACL 功能；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不支持在配置有跨板聚合的接口板上激活全局 ACL。 
 如果全局 ACL 是用默认流模板，可以不在端口下发自定义流模板；如果全局 ACL
采用了用户自定义流模板，除了在全局下发自定义流模板，还要在需要匹配规则

的端口也下发自定义流模板，否则配置可能无法生效。 
 9502 的 1 号槽由业务板改为主控板后，原先下发的全局 ACL 在主备倒换后会被

删除。 

 

6.2  全局 ACL 配置 

表6-1 全局 ACL 配置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 ACL 并进入对应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link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 

退出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q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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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定义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id 
template-info 可选 

使能全局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global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包过滤（激活访问控制列

表）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可选 

配置流量监管 

traffic-limit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tc-index index ] cir cbs ebs [ pir ] [ conform 
{ { remark-cos | remark-drop-priority }* | 
remark-policed-service } ] [ exceed 
{ forward | drop } ] slot slotid 

可选 

查看全局 ACL 配置 display acl global slot slotid 
display 命令

可以在任意

视图执行 

 

6.3  全局 ACL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公司企业网通过 Switch 的百兆端口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互连，且财务部门的工

资查询服务器地址为 129.110.1.2。 

 通过正确配置 ACL，限制各部门在 8:00 至 18:00 的上班时间内不能访问工资

服务器。 

2. 组网图 

管理部门

工资查询服务器
129.110.1.2

财务部门

总裁办公室

129.111.1.2

Switch

管理部门

工资查询服务器
129.110.1.2

总裁办公室

129.111.1.2

Switch

管理部门

工资查询服务器
129.110.1.2

财务部门

总裁办公室

129.111.1.2

Switch

管理部门

工资查询服务器
129.110.1.2

总裁办公室

129.111.1.2

Switch

 
图6-1 访问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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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与 ACL 配置相关的命令。 

 

(1) 定义上班时间段 

# 定义 8:00 至 18:00 的周期时间段。 

<H3C> system-view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working-day 

(2) 定义到工资服务器的 ACL 规则 

# 进入基于名字的高级访问控制列表视图。 

[H3C] acl name traffic-of-payserver advanced 

# 定义到工资服务器的访问规则。 

[H3C-acl-adv-traffic-of-payserver] rule 1 deny ip source any destination 

129.110.1.2 0.0.0.0 time-range test 

[H3C-acl-adv-traffic-of-payserver] quit 

(3) 激活 ACL 

# 激活接入各部门接口板上的 ACL 规则。 

[H3C]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traffic-of-payserver slot 5 

(4) 查看配置结果 

# 查看接口板上是否下发有 ACL。 

[H3C] display acl global slot 5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traffic-of-payserver system-index 1 slo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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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AC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CL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ACL简介  

了解 ACL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CL配置

显示配置后 ACL 的运行情况以及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ACL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高级ACL配置案例

配置举例 2：基本ACL配置案例

配置举例 3：二层ACL配置案例

配置举例 4：BT禁流配置实例

配置举例 5：默认流模板下配置过滤某固定源MAC
的ARP报文配置实例  

 

1.1  ACL 简介 

为了过滤通过网络设备的数据包，需要配置一系列的匹配规则，以识别需要过滤的

对象。在识别出特定的对象之后，网络设备才能根据预先设定的规则允许或禁止相

应的数据包通过。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就是用来实现这些功

能。 

ACL 通过一系列的匹配规则对数据包进行分类，这些条件可以是数据包的源地址、

目的地址、端口号等。ACL 可应用在交换机全局或端口上，交换机根据 ACL 中指定

的匹配规则来检测数据包，从而决定是转发还是丢弃该数据包。 

由 ACL 定义的数据包匹配规则，还可以在其它需要对流量进行区分的场合引用，如

定义 QoS 中的流分类规则时。 

一条 ACL 规则可以由多条子规则组成。由于每一条子规则指定的数据包的范围大小

有别，在匹配一个 ACL 规则的时候就存在匹配顺序的问题。 

1.1.1  ACL 直接下发到硬件中的情况 

交换机中 ACL 可以直接下发到交换机的硬件中，用于数据转发过程中的过滤和流分

类。 

ACL 直接下发到硬件的情况包括：交换机实现 QoS 功能时引用 ACL、通过 ACL 过

滤转发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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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ACL 被上层模块引用的情况 

交换机也使用 ACL 对由软件处理的报文进行过滤和流分类。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在

定义 ACL 的时候指定一条 ACL 中多个子规则的匹配顺序。此时 ACL 子规则的匹配

顺序有两种：config（按用户的配置顺序）和 auto（系统自动排序，即按“深度优

先”的顺序）。用户一旦指定某一条 ACL 规则的匹配顺序，就不能再更改该顺序（除

非把该规则的内容全部删除，再重新指定其匹配顺序）。 

ACL 被上层模块引用的情况包括：路由策略引用 ACL、对登录用户进行控制时引用

ACL 等。 

  说明： 

 “深度优先”的原则是指：把指定数据包范围最小的语句排在最前面。这一点可

以通过比较 IP 地址的通配符来实现，通配符越小，则指定的主机的范围就越小。

比如 129.102.1.1 0.0.0.0 指定了一台主机：129.102.1.1，而 129.102.1.1 
0.0.255.255 则指定了一个网段：129.102.1.1～129.102.255.255。显然前者在访

问控制规则中排在前面。具体标准为：对于基本访问控制规则的语句，直接比较

源地址通配符，通配符相同的则按配置顺序；对于基于接口过滤的访问控制规则，

配置了“any”的规则排在后面，其它按配置顺序；对于高级访问控制规则，首

先比较源地址通配符，相同的再比较目的地址通配符，仍相同的则比较端口号的

范围，范围小的排在前面，如果端口号范围也相同则按配置顺序。 
 用户定义的 ACL 匹配顺序只对同一条 ACL 的多个子规则同时下发的情况有效。

例如，同一条 ACL 的两个子规则，如果不是同时下发，即使用户配置了“深度

优先”的匹配顺序，交换机仍然会按照下发的先后顺序来匹配这两个子规则。 
 当 ACL 的多个规则存在包含关系的时候，建议用户按照指定数据包范围的大小，

首先下发指定数据包范围最小的规则，然后依次下发其他规则。 

 

1.1.3  以太网交换机支持的 ACL 

在以太网交换机中，ACL 分为以下几类： 

 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 ACL。 

 基于名字标识的基本 ACL。 

 基于数字标识的高级 ACL。 

 基于名字标识的高级 ACL。 

 基于数字标识的二层 ACL。 

 基于名字标识的二层 ACL。 

交换机上对各种 ACL 的数目限制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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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ACL 的数量限制 

项目 数字取值范围 最多可以定义的数量 

基于数字标识的基本 ACL 2000～2999 1000 

基于数字标识的高级 ACL 3000～3999 1000 

基于数字标识的二层 ACL 4000～4999 1000 

基于名字标识的基本 ACL - - 

基于名字标识的高级 ACL - - 

基于名字标识的二层 ACL - - 

一条 ACL 可以定义的子规则 0～127 128 

整系统可以定义的 大 ACL 子规则数 - 12288 

 

表1-2 不同规格接口板下发 ACL 规则的数量限制 

接口板后缀 是否支持 MPLS 每板/每端口支持下发的最大 ACL 规则数量

B 

DA 

DB 

DC 

不支持 MPLS 1024 

C 

CA 

CB 

支持 MPLS 1023 

 

业务处理板整板支持下发的 大 ACL 规则数量为 1024。 

  说明： 

单板后缀可以通过单板前面板右上角的丝印来辨别。例如，LSB1GP12B0 单板的丝

印为：GP12B，此单板后缀为 B。 

 

1.2  ACL 配置 

 ACL配置 

 时间段配置 

 定义和应用流模板 

 定义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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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ACL 

1.2.1  ACL 配置 

对普通接口板，ACL 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3 ACL 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 { to end-time 
end-date } } 

可选 

定义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id 
template-info 可选 

进入 ACL 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link ]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 

退出 ACL 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nterface-type 只能

是以太网端口类型 

在端口下应用定义好的流

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可选， 

前面定义了流模板

才有此步操作 

激活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必选 

 

对业务处理板，ACL 的配置过程如下： 

表1-4 ACL 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可选 

进入 ACL 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dvanced | basic | link]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必选，业务处理板不

支持二层 ACL 

定义子规则 rule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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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退出 ACL 视图 quit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在端口下配置报文重定向，

将指定 VLAN 下的报文定向

到业务处理板 
traffic-redirect inbound ip-group  

必选，请参见“6-1  
QoS 配置”中的

“1.2.5  报文重定向

配置” 

退出以太网端口视图 Quit -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必须进入重定向指定

的 VLAN 视图 

在 VLAN 下激活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 ] 

必选 

 

1.2.2  时间段配置 

时间段有如下两种情况： 

 周期时间段：采用每周周几的形式； 

 绝对时间段：采用从起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形式。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时间段。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创建/删除时间段 

操作 命令 

创建时间段 
time-range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删除时间段 

undo time-range { tim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of-the-week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from start-time start-date [ to end-time end-date ] | to end-time 
end-date ] | all } 

 

start-time 和 end-time days-of-the-week 共同定义了周期时间段， start-time 
start-date 和 end-time end-date 共同定义了绝对时间段。 

如果用户只定义了周期时间段，那么： 

 如果只定义了一个周期时间段，则只有进入该周期时间段内，该时间段才处于

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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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定义了多个周期时间段（使用同一个时间段名称进行多次配置），则只有

在进入这些周期时间段内，这些时间段才处于激活状态。 

如果用户只定义了绝对时间段，那么： 

 如果只定义了一个绝对时间段，则只有进入该绝对时间段内，该时间段才处于

激活状态。 

 如果定义了多个绝对时间段（使用同一个时间段名称进行多次配置），则只有

进入这些绝对时间段内，这些绝对时间段才处于激活状态。 

如果用户同时定义了绝对时间段和周期时间段，那么： 

 如果只同时定义了一个绝对时间段和一个周期时间段，则只有同时满足绝对时

间段和周期时间段，该时间段才处于激活状态。例如，一个时间段定义了绝对

时间段：从 2004 年 1 月 1 日零点零分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 23 点 59 分，同

时定义了周期时间段：每周三的 12：00 到 14：00。该时间段只有在 2004 年

内每周三的 12：00 到 14：00 才进入激活状态。 

 如果同时定义了多个绝对时间段和多个周期时间段，则只有同时满足多个绝对

时间段和多个周期时间段时（即，先取绝对时间段之间的并集以及周期时间段

之间的并集，然后再取绝对时间段并集和周期时间段并集的交集），该时间段

才进入激活状态。 

  说明： 

 不能一次配置多个周期时间段或者多个绝对时间段，需要使用同一个时间段名称

进行多次配置。 
 如果不配置起始时分和结束时分，时间段就是一天（00:00～24:00）。 
 如果不配置结束日期，时间段就是从配置生效之日起到系统可以表示的最大时间

为止（目前系统所能表示的最大时间段范围是 1970/01/01～2100/12/31）。 

 

1.2.3  定义和应用流模板 

流模板用于交换机对报文进行流分类，它定义了流分类可以采用的信息。例如，如

果流模板定义了源 IP、目的 IP、源 TCP 端口和目的 TCP 端口四元组，那么，只有

具备了上述四元组的流规则才可以正确下发到硬件中（用于包过滤、流量监管、优

先级替换等 QoS 功能），否则，此流规则将不能下发到硬件中，QoS 功能也不能

引用此流规则。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流模板。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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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创建/删除流模板 

操作 命令 

定义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id template-info  

删除流模板 undo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slotid 

 

在定义流模板时，模板中所有的元素大小之和要不大于 16 个字节。各个元素所占的

字节数请参考下表。 

表1-7 各个元素所占字节数 

名称 描述 流模板中占用的字节数 

bt-flag BT 标志位 6 字节 

Cos 报文携带的 外层 802.1QTag 中的

802.1p 优先级 

s-tag-vlan 报文携带的 外层 802.1QTag 中的
VLAN ID 

对于后缀为 DA/DB/DC 的单

板，s-tag-vlan 占用 2 个字节，

cos 占用 1 个字节，当两个都

定义时，共同占用 3 字节；对

于其它单板，s-tag-vlan 和 cos
两个元素共同占用 2 字节，即

无论定义其中任何一个或两

个都定义，它们在流模板中都

占用 2 个字节 

Dip IP 报文头部的目的 IP 地址域 4 字节 

Dmac 以太网报文头部的目的 MAC 地址域 6 字节 

Dport 目的端口域 2 字节 

dscp  IP 报文头部的 DSCP 域 

ip-precedence IP 报文头部的 ip 优先级域 

tos IP 报文头部的 Tos 域 

exp MPLS 报文的 EXP 字段 

1 字节 

ethernet-protocol  以太网报文头部的协议类型域 6 字节 

fragment-flags IP 报文头部的分片标志字段 不占字节 

icmp-code  ICMP 代码域 1 字节 

icmp-type  ICMP 类型域 1 字节 

mac-type 报文的 MAC-TYPE 字段 不占字节 

c-tag-cos 报文携带的内层 802.1QTag 中的

802.1p 优先级 

c-tag-vlan 报文携带的内层 802.1QTag 中的
VLAN ID 

6 字节 

ip-protocol  IP 报文头部的协议类型域 1 字节 

sip  IP 报文头部的源 IP 地址域 4 字节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ACL 第 1 章  ACL 配置

 

1-8 

名称 描述 流模板中占用的字节数 

smac  以太网报文头部的源 MAC 地址域 6 字节 

sport  源端口域 2 字节 

tcp-flag  TCP 报文头部的标志域 1 字节 

vlanid 交换机给报文分配的 VLAN ID 2 字节 

vpn 为 MPLS L2VPN 预定义的流模板 2 字节 

ttl 报文的存活时间 1 字节 

 

  说明： 

 以上表格中各个元素所占的字节数并不是 IP 报文中各个元素的大小，而是这些

元素在流模板中所占用的字节大小。例如 DSCP 在 IP 报文中是 6 比特，在流模

板中大小是 1 字节。用户需要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所定义的流模板的元素之和是

否超过了 16 字节。 
 dscp、exp、ip-precedence、tos 四个元素占用同一个字节。无论定义这四个元

素中任意一个、或者同时定义 ip-precedence 和 tos，它们在流模板中都只占用

一个字节。 
 c-tag-cos 和 c-tag-vlan 两个元素共同占用 6 字节，即无论定义其中任何一个或两

个都定义，它们在流模板中都占 6 个字节。 
 fragement-flags、mac-type 元素不占用流模板的字节，所以在判断流模板的元素

之和是否超过 16 字节时不必考虑 fragement-flags、mac-type 元素。 
 mac-type 不支持百兆口的 C 类单板。 
 对于使用 Qos 和 ACL 配置进行 TTL=1 IP 报文防攻击的时候，该配置会将一些

TTL=1的 IP协议报文过滤掉，所以配置时需要增加一些规则以允许需要的TTL=1
的协议报文上送 CPU。 

 使能 VLL 的端口上如果要绑定用户定义流模板，则该用户定义流模板必须包含

VLAN 字段。 

 

交换机每块单板支持两个流模板。一个是系统默认流模板，另一个是用户自定义流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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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目前系统默认流模板为：ip-protocol tcp-flag sport dport icmp-type icmp-code sip 
0.0.0.0 dip 0.0.0.0 ethernet-protocol vlanid，其中，ethernet-protocol 字段不占

用 IP 子流摸版字段，此字段的主要作用是使用户配置针对 ARP 报文的相关动作

更加方便，用户可以在默认流摸版下直接下发带有以太网类型字段的 ACL 规则。 
 在系统默认流摸版下增加了除 0x0800，0x8847，0x8848， 0x86dd这几种类型

之外的报文与源MAC字段组合的二层规则下发支持，但是不支持只带源MAC字

段的二层规则。更多信息，请参见“1.4.5  默认流模板下配置过滤某固定源MAC
的ARP报文配置实例”。 

 

用户不能对系统默认的流模板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只能对用户自定义的流模板

进行操作。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把用户自定义的流模板应用到指定的以太网端口上。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应用/取消流模板 

操作 命令 

应用流模板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取消流模板的应用 undo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1.2.4  定义 ACL 

交换机支持多种 ACL，下面分别介绍如何定义这些 ACL。 

定义 ACL 的步骤为： 

(1) 进入相应的 ACL 视图 

(2) 定义 ACL 的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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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如果定义 ACL 时不使用关键字参数 time-range，则此 ACL 激活后将在任何时刻

都生效。 
 在定义 ACL 的子规则时，用户可以多次使用 rule 命令给同一个 ACL 定义多条子

规则。 
 在端口下配置 QoS/ACL 动作时，如果不带子规则下发，则按照 ACL 规则定义的

匹配顺序匹配；如果带具体子规则下发，则按照端口下下发的顺序匹配。 
 缺省情况下，ACL 中子规则的匹配顺序为按用户配置顺序（config）进行匹配。 
 如果用户需要替换一条已存在的子规则，建议先使用 undo命令删除原有子规则，

然后再重新配置。 

 

1. 定义基本 ACL 

基本 ACL 只根据源 IP 地址制定规则，对数据包进行相应的分析处理。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定义基本 ACL。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定义基本 ACL 

操作 命令 

从系统视图进入基本 ACL 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basic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定义子规则（在基本 ACL 视图

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fragment | time-range name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删除 ACL 的一个子规则（在基本

ACL 视图下） 
undo rule rule-id [ source | fragment | time-range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删除 ACL，或者删除全部 ACL
（在系统视图下） undo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ll } 

 

2. 定义高级 ACL 

高级 ACL 根据源 IP、目的 IP、使用的 TCP 或 UDP 端口号、报文优先级等数据包

的属性信息制定分类规则，对数据包进行相应的处理。高级 ACL 支持三种报文优先

级的分析处理：TOS（Type Of Service，服务类型）优先级、IP 优先级和 DSCP
优先级。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定义高级 ACL。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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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定义高级 ACL 

操作 命令 

从系统视图进入高级 ACL
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advanced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定义子规则（在高级 ACL
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protocol [ source { source-addr 
wildcard | any } ] [ destination { dest-addr wildcard | any }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icmp-type type code ] [ established 
{ match-any | match-all } { [ urg ] | [ ack ] | [ psh ] | [ rst ] | [ syn ] 
| [ fin ] }*] [ [ precedence precedence | tos tos ]* | dscp dscp ] 
[ fragment ] [ bt-flag ] [ time-range name ] [ vpn-instance 
instance-name ] [ ttl ttl-value ] 

删除ACL的一个子规则（在

高级 ACL 视图下） 

undo rule rule-id [ source | destination | source-port | 
destination-port | icmp-type | precedence | tos | dscp | 
fragment | bt-flag | time-range | vpn-instance ]* 

删除 ACL，或者删除全部

ACL（在系统视图下） undo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ll } 

 

  注意： 

 上面命令中的 port1、port2 参数指的是各种高层应用使用的 TCP 或者 UDP 的端

口号，对于部分常见的端口号，可以用相应的助记符来代替其实际数字，如使用

“bgp”来代替 BGP 协议使用的 TCP 端口号 179。 
 如果某个高级 ACL 已经被 IDS 占用，用户将不能通过命令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 
 指定了 bt-flag 的子规则无法用于 traffic-redirect 命令。 

 

3. 定义二层 ACL 

二层 ACL 根据源 MAC 地址、源 VLAN ID、二层协议类型、目的 MAC 地址等二层

信息制定规则，对数据进行相应处理。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定义二层 ACL。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定义二层 ACL 

操作 命令 

从系统视图进入二层 ACL 视图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link } 
[ match-order { config | aut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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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定义子规则（在二层 ACL 视图下）

rule [ rule-id ] { permit | deny } [ cos cos-value | 
c-tag-cos c-cos-value | exp exp-value | protocol-type | 
mac-type { any-broadcast-packet | 
arp-broadcast-packet | non-arp-broadcast-packet | 
{ { unicast-packet | multicast-packet } [ known | 
unknown ] } } | ingress { { source-vlan-id [ to 
source-vlan-id-end ] | source-mac-addr 
source-mac-wildcard | c-tag-vlan c-tag-vlan }* | any } | 
egress { dest-mac-addr dest-mac-wildcard | any } | 
s-tag-vlan s-tag-vlanid | time-range name ]* 

删除 ACL 的一个子规则（在二层

ACL 视图下） undo rule rule-id 

删除 ACL，或者删除全部 ACL（在

系统视图下） undo acl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all } 

 

1.2.5  激活 ACL 

将 ACL 定义好后，必须激活之后才能使之生效。本配置用来激活那些对交换机硬件

转发的数据进行过滤或分类的 ACL。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激活定义好的 ACL。 

对普通接口板，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激活 ACL 

操作 命令 

激活三层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取消激活三层 ACL undo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同时激活二层和三层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同时取消激活二层和三层
ACL 

undo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rule rule } 

激活二层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取消激活二层 ACL undo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对业务处理板，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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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激活 ACL 

操作 命令 

激活三层 ACL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system-index index ] [ slot slot-id ] ]  

取消激活三层 ACL undo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 acl-number | 
acl-name } [ rule rule ] [ slot slotid ] 

 

  注意： 

 业务处理板（本文中主要指 LSB1NATB0 板）采用的 QoS/ACL 命令形式与普通

接口板有所不同，请用户注意手册中相关说明。 
 在业务处理板上配置 packet-filter 命令前必须先在端口视图下配置报文重定向，

将指定 VLAN 内的报文重定向到业务处理板。 
 业务处理板不支持二层 ACL。 

 

system-index index 参数是 ACL 规则的系统索引值。系统下发一条规则后，会自

动给该规则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索引值，用于系统运行时对该规则进行检索。用户

在使用本命令下发一条规则时，也可以为该规则指定一个系统索引值，但该值在系

统运行过程中可能改变。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不要手动指定该参数。 

1.3  ACL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CL 的运行情

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

以将有关 ACL 的统计信息清除。 

表1-14 ACL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当前时间段的配置和状态 display time-range { all | name } 

显示 ACL 的详细配置信息 display acl config { all | acl-number | acl-name }  

显示指定单板上下发的 ACL 规则总数 display acl remaining entry slot slotid 

显示 ACL 的下发应用信息 display acl running-packet-filter { all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显示流模板的详细配置信息 
display flow-template [ defaul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id | 
user-defined ] 

清除 ACL 的统计信息 reset acl counter { all | acl-number | acl-name } 

 

display acl config 命令显示的信息是由交换机 CPU 处理的匹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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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参数说明请参见命令手册。 

1.4  ACL 典型配置案例 

1.4.1  高级 ACL 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公司企业网通过 Switch 的百兆端口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互连。研发部门由

Ethernet2/1/1 端口接入，财经部门的工资查询服务器地址为 129.110.1.2。要求正

确配置 ACL，限制研发部门在上班时间 8:00 至 18:00 访问工资服务器。 

2. 组网图 

管理部门

工资查询服务器

129.110.1.2

财务部门

#4#3

#2

Switch
#1

 
图1-1 访问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与 ACL 配置相关的命令。 

 

(1) 定义上班时间段 

# 定义 8:00 至 18:00 的周期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working-day 

(2) 定义到工资服务器的 ACL 

# 进入基于名字的高级 ACL 视图，命名为 traffic-of-payserver。 

[H3C] acl name traffic-of-payserver advanced 

# 定义到工资服务器的访问规则。 

[H3C-acl-adv-traffic-of-payserver] rule 1 deny ip source any destination 

129.110.1.2 0.0.0.0 time-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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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 ACL 

# 将 traffic-of-payserver 的 ACL 在研发部门接入的端口上激活。 

[H3C-Ethernet2/1/1]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traffic-of-payserver 

1.4.2  基本 ACL 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基本 ACL，实现在每天 8:00～18:00 时间段内对源 IP 为 10.1.1.1 主机发出报文

的过滤（该主机从交换机的 Ethernet2/1/1 接入）。 

2. 组网图 

Switch

#1
至路由器

 
图1-2 访问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与 ACL 配置相关的命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2) 定义源 IP 为 10.1.1.1 的 ACL 

# 进入基于名字的基本 ACL 视图，命名为 traffic-of-host。 

[H3C] acl name traffic-of-host basic 

# 定义源 IP 为 10.1.1.1 的访问规则。 

[H3C-acl-basic-traffic-of-host] rule 1 deny ip source 10.1.1.1 0 time-range 

test 

(3) 激活 ACL 

# 将 traffic-of-host 的 ACL 激活。 

[H3C-Ethernet2/1/1]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traffic-of-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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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二层 ACL 配置案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二层 ACL，实现在每天 8:00～18:00 时间段内对源 MAC 为 00e0-fc01-0101、
目的 MAC 为 00e0-fc01-0303 的报文的过滤。（在交换机的 Ethernet2/1/1 进行本项

配置） 

2. 组网图 

Switch

#1
至路由器

 
图1-3 访问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与 ACL 配置相关的命令。 

 

(1) 定义时间段 

# 定义 8:00～18:00 时间段。 

[H3C] time-range test 8:00 to 18:00 daily 

(2) 创建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2 smac 0-0-0 dmac 0-0-0 

(3) 定义源 MAC 为 00e0-fc01-0101、目的 MAC 为 00e0-fc01-0303 的 ACL 

# 进入基于名字的二层 ACL 视图，命名为 traffic-of-link。 

[H3C] acl name traffic-of-link link 

# 定义源 MAC 为 00e0-fc01-0101 目的 MAC 为 00e0-fc01-0303 的流分类规则。 

[H3C-acl-link-traffic-of-link] rule 1 deny ingress 00e0-fc01-0101 0-0-0 

egress 00e0-fc01-0303 0-0-0 time-range test 

[H3C-acl-link-traffic-of-link] quit 

(4) 在端口下应用用户自定义流模板，并激活 ACL 

# 在端口 Ethernet2/1/1 下应用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H3C] interface Ethernet2/1/1 

[H3C-Ethernet2/1/1]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 将 traffic-of-link 的 ACL 在端口下激活。 

[H3C-Ethernet2/1/1]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traffic-of-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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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BT 禁流配置实例 

1. 组网需求 

BitTorrent（比特洪流，简称 BT）是一种用来进行文件下载的共享软件，其特点是：

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BT 下载大大降低了下载服务器的负荷，但也造成网络下

载的数据量剧增，使得网络带宽被大量的 BT 下载流量占据，严重影响其它网络业

务，由此产生了对 BT 流量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 

本配置任务要求通过配置合适的 ACL 及其子规则，达到禁止 BT 数据流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7/1/8 的目的。 

  注意： 

 LSB1XP4 系列单板不支持 BT 禁流配置。 
 后缀为 DA/DB/DC 的单板不支持 BT 禁流配置。 

 

2. 组网图 

VLAN2,

GE7/1/1

VLAN2,
1.0.0.1/8

PC1

VLAN3,
2.0.0.1/8

GE7/1/8

GE7/1/2
VLAN3,

2.0.0.1/8

PC2  
图1-4 BT 禁止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用户自定义流模板 
[H3C]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slot 7 ip-protocol bt-flag sip 0.0.0.0 dport 

(2) 定义高级 ACL 子规则 
[H3C] acl number 3000 

[H3C-acl-adv-3000] rule 0 deny tcp bt-flag 

[H3C-acl-adv-3000] quit 

(3) 进入端口 GE7/1/8，在端口下配置 BT 禁流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7/1/8 

[H3C-GigabitEthernet7/1/8] flow-template user-defined 

[H3C-GigabitEthernet7/1/8] packet-filter inbound ip-group 3000 ru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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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默认流模板下配置过滤某固定源 MAC 的 ARP 报文配置实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作为网关设备，下挂某用户 PC，该用户 PC 因感染病毒而发出大量的 ARP
报文攻击网关设备，冲击交换机的 CPU。 

本配置任务要求：通过配置来丢弃此用户发出的 ARP 报文，假设此用户的源 MAC
地址为 0000-0000-1010。 

2. 组网图 

Switch

#1
至路由器

 
图1-5 默认流模板下过滤某固定源 MAC 的 ARP 报文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定义二层 ACL 子规则 
[H3C] acl number 4000 

[H3C-acl-link-4000] rule 0 deny arp ingress 0000-0000-1010 0-0-0 

[H3C-acl-link-4000] quit 

(2) 进入端口 GigabitEthernet7/1/8，在端口下配置过滤规则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7/1/8 

[H3C-GigabitEthernet7/1/8] packet-filter inbound link-group 4000 ru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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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协议端口安全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协议端口安全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协议端口安全简介

了解协议端口安全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协议端口安全

 

1.1  协议端口安全简介 

协议端口安全功能，全称为 TCP、UDP 协议端口关闭检查功能，减少板间通信和主

控板 CPU 运算，增强交换机对于报文的抗干扰能力。如果某项协议没有使能，则交

换机能够在接口板将目的 IP 是交换机虚接口 IP 的协议报文进行丢弃，减少不必要

的板间通信和主控板 CPU 运算。 

1.2  配置协议端口安全 

1.2.1  设置协议端口状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设置协议端口状态 

操作 命令 

使能协议端口安全功能 ip portsafe enable 

关闭协议端口安全功能 undo ip portsafe enable 

 

缺省情况下，使能协议端口安全功能。 

目前已经进行检查的协议： 

表1-2 协议端口状态 

协议 端口 默认状态 

IGMP/IGSP PROTOCOL:2 Close 

OSPF PROTOCOL:89 Close 

PIM PROTOCOL:123 Close 

SSH TCP:22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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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端口 默认状态 

TELNET TCP:23 Close 

HTTP TCP:80 Open 

BGP TCP:179 Close 

MPLS LDP TCP:646 Close 

DHCP UDP:67,68 Close 

NTP UDP:123 Close 

SNMP-AGENT UDP:161 Close 

RIP UDP:520 Close 

MPLS LDP UDP:646 Close 

RADIUS CLIENT UDP:1812 Close 

RADIUS LOCAL SERVER UDP:1645,1646 Open 

PORTAL SERVER UDP:2000 Close 

 

1.2.2  设置 HTTP 协议的端口状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设置 HTTP 协议的端口状态 

操作 命令 

关闭 HTTP 协议的端口 ip http shutdown 

打开 HTTP 协议的端口 undo ip http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HTTP 协议的 80 端口是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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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802.1x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802.1x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802.1x简介

了解 802.1x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802.1x配置

显示配置后 802.1x 的运行情况 802.1x的显示和调试

了解 802.1x 典型配置 802.1x典型配置举例

 

1.1  802.1x 简介 

1.1.1  802.1x 标准简介 

IEEE 802.1x 标准（以下简称 802.1x）是一种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Port Based 
Network Access Control）协议，主要是解决局域网用户的接入认证问题。 

在符合 IEEE 802 标准的局域网中，只要与局域网接入控制设备（如 LANSwitch）
相接，用户就可以与局域网连接并访问其中的设备和资源。但是对于电信接入、商

务局域网（典型的例子是写字楼中的 LAN）以及移动办公等应用场合，局域网服务

的提供者普遍希望能对用户的接入进行控制，为此产生了本章开始就提到的对“基

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的需求。 

顾名思义，“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是指在局域网接入控制设备的端口这一级

对所接入的设备进行认证和控制。连接在端口上的用户设备如果能通过认证，就可

以访问局域网中的资源；如果不能通过认证，则无法访问局域网中的资源——相当

于连接被物理断开。 

802.1x 定义了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协议，并且仅定义了接入设备与接入端口间

点到点的连接方式。其中端口既可以是物理端口，也可以是逻辑端口。典型的应用

环境如：LANSwitch 的每个物理端口仅连接一个用户的计算机工作站（基于物理端

口），IEEE 802.11 标准定义的无线 LAN 接入环境（基于逻辑端口）等。 

1.1.2  802.1x 体系结构 

使用 802.1x的系统为典型的C/S（Client/Server）体系结构，包括三个实体，如下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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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offered
by
Authenticators
 System

 
图1-1 802.1x 体系结构 

分别为：Supplicant System（接入系统）、Authenticator System（认证系统）以

及 Authentication Server System（认证服务器系统）。 

局域网接入控制设备需要提供 802.1x 的认证系统（Authenticator System）部分；

用户侧的设备如计算机等需要安装 802.1x 的客户端（Supplicant）软件，如华为公

司提供的 802.1x 客户端（或如 Windows XP 自带的 802.1x 客户端）；802.1x 的认

证服务器系统（Authentication Server System）则一般驻留在运营商的 AAA 中心。 

Authenticator 与 Authentication Server 间通过 EAP（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可扩展认证协议）帧交换信息，Supplicant 与 Authenticator 间则以 IEEE 
802.1x 所定义的 EAPoL（EAP over LANs，局域网上的 EAP）帧交换信息，EAP
帧中封装了认证数据，该认证数据将被封装在其它 AAA 上层协议（如 RADIUS）的

报文中以穿越复杂的网络到达 Authentication Server，这一过程被称为 EAP Relay。 

Authenticator 的端口又分为两种：非受控端口（Uncontrolled Port）和受控端口

（Controlled Port）。非受控端口始终处于双向连通状态，用户接入设备可以随时通

过这些端口访问网络资源以获得服务；受控端口只有在用户接入设备通过认证后才

处于连通状态，才允许用户通过其进一步访问网络资源。 

1.1.3  802.1x 的认证过程 

802.1x 通过 EAP 帧承载认证信息，标准中共定义了如下几种类型的 EAP 帧： 

 EAP-Packet：认证信息帧，用于承载认证信息。 

 EAPoL-Start：认证发起帧，Supplicant 主动发起的认证发起帧。 

 EAPoL-Logoff：退出请求帧，主动终止已认证状态。 

 EAPoL-Key：密钥信息帧，支持对 EAP 报文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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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oL-Encapsulated-ASF-Alert：用于支持 Alert Standard Forum（ASF）的

Alerting 消息。 

其中，EAPoL-Start、EAPoL-Logoff 和 EAPoL-Key 仅在 Supplicant 和 Authenticator
间存在；EAP-Packet 信息由 Authenticator 重新封装后传递到 Authentication 
Server；EAPoL-Encapsulated-ASF-Alert 与网管信息相关，由 Authenticator 终结。 

802.1x 提供了一个用户身份认证的实现方案，但是仅仅依靠 802.1x 是不足以实现

该方案的——接入设备的管理者还要对 AAA 方法进行配置，选择使用 RADIUS 或

本地认证方法，以配合 802.1x 完成用户的身份认证。AAA 方法的具体配置细节，

请参见“AAA,RADIUS 与 HWTACACS 配置”部分。 

1.1.4  802.1x 在以太网交换机中的实现 

H3C 系列交换机在 802.1x 的实现中，不仅支持协议所规定的端口接入认证方式，

还对其进行了扩展、优化： 

 支持一个物理端口下挂接多个用户的应用场合； 

 接入控制方式（即对用户的认证方式）不仅可以基于端口，还可以基于 MAC

地址。 

这样可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1.2  802.1x 配置 

802.1x 本身的各项配置任务都可以在以太网交换机的系统视图下完成。当全局

802.1x 开启后，可以对端口的 802.1x 状态进行配置。 

  说明： 

如果端口启动了 802.1x，则不能配置该端口的最大 MAC 地址学习个数（通过命令

mac-address max-mac-count 配置），反之，如果端口配置了最大 MAC 地址学

习个数，则禁止在该端口上启动 802.1x。 

 

802.1x 的配置包括： 

 开启/关闭 802.1x特性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检测通过代理登录交换机的用户 

 配置端口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 

 配置允许DHCP触发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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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802.1x用户的认证方法 

 配置Guest VLAN 

 配置认证请求帧的最大可重复发送次数 

 配置 802.1X定时器参数 

 打开/关闭Quiet-period定时器 

在以上的配置任务中，第一项任务中开启 802.1x 特性是必配的，否则 802.1x 无法

发挥作用；其余任务则是可选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需求决定是否进行这些

配置。 

1.2.1  开启/关闭 802.1x 特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开启/关闭指定端口或全局的 802.1x 特性，在系统视图下，不

指定任何端口时，开启/关闭全局的 802.1x 特性，指定端口时，开启/关闭指定端口

的 802.1x 特性。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不能指定其他端口，只能开启/关闭本端口

的 802.1x 特性。 

请在系统视图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开启/关闭 802.1x 特性 

操作 命令 

开启 802.1x 特性 dot1x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关闭 802.1x 特性 undo dot1x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缺省情况下，全局及端口的 802.1x 特性均为关闭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各端口的 802.1x 状态在全局 802.1x 没有开启之前不可以开启；在

关闭全局 802.1x 特性之前需要先关闭每个端口的 802.1x 特性。 

1.2.2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802.1x 在指定端口上进行接入控制的模式。当没有指定

任何确定的端口时，设置的是所有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 

请在系统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 

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 dot1x port-control { authorized-force | 
unauthorized-force | auto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将端口接入控制的模式恢复为缺省值 undo dot1x port-control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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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自动识别模式，又称为协议控制模式，表示端口初始状态为非授权状态，仅允

许 EAPoL 报文收发，不允许用户访问网络资源；如果认证流程通过，则端口切换到

授权状态，允许用户访问网络资源。 

authorized-force 为强制授权模式，表示端口始终处于授权状态，允许用户不经认

证授权即可访问网络资源。 

unauthorized-force 为强制非授权模式，表示端口始终处于非授权状态，不响应用

户的认证请求，不允许用户访问网络资源。 

缺省情况下，802.1x 在端口上进行接入控制的模式为 auto。 

1.2.3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802.1x 在指定端口上进行接入控制方式。当没有指定任

何确定的端口时，设置的是所有端口进行接入控制的方式。 

请在系统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dot1x port-method { macbased | portbased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将端口接入控制方式恢复为缺省值 undo dot1x port-method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当采用 macbased 方式时，该端口下的所有接入用户均需要单独认证，当某个用户

下线时，也只有该用户无法使用网络；当采用 portbased 方式时，只要该端口下的

第一个用户认证成功后，其他接入用户无须认证就可使用网络资源，但是当第一个

用户下线后，其他用户也会被拒绝使用网络。 

  说明： 

 使用 802.1x 动态 ACL 下发功能时，请确保动态下发的 ACL 与端口上生效的流模

板（默认流模板和自定义流模板）匹配。 
 当使能 802.1x 的端口是基于 MAC 认证并使用动态 ACL 时，还必须注意，此端

口上生效的流模板中还必须包含 SMAC（源 MAC）字段，否则，认证不通过。 

 

缺省情况下，802.1x 在端口上进行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即基于 MAC 地址

进行认证。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802.1x 第 1 章  802.1x 配置

 

1-6 

  说明： 

在没有 NAM 板时，不能对 macbased 的用户进行流量统计。因为系统只计算端口

的流量，而不能对同一端口连接的多个用户进行区分，所以只能对 portbased 的用

户进行流量统计。 

 

1.2.4  检测通过代理登录交换机的用户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实现交换机对通过代理登录的用户的检测及相关控制。 

请在系统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检测通过代理登录交换机的用户 

操作 命令 

使能对通过代理登录交换机的用户的检测及

控制 
dot1x supp-proxy-check { logoff | trap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取消对通过代理登录交换机的用户的检测及

控制 
undo dot1x supp-proxy-check { logoff | 
trap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此命令如果在系统视图下执行，可以作用于 interface-list 参数所指定的某个端口；

如果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执行，不能输入 interface-list 参数，只能作用于当前端口。

在系统视图下开启全局的代理用户检测与控制后，必须再开启指定端口的代理用户

检测与控制特性，此特性的配置才能在该端口上生效。 

1.2.5  配置端口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802.1x 在指定端口上可容纳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当

没有指定任何确定的端口时，指示所有端口都可容纳相同数量的接入用户。 

请在系统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端口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 

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 dot1x max-user user-number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将端口接入用户数量的最大值恢复为缺省值 undo dot1x max-user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缺省情况下，802.1x 在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单个的端口上允许最多有 1024 个接

入用户，整机上允许最多有 2048 个接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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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配置允许 DHCP 触发认证 

在 DHCP 环境中，如果用户私自配置静态 IP，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802.1x
是否允许以太网交换机触发对该用户的身份认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允许 DHCP 触发认证 

操作 命令 

用户私自配置静态 IP，不触发对其认证 dot1x dhcp-launch 

用户私自配置静态 IP，可以触发对其认证 undo dot1x dhcp-launch 

 

缺省情况下，用户自己配置静态 IP，交换机可以触发对其的身份认证。 

1.2.7  配置 802.1x 用户的认证方法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802.1x 用户的认证方法。目前提供 3 种认证方法：PAP
认证（该功能的实现，需要 RADIUS 服务器支持 PAP 认证）、CHAP 认证（该功

能的实现，需要 RADIUS 服务器支持 CHAP 认证）、EAP 中继认证（直接把认证

信息以 EAP 报文的形式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该功能的实现，需要 RADIUS 服

务器支持 EAP 认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 802.1x 用户认证方法 

操作 命令 

设置 802.1x 用户的认证方法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 chap | pap | 
eap { md5-challenge | peap | tls } } 

恢复缺省 802.1x 用户认证方法 undo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 802.1x 用户认证方法为 CHAP 认证。 

  说明： 

 在配置 802.1x 用户认证方法时，交换机和认证服务器上的认证方法应保持一致。 
 目前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不支持 802.1x 的重认证功能，故设备不会处理在线

用户的认证请求。 

 

1.2.8  配置 Guest VLAN 

当 Guest VLAN 功能开启后，交换机向所有开启 802.1x 功能的端口广播主动认证报

文，如果达到最大重认证次数后，仍有端口上未返回响应报文，则交换机将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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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 Guest VLAN 中。之后属于该 Guest VLAN 中的用户访问该 Guest VLAN 中

的资源时，不需要进行 802.1x 认证，但访问外部的资源时仍需要进行认证。从而满

足了允许未认证用户访问某些资源的需求：如用户没有安装 802.1x 客户端的情况下

访问某些资源；在用户未认证的情况下升级 802.1x 客户端等。 

请在系统视图或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配置 Guest VLAN 

操作 命令 

开启 Guest VLAN 功能 dot1x guest-vlan 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关闭 Guest VLAN 功能 undo dot1x guest-vlan 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需要注意的是： 

 Guest VLAN 仅在基于端口认证方式下可以支持； 

 一台交换机只能配置一个 Guest VLAN； 

 用户没有认证、认证失败，或者下线后都属于 Guest VLAN； 

 只能在 Access 端口配置 Guest VLAN； 

配置的 Vlan-id 必须已存在，并且不能为 Super VLAN 或 isolate-user-vlan； 

 Guest VLAN 和其他 VLAN 接口间不互通由系统手工配置保证。 

1.2.9  配置认证请求帧的最大可重复发送次数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设置以太网交换机可重复向接入用户发送认证请求帧的最大

次数。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认证请求帧的最大可重复发送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认证请求帧的最大可重复发送次数 dot1x retry max-retry-value 

将认证请求帧的最大可重复发送次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dot1x retry 

 

缺省情况下，max-retry-value 为 2，即交换机最多可重复向接入用户发送 2 次认证

请求帧。 

1.2.10  配置 802.1X 定时器参数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配置 802.1x 的各项定时器参数。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802.1x 第 1 章  802.1x 配置

 

1-9 

表1-10 配置定时器参数 

操作 命令 

配置定时器参数 

dot1x timer { handshake-period handshake-period-value 
| quiet-period quiet-period-value | tx-period 
tx-period-value | supp-timeout supp-timeout-value | 
server-timeout server-timeout-value } 

将定时器参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dot1x timer { handshake-period | quiet-period | 
tx-period | supp-timeout | server-timeout } 

 

其中： 

tx-period：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作用，详情如下分类介绍。 

 传送超时定时器。当 Authenticator 设备向 Supplicant 设备发送了

Request/Identity 请求报文（该报文用于请求用户的用户名，或者用户名和密

码）后，Authenticator 设备启动定时器 tx-period，若在该定时器设置的时长

内，Supplicant 设备未成功发送认证应答报文，则 Authenticator 设备将重发认

证请求报文。 

 规定周期性组播 802.1x Request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了兼容不主动发送

EAPoL-Start 帧的客户端，S9500 交换机会定期组播 802.1x Request 报文，

客户端在收到报文后会进行响应。tx-period 定义了对 802.1x Request 报文进

行组播的周期。 

tx-period-value：传送超时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取值范围为 10～120，单位为秒。缺

省情况下，tx-period-value 为 30 秒。 

supp-timeout：Supplicant 认证超时定时器。当 Authenticator 设备向 Supplicant
设备发送了 Request/Challenge 请求报文（该报文用于请求 Supplicant 设备的 MD5
加密密文）后，Authenticator 设备启动 supp-timeout 定时器，若在该定时器设置

的时长内，Supplicant 设备未成功响应，Authenticator 设备将重发该报文。 

supp-timeout-value：Supplicant 认证超时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取值范围为 10～120，
单位为秒。缺省情况下，supp-timeout-value 为 30 秒。 

server-timeout：Authentication Server 超时定时器。若在该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内，

Authentication Server 未成功响应，Authenticator 设备将重发认证请求报文。 

server-timeout-value：RADIUS 服务器超时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取值范围为 100～
300，单位为秒。缺省情况下，server-timeout-value 为 100 秒。 

handshake-period：此定时器是在用户认证成功后启动的，系统以此间隔为周期发

送握手请求报文。如果 dot1x retry 命令配置重试次数为 N，则系统连续 N 次没有

收到客户端的响应报文，就认为用户已经下线，将用户置为下线状态。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802.1x 第 1 章  802.1x 配置

 

1-10 

handshake-period-value：握手时间间隔，取值范围为 1～1024，单位为秒。缺省

情况下，握手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为 30 秒。 

quiet-period：静默定时器。对用户认证失败以后，Authenticator 设备需要静默一

段时间（该时间由静默定时器设置）后再重新发起认证，在静默期间，Authenticator
设备不处理认证功能。 

quiet-period-value：静默定时器设置的静默时长，取值范围 10～120，单位为秒。

缺省情况下，quiet-period-value 为 60 秒。 

  说明： 

根据用户数的不同，建议用户配置不同的握手时间间隔值和握手超时次数： 
 用户数为 2048 时，握手间隔大于等于 2 分钟，握手超时次数大于等于 3 次； 
 用户数为 1024 时，握手间隔大于等于 1 分钟，握手超时次数大于等于 3 次； 
 用户数为 512 时，握手间隔大于等于 30 秒，握手超时次数大于等于 2 次。 

 

1.2.11  打开/关闭 Quiet-period 定时器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打开/关闭 Authenticator 设备（如 H3C 系列交换机）的

Quiet-period 定时器。当 802.1x 用户认证失败以后，Authenticator 设备需要静默一

段时间（该时间由静默定时器设置）后再重新发起认证，在静默期间，Authenticator
设备不进行 802.1x 认证的相关处理。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打开/关闭 Quiet-period 定时器 

操作 命令 

打开 Quiet-period 定时器 dot1x quiet-period  

关闭 Quiet-period 定时器 undo dot1x quiet-period 

 

缺省情况下，关闭 Quiet-period 定时器功能。 

1.3  802.1x 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dot1x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802.1x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dot1x 
statistics 命令可清除 802.1x 的统计信息；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802.1x 进行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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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802.1x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清除 802.1x 的统计信息 reset dot1x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显示 802.1x 的配置、运行情况和统计信息 
display dot1x [ enabled-interface | guest 
vlan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sessions | 
statistics ] 

打开 802.1x 的错误/事件/报文/全部调试开关 debugging dot1x { error | event | packet | 
all } 

关闭 802.1x 的错误/事件/报文/全部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dot1x { error | event | 
packet | all } 

 

1.4  802.1x 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某用户的工作站与以太网交换机的端口 Ethernet 2/1/1 相连接。交换

机的管理者希望在各端口上对接入用户进行认证，以控制其访问 Internet；接入控制

模式要求是基于用户 MAC 地址的接入控制。 

 所有 AAA 接入用户都属于一个缺省的域：H3C163.net，该域最多可容纳 30

个用户；认证时，先进行 RADIUS 认证，如果 RADIUS 服务器没有响应再转

而进行本地认证；计费时，如果 RADIUS 计费失败则切断用户连接使其下线；

此外，接入时在用户名后不添加域名，正常连接时如果用户有超过 20 分钟流

量持续小于 2000Byte/s 的情况则切断其连接。 

 由两台 RADIUS 服务器组成的服务器组与交换机相连，其 IP 地址分别为

10.11.1.1 和 10.11.1.2，要求使用前者作为主认证/从计费服务器，使用后者作

为从认证/主计费服务器；设置系统与认证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加密

密码为“name”、与计费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加密密码“money”，

设置系统在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报文后 5 秒种内如果没有得到响应就向其

重新发送报文，重复发送报文的次数总共为 5 次，设置系统每 15 分钟就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一次实时计费报文，指示系统从用户名中去除用户域名后

再将之传给 RADIUS 服务器。 

 本地 802.1x 接入用户的用户名为 localuser，密码为 localpass，使用明文输入，

闲置切断功能处于打开状态。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802.1x 第 1 章  802.1x 配置

 

1-12 

entication Servers
IUS Server Cluster
dress: 10.11.1.1

10.11.1.2)

2. 组网图 

Ethernet2/1/1

Supplicant

Auth
(RAD
IP Ad

Authent icator

Sw itch
Internrt

 
图1-2 启动 802.1x 和 RADIUS 对接入用户进行 AAA 操作 

3. 配置步骤 

  说明： 

 下述各配置步骤包含了大部分 AAA/RADIUS/HWTACACS 协议配置命令，对这

些命令的介绍，请参见“AAA,RADIUS 与 HWTACACS 配置”部分。 
 接入用户工作站略。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是以 RADIUS 方案为单位进行的。一个 RADIUS 方案在

实际组网环境中既可以是一台独立的 RADIUS 服务器，也可以是两台配置相同、但

IP 地址不同的主、备 RADIUS 服务器。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因此每个 RADIUS 方案

的配置包括：设置主服务器的 IP 地址、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共享密钥等。 

# 开启全局 802.1x 特性。 

[H3C] dot1x 

# 开启指定端口 Ethernet 2/1/1 的 802.1x 特性。 

[H3C] dot1x interface Ethernet 2/1/1 

# 设置接入控制方式（该命令可以不配置，因为端口的接入控制在缺省情况下就是

基于 MAC 地址的）。 

[H3C]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interface Ethernet 2/1/1 

# 创建 RADIUS 方案 radius1 并进入其视图。 

[H3C] radius scheme radius1 

# 设置主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H3C-radius-radiu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1 

[H3C-radius-radius1]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2 

# 设置从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H3C-radius-radius1]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10.11.1.2 

[H3C-radius-radius1] secondary accounting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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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系统与认证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加密密码。 

[H3C-radius-radius1] key authentication name 

# 设置系统与计费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加密密码。 

[H3C-radius-radius1] key accounting money 

# 设置系统向 RADIUS 服务器重发报文的时间间隔与次数。 

[H3C-radius-radius1] timer 5 

[H3C-radius-radius1] retry 5 

# 设置系统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实时计费报文的时间间隔。 

[H3C-radius-radius1]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15 

# 指示系统从用户名中去除用户域名后再将之传给 RADIUS 服务器。 

[H3C-radius-radiu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H3C-radius-radius1] quit 

# 创建用户域 H3C163.net 并进入其视图。 

[H3C] domain H3C163.net 

# 指定 radius1 为该域用户的 RADIUS 方案。 

[H3C-isp-H3C163.net] radius-scheme radius1 

# 设置该域最多可容纳 30 个用户。 

[H3C-isp-H3C163.net] access-limit enable 30 

# 启动闲置切断功能并设置相关参数。 

[H3C-isp-H3C163.net] idle-cut enable 20 2000 

# 添加本地接入用户。 

[H3C] local-user localuser 

[H3C-luser-localuser] service-type lan-access 

[H3C-luser-localuser] password simple local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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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的基

本原理和概念 AAA和RADIUS/HWTACACS协议简介

了解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的配

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AAA配置

RADIUS协议配置

HWTACACS协议配置

显示配置后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

议的运行情况 
AAA和RADIUS/HWTACACS协议的显示和调

试

了解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典型

配置 
AAA和RADIUS/HWTACACS协议典型配置举

例

检测和排除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

议的运行故障 
AAA和RADIUS/HWTACACS协议故障的诊断

与排除

 

1.1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简介 

1.1.1  AAA 概述 

AAA 是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认证、授权和计费）的简

称，它提供了一个用来对认证、授权和计费这三种安全功能进行配置的一致性框架，

实际上是对网络安全的一种管理。 

这里的网络安全主要是指访问控制，包括： 

 哪些用户可以访问网络服务器？ 

 具有访问权的用户可以得到哪些服务？ 

 如何对正在使用网络资源的用户进行计费？ 

针对以上问题，AAA 必须提供下列服务： 

 认证：验证用户是否可获得访问权。 

 授权：授权用户可使用哪些服务。 

 计费：记录用户使用网络资源的情况。 

AAA 一般采用客户/服务器结构：客户端运行于被管理的资源侧，服务器上集中存放

用户信息。因此，AAA 框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并且容易实现用户信息的集中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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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RADIUS 协议概述 

如前所述，AAA 是一种管理框架，因此，它可以用多种协议来实现。在实践中，人

们最常使用 RADIUS 协议来实现 AAA。 

1. 什么是 RADIUS 

RADIUS 是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

的简称，它是一种分布式的、客户机/服务器结构的信息交互协议，能保护网络不受

未授权访问的干扰，常被应用在既要求较高安全性、又要求维持远程用户访问的各

种网络环境中（例如，它常被应用在管理使用串口和调制解调器的大量分散拨号用

户）。RADIUS 系统是 NAS（Network Access Server）系统的重要辅助部分。 

当 RADIUS 系统启动后，如果用户想要通过与 NAS（PSTN 环境下的拨号接入服务

器或以太网环境下带接入功能的以太网交换机）建立连接从而获得访问其它网络的

权利或取得使用某些网络资源的权利时，NAS，也就是 RADIUS 客户端将把用户的

认证、授权和计费请求传递给 RADIUS 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上有一个用户数据

库，其中包含了所有的用户认证和网络服务访问信息。RADIUS 服务器将在接收到

NAS 传来的用户请求后，通过对用户数据库的查找、更新，完成相应的认证、授权

和计费工作，并把用户所需的配置信息和计费统计数据返回给 NAS——在这里，

NAS 起到了控制接入用户及对应连接的作用，而 RADIUS 协议则规定了 NAS 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如何传递用户配置信息和计费信息。 

NAS 和 RADIUS 之间信息的交互是通过将信息承载在 UDP 报文中来完成的。在这

个过程中，交互双方将使用密钥对报文进行加密，以保证用户的配置信息（如密码）

被加密后才在网络上传递，从而避免它们被侦听、窃取。 

  说明： 

RADIUS 方案的认证和授权不能分离。 

 

2. RADIUS 操作 

RADIUS 服务器对用户的认证过程通常需要利用接入服务器等设备的代理认证功

能，通常整个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客户端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该报

文中包含用户名和加密口令）；然后，客户端会收到 RADIUS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

如 ACCEPT 报文、REJECT 报文等，其中，ACCEPT 报文表明用户通过认证；

REJECT 报文表明用户没有通过认证，需要用户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口令，否则访问

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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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HWTACACS 协议概述 

1. HWTACACS 特性 

HWTACACS 安全协议是在 TACACS（RFC1492）基础上进行了功能增强的一种安

全协议。该协议与 RADIUS 协议类似，主要是通过 Server-Client 模式实现多种用户

的 AAA 功能，可用于 PPP 和 VPDN 接入用户及 Login 用户的认证、授权和计费。 

与 RADIUS 相比，HWTACACS 具有更加可靠的传输和加密特性，更加适合于安全

控制。HWTACACS 协议与 RADIUS 协议的主要区别如下表： 

表1-1 HWTACACS 协议和 RADIUS 协议区别 

HWTACACS 协议 RADIUS 协议 

使用 TCP，网络传输更可靠 使用 UDP 

除了标准的 HWTACACS 报文头，对报文主体

全部进行加密 只是对验证报文中的密码字段进行加密 

认证和授权分离，例如，可以使用 RADIUS 进

行认证，而使用 HWTACACS 进行授权 认证和授权一起处理 

适于进行安全控制 适于进行计费 

交换机路由模块上的配置命令对不同用户进

行授权使用 不支持 

 

交换机作为 HWTACACS 的客户端，将接入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发给 TACACS 服

务器进行验证和授权。如下图所示： 

TA CACS  Server
129.7 .66 .66

TACA CS S erve r
129.7 .66.67

Terminal Us er

nt
User

TACA CS Clie

 
图1-1 HWTACACS 的典型应用组网图 

2. HWTACACS 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以 Telnet 为例，说明 HWTACACS 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的过程。在整个过

程中的基本消息交互过程如下： 

 用户请求登录交换机，TACACS 客户端收到请求之后，向 TACACS 服务器发

送请求认证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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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请求用户名；TACACS 客户端收到回应

报文后，向用户请求用户名； 

 用户反馈用户名，TACACS 客户端收到后，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持续

报文，其中包括了用户名；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请求登录密码；TACACS 客户端收到回

应报文，向用户请求登录密码； 

 用户输入登录密码，TACACS 客户端收到后，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持

续报文，其中包括了登录密码；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表示用户通过认证；  

 TACACS 客户端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用户授权请求报文； 

 TACACS 服务器发送授权回应报文，表示用户授权通过； 

 TACACS 客户端收到授权回应成功报文，向用户输出交换机的配置界面，用

户登录成功； 

 TACACS 客户端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开始报文；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回应报文，表示计费开始报文已经收到； 

 用户退出，TACACS 客户端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结束报文； 

 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结束报文，表示计费结束报文已经收到。 

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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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图 

1.1.4  AAA/RADIUS 在交换机中的实现 

由前面的概述，我们可以明白，在这样一个 AAA/RADIUS 框架中，H3C 系列交换

机是作为用户接入设备即 NAS，相对于 RADIUS 服务器来说，H3C 系列交换机是

RADIUS 系统的客户端；换句话说，AAA/RADIUS 在 H3C 系列交换机中实现的是

其客户端部分。H3C 系列交换机参与的、使用 RADIUS 认证的组网示意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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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S9500 使用 RADIUS 认证的典型组网图 

1.2  AAA 配置 

AAA 的配置包括： 

 创建/删除ISP域 

 配置ISP域的相关属性 

 开启/关闭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 

 创建本地用户 

 设置本地用户的属性 

 强制切断用户连接 

 配置动态VLAN下发 

在以上的配置任务中，创建 ISP 域是必需的，否则无法区分接入用户的属性；其余

任务则是可选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需求决定是否进行这些配置。 

1.2.1  创建/删除 ISP 域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域即 ISP 用户群，一个 ISP 域是由同属于一个 ISP
的用户构成的用户群。一般说来，在“ userid@isp-name ”形式（例如

gw20010608@H3C163.net）的用户名中，“@”后的“isp-name”（如例中的

“H3C163.net”）即为 ISP 域的域名。在 H3C 系列交换机对用户进行接入控制时，

对于用户名为“userid@isp-name”形式的 ISP 用户，系统就将把“userid”作为用

于身份认证的用户名，把“isp-name”作为域名。 

引入 ISP 域的设置是为了支持多 ISP 的应用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同一个接入设备

接入的有可能是不同 ISP 的用户。由于各 ISP 用户的用户属性（例如用户名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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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服务类型/权限等）有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通过设置 ISP 域的方法把它

们区别开。在交换机的 ISP 域视图下，可以为每个 ISP 域配置包括 AAA 策略（使用

的 RADIUS 方案等）在内的一整套单独的 ISP 域属性。 

对于 H3C 系列交换机来说，每个接入用户都属于一个 ISP 域。系统中最多可以配置

16 个 ISP 域。如果某个用户在登录时没有上报 ISP 域名，则系统将把它归于缺省的

ISP 域。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创建/删除 ISP 域 

操作 命令 

创建 ISP 域或进入指定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删除指定的 ISP 域 undo domain isp-name 

指定缺省 ISP 域为 isp-name 指定的域 domain default enable isp-name 

恢复缺省 ISP 域为 system domain default disable 

 

缺省情况下，系统创建了一个名为“system”的 ISP 域，其各项属性均使用缺省值。 

1.2.2  配置 ISP 域的相关属性 

ISP 域的相关属性包括引用 AAA 方案、ISP 域的状态、可容纳接入用户数的最大数

值、配置计费可选开关、定义地址池并为 PPP 域用户分配 IP 地址、用户闲置切断

开关设置。其中： 

 如果 Local 作为第一方案，那么只能采用本地认证，不能再同时采用 RADIUS

或 HWTACACS 方案。采用本地方案时只能进行认证、授权，无法实现计费。

None 与 Local 相同。对于 Local 方案的认证，认证时使用的用户名是不带域

名的，如果配置了 Local 方案认证，在配置本地用户时，注意用户名不要带域

名。 

 每个 ISP 域有两种状态：Active 或 Block。当指示某个 ISP 域处于 Active 状态

时，允许该域下的用户请求网络服务；当指示某个 ISP 域处于 Block 状态时，

不允许该域下的用户请求网络服务，但是不影响已经在线的用户。一个 ISP 域

在刚被创建时是处于 Active 状态的，即：在这个时候，允许任何属于该域的用

户请求网络服务。 

 可容纳接入用户数的最大值用来指定该 ISP 域最多可容纳多少个接入用户。缺

省情况下，对任何一个 ISP 域，没有任何可容纳接入用户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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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用户实施计费时，当发现没有可用的计费服务器或与计费服务器通信失败

时，只要用户配置了 accounting optional，即使无法实施计费，也不会挂断

用户。缺省情况下，当一个 ISP 域被创建以后，计费可选开关关闭。 

 用户闲置切断功能是当用户在设定的时间内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切断该用

户的连接。 

 采用 PPP 方式接入的用户，可以利用 PPP 地址协商功能获得 IP 地址。 

请在 ISP 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 ISP 域的相关属性 

操作 命令 

配置域使用的 AAA 方案 

sche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local ] | local | none } 

恢复域使用的缺省的 AAA 方案 undo scheme { radius-scheme | 
hwtacacs-scheme | none } 

配置域使用的 RADIUS 方案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删除指定的 RADIUS 方案 undo radius scheme radius-server-name

设置 ISP 域的状态 state { primary | secondary }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 block | active } 

指定可容纳接入用户数的最大值 access-limit { disable | enable 
max-user-number } 

恢复可容纳接入用户数到缺省设置 undo access-limit

打开计费可选开关 accounting optional 

关闭计费可选开关 undo accounting optional 

设置用户闲置切断 idle-cut { disable | enable minute flow } 

定义为 PPP 用户分配 IP 地址的地址池 ip pool pool-number low-ip-address [ 
high-ip-address ] 

删除指定的地址池 undo ip pool pool-number

 

命令 radius-scheme 和 scheme radius-scheme 命令均可以为 ISP 域指定所引用

的 RADIUS 方案，二者作用相同，系统以最后一次的配置为准。 

缺省情况下，采用 Local 认证；当一个 ISP 域被创建以后，其状态为 active；其可

容纳的接入用户没有数量限制；计费可选开关关闭；不设置闲置切断；没有配置 IP
地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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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开启/关闭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 

此命令需要与支持自助服务的 RADIUS 服务器配合使用，如综合访问管理服务器

CAMS。自助服务即用户可以对自己的帐号或卡号进行管理和控制。安装自助服务

软件的服务器即自助服务器。 

如果在交换机上配置了此命令，用户可以通过如下操作定位到自助服务器： 

 用户在 802.1x 客户端软件上选择“更改用户密码”； 

 客户端软件打开用户缺省的浏览器（IE 或者 NetScape 等），定位到指定的自

助服务器更改用户密码的 URL 页面； 

 用户可以在该页面上修改自己的密码。 

请在 ISP 域视图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开启/关闭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 

操作 命令 

开启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并配置自助服务器

修改用户密码的 URL 地址 self-service-url enable url-string

关闭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 self-service-url disable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关闭自助服务器定位功能。 

需要注意：如果自助服务器的 URL 中包括“?”，则在命令行输入该 URL 时，需要

将“?”转换为“|”。 

只有用户通过认证后才能进行在客户端软件上选择“更改用户密码”选项，否则该

选项为灰色，不可用。 

1.2.4  创建本地用户 

所谓本地用户，是指在 NAS 上设置的一组用户的集合。该集合以用户名为用户的唯

一标识。为使某个请求网络服务的用户可以进行本地认证，需要在 NAS 上添加相应

的本地用户。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创建/删除本地用户 

操作 命令 

添加本地用户 local-user { username | password-display-mode 
{ auto | cipher-force } } 

删除所有本地用户 undo local-us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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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指定类型的本地用户 
undo local-user { username | all [ service-type { ftp | 
lan-access | telnet | ppp | ssh | terminal } ] | 
password-display-mode }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用户数据库为空, 客户端用户要以 FTP 形式访问 FTP Server
（S9500 设备）时必须进行此项配置。 

1.2.5  设置本地用户的属性 

本地用户的属性包括：用户密码显示方式、用户状态、用户业务类型等。 

1. 设置本地用户密码显示方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设置。 

表1-6 设置本地用户密码显示方式 

操作 命令 

设置本地用户密码显示方式 local-user password-display-mode 
{ cipher-force | auto } 

取消设置的本地用户密码显示方式 undo local-user password-display-mode 

 

其中，auto 表示按照用户配置的密码显示方式（参考下面表格中 password 命令）

显示，cipher-force 表示所有接入用户的密码显示必须采用密文方式。 

2. 设置本地用户的相关属性 

请在本地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设置/取消指定用户的相关属性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用户的密码 password { simple | cipher } password  

取消指定用户的密码设置 undo password  

设置指定用户的状态 state { active | block } 

设置指定用户的服务类型 

service-type { ftp [ ftp-directory directory ] | lan-access | 
ppp [ call-number call-number | callback-nocheck | 
callback-number callback-number ] | ssh [ level level | 
telnet | terminal ] | telnet [ level level | ssh | temninal ] | 
terminal [ level level | ssh | telnet ] } 

取消指定用户的服务类型 

undo service-type { ftp [ ftp-directory directory ] | 
lan-access | ppp [call-number call-number | 
callback-nocheck | callback-number callback-number ] | 
ssh [ level level | telnet | terminal ] | telnet [ level level  | 
ssh | temninal ] | terminal [ level level | ssh | tel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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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设置用户的优先级 level level

恢复缺省的优先级 undo level 

服务类型为 Lan-access 用户

的属性设置 

attribute { ip ip-address | mac mac-address | idle-cut 
second | access-limit max-user-number | vlan vlanid | 
location { nas-ip ip-address port portnum | port portnum } }*

取消服务类型为 lan-access
用户的属性设置 

undo attribute { ip | mac | idle-cut | access-limit | vlan  | 
location }* 

 

  说明： 

 本地用户视图下的 Attribute 属性选项中，只有一个 Access-limit 可对 Telnet 及
SSH 这种终端用户生效，其他属性，譬如：端口绑定，VLAN 绑定或者 IP 绑定

都只对 lan 用户生效。 
 用户在设置绑定的端口时，该设置只有在槽号、子槽号及端口号均存在的情况下

才有效。 
 用户服务类型的选项中 Telnet，SSH，Terminal 三种服务类型是互斥的，如果要

三者的其中两种或三种用户类型共同生效，需要同时输入欲生效的服务类型。 
 用户在配置 FTP 用户登录路径时，请确保该路径在备板上也有效，否则，主备

倒换后可能会导致该用户无法登录。 

 

系统缺省不对用户授权任何服务。用户缺省优先级为 0。 

1.2.6  强制切断用户连接 

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必要强制切断某个或某类用户的连接。系统提供了下面的命令

以实现这个目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强制切断用户连接 

操作 命令 

强制切断用户连接 

cut connection { all | access-type { dot1x | gcm | 
mac-authentication } | domain domain-nam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mac mac-address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vlan vlanid | ucibindex 
ucib-index | user-name user-name } 

 

1.2.7  配置动态 VLAN 下发 

动态 VLAN 下发是指以太网交换机根据 RADIUS 服务器下发属性值，将已经通过身

份认证的用户所在端口加入到指定的 VLAN 中，从而对用户所能访问的网络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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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制。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与 Guest VLAN 配合使用，一般将端口设置为基于端

口的方式；如果将端口设置为基于 MAC 地址的方式，则每个端口下面只能连接一

个用户。 

目前交换机支持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下发整型和字符串型的 VLAN ID： 

 整型：交换机根据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整型 ID 将端口加入相应 VLAN

中，如果该 VLAN 不存在，则首先创建 VLAN，而后将端口加入到新创建的

VLAN 中。 

 字符串型：交换机根据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下发的字符串型 ID，与交换机上

已存在 VLAN 的名称进行比对，如果找到匹配项，则将该端口加入相应 VLAN

中，否则 VLAN 下发失败，用户无法通过认证。 

  说明： 

 在配置 VLAN 下发模式时，请确保交换机上配置的模式与 RADIUS 服务器上配

置的模式保持一致。 
 对于字符串型VLAN下发模式，交换机支持的VLAN的名称范围为 1～32个字符，

若用户在 RADIUS 服务器配置的名称超过 32 个字符，则下发失败。 
 对于字符串型 VLAN 下发模式，交换机在处理过程中遵循整型优先的原则：如果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 VLAN 名称是全数字的字符串，如字符串“1024”，并且

转换成整型的数值在合法的 VLAN 范围之内（1～4094），则交换机会将全数字

型的字符串转换为整型处理，将认证端口加入转换后的整型数值 VLAN 中，即该

端口会被加入到 VLAN 1024 内；如果转换成整型的数值超出合法 VLAN 范围，

如字符串“12345”，则下发失败；如果全数字的字符串中含有空格，如字符串

“   12    345  ”，则将字符串中的第一个非空数字换成整型的数值，即转换为整

型数值 12。 
 Hybrid端口和Trunk端口不支持下发VLAN，只有Access端口才支持下发VLAN。 
 如果系统已启动 HGMP，则不能指定 VLAN 2047 为动态下发的 VLAN。 

 

动态 VLAN 下发的配置包括：配置 VLAN 下发模式（整型或者字符串型）和配置下

发 VLAN 的名称。 

1. 配置 VLAN 下发模式 

请在 ISP 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配置 VLAN 下发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VLAN 下发模式为整型 vlan-assignment-mode integer 

配置 VLAN 下发模式为字符串型 vlan-assignment-mod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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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VLAN 下发模式为 integer，即交换机支持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下发整

型的 VLAN ID。 

2. 配置下发 VLAN 的名称 

请在 VLAN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配置下发 VLAN 的名称 

操作 命令 

配置下发 VLAN 的名称 name string 

删除下发 VLAN 的名称，还原为 VLAN 默认的名称 undo name 

 

缺省情况下，下发 VLAN 无名称。 

1.3  RADIUS 协议配置 

H3C 系列交换机的 RADIUS 协议配置，是以 RADIUS 方案为单位进行的。一个

RADIUS 方案在实际组网环境中既可以是一台独立的 RADIUS 服务器，也可以是两

台配置相同、但 IP 地址不同的主、备 RADIUS 服务器。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因此每

个 RADIUS 方案的属性包括：主服务器的 IP 地址、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共享密

钥以及 RADIUS 服务器类型等。 

实际上，RADIUS协议配置仅仅定义了NAS和RADIUS Server之间进行信息交互所

必须的一些参数。为了使这些参数能够生效，还必须在某个ISP域视图下指定该域引

用配置有上述参数的RADIUS方案。具体配置命令的细节，请参见前述的“1.2  AAA
配置”一节。 

RADIUS 协议的配置包括： 

 创建/删除RADIUS方案 

 设置RADIUS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设置RADIUS报文的加密密钥 

 设置RADIUS服务器所属的VPN 

 设置本地RADIUS服务器的端口状态 

 设置RADIUS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设置RADIUS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设置RADIUS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设置RADIUS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打开RADIUS计费可选开关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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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使能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设置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最大发送次数 

 设置支持何种类型的RADIUS服务器 

 设置RADIUS服务器的状态 

 设置发送给RADIU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设置发送给RADIUS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配置NAS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设置RADIUS协议客户端端口状态 

 配置本地RADIUS认证服务器 

在以上的配置任务中，创建 RADIUS 方案、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必需

的；其余任务则是可选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需求决定是否进行这些配置。 

1.3.1  创建/删除 RADIUS 方案 

如前所述，RADIUS 协议的配置是以 RADIUS 方案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在进行其

它 RADIUS 协议配置之前，必须先创建 RADIUS 方案并进入其视图。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创建/删除 RADIUS 方案。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创建/删除 RADIUS 方案 

操作 命令 

创建 RADIUS 方案并进入其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erver-name

删除 RADIUS 方案 undo radius scheme radius-server-name

 

缺省情况下，系统中已创建了一个名为“system”的 RADIUS 方案，其各项属性均

为缺省值。 

一个 RADIUS 方案可以同时被多个 ISP 域引用。包括系统缺省创建的“system”服

务器组在内，用户最多能够配置 16 个 RADIUS 方案。 

1.3.2  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当创建一个新的 RADIUS 方案之后，需要对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 UDP 端口号进行设

置，这些服务器包括认证/授权和计费服务器，而每种服务器又有主服务器和备份服

务器的区别，因此最多可以设置 4 组 IP 地址和 UDP 端口号。不过，至少必须配置

一个认证/授权服务器和一个计费服务器，以保证认证/授权和计费工作能够进行。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方案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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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设置 RADIUS 方案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操作 命令 

设置主 RADIUS 认证/授权或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primary { accountig | authenticaiton }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将主 RADIUS 认证/授权或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

址和端口号恢复为缺省值 
undo primary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设置备份 RADIUS 认证/授权或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secondary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将备份 RADIUS 认证/授权或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恢复为缺省值 

undo secondary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说明： 

用户登录到H3C S9500系列路由交换机的有效VLAN应是在用户PC与交换机直连

情况下,如采用跨设备管理,交换机将无法获得用户有效的 VLAN 信息，并会使用默认

的 vlan id 为 1 发给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 

 

缺省情况下： 

(1) 对于系统创建的 RADIUS 方案“system”： 

 主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27.0.0.1，主认证服务器的 UDP 端口号为 1645； 

 备份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0.0.0.0，UDP 端口号 1812； 

 主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27.0.0.1，UDP 端口号为 1646； 

 备份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0.0.0.0，UDP 端口号为 1813； 

(2) 对于新创建的 RADIUS 服务器组 RADIUS 方案： 

 主、备份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0.0.0.0，UDP 端口号为 1812； 

 主、备份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0.0.0.0，UDP 端口号为 1813。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上述参数的设置需要根据具体需求来决定。例如：可以指定 4
组不同的数据以映射 4 台不同的 RADIUS 服务器；也可以指定两台服务器互为认证

/授权和计费服务的主、备（即 A 作为主认证/授权服务器和备份计费服务器、B 作为

备份认证/授权服务器和主计费服务器）；当然，也可以把这 4 组数据设置得完全一

样，使其对应的服务器既作为认证/授权服务器，又作为计费服务器；同时，既作为

主服务器，又作为备份服务器。 

为了保证 NAS 与 RADIUS 服务器能够正常交互，在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UDP 端口 ,HWTAC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TCP 端口之前，必须确保

RADIUS/HWTACACS 服 务 器 与 NAS 的 路 由 连 接 正 常 。 此 外 ， 由 于

RADIUS/HWTACACS 协议采用不同的端口来收发认证/授权和计费报文，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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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证/授权端口号和计费端口号设置为不同。RFC2138/2139 中建议的认证/授权端

口号为 1812、计费端口号为 1813，但是也可以不选用 RFC 建议值（尤其是比较早

期的 RADIUS/HWTACACS Server，普遍采用 1645 作为认证/授权端口号、1646
作为计费端口号）。 

在使用中，请保证 H3C 系列交换机上的 RADIUS/HWTACACS 服务端口设置与

RADIUS 服务器上的端口设置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 RADIUS 服务器的计费端口号

为 1813，认证/授权端口号为 1812。 

  说明：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默认的 Radius 方案使用的认证/授权端口号是 1645，
计费端口号为 1646，其他创建的方案分别为 1812 和 1813。 

 

1.3.3  设置 RADIUS 报文的加密密钥 

RADIUS 客户端（即交换机系统）与 RADIUS 服务器使用 MD5 算法来加密 RADIUS
报文，双方通过设置加密密钥来验证报文的合法性。只有在密钥一致的情况下，双

方才能彼此接收对方发来的报文并做出响应。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报文的加密密钥。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设置 RADIUS 报文的加密密钥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认证/授权报文的加密密钥 key authentication string

恢复 RADIUS 认证/授权报文加密密钥为缺省 undo key authentication

设置 RADIUS 计费报文的加密密钥 key accounting string

恢复 RADIUS 计费报文加密密钥为缺省 undo key accounting

 

缺省情况下，RADIUS 认证/授权报文和 RADIUS 计费报文的加密密钥均为空。 

1.3.4  设置 RADIUS 服务器所属的 VPN 

系统默认 RADIUS 服务器的地址为公网地址，如果 RADIUS 服务器架设在私网下，

就必须在配置 RADIUS 服务器时指定该 RADIUS 服务器所属的 VPN。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服务器所属的 VPN。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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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设置 RADIUS 服务器所属的 VPN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服务器所属的 VPN vpn-instance vpn-name

将 RADIUS 服务器的 VPN 属性恢复为缺省值 undo vpn-instance 

 

缺省情况下，RADIUS 服务器不属于任何 VPN。 

1.3.5  设置本地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状态 

本地 RADIUS 服务器是使用设备本身作为 RADIUS 服务器，使用的认证端口号是

1645，计费端口号是 1646。在初始状态下这两个端口号都是打开的，没有相应的

命令行控制端口的开关。基于最大安全策略的考虑，现增加相应的控制端口的手段，

目的是消除端口安全隐患。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设置本地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状态 

操作 命令 

打开本地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 local-server enable 

关闭本地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 undo local-server 

 

缺省情况下，使能本地 RADIUS 服务器，端口 1645 和 1646 状态打开。 

1.3.6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由于 RADIUS 协议采用 UDP 报文来承载数据，因此其通信过程是不可靠的。如果

RADIUS 服务器在响应超时定时器规定的时长内没有响应 NAS，则 NAS 有必要向

RADIUS 服务器重传 RADIUS 请求报文。如果累计的传送次数超过最大传送次数而

RADIUS 服务器仍旧没有响应，则 NAS 将认为其与当前 RADIUS 服务器的通信已

经中断，并将转而向其它的 RADIUS 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retry retry-times

将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retry 

 

缺省情况下，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为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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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如果在 RADIUS 请求报文（认证/授权请求或计费请求）传送出去一段时间后，NAS
还没有得到 RADIUS 服务器的响应，则有必要重传 RADIUS 请求报文，以保证用户

确实能够得到 RADIUS 服务。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7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timer response-timeout seconds

将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恢复为缺省值 undo timer response-timeout 

 

缺省情况下，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为 3 秒。 

  说明： 

当 RADIUS 服务器(如 CAMS)，通过 RADIUS 扩展协议对每个用户动态下发上行速

率时，请在用户接入的端口下使用带 smac 的自定义流模板，否则将不能正确地对

每一个用户进行流量限制。 

 

1.3.8  设置 RADIUS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当交换机与 RADIUS 服务器的通信中断的时候，交换机不再处理用户的请求报文，

直到交换机等待通信的时间等于或者大于一定时间的时候，交换机才将用户请求报

文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8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定时器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timer quiet minutes

将 RADIUS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恢复为缺省值 undo timer quiet 

 

缺省情况下，主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前需要等待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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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由于 RADIUS 协议采用 UDP 报文来承载数据，因此其通信过程是不可靠的。如果

RADIUS 服务器在响应超时定时器规定的时长内没有响应 NAS，则 NAS 有必要向

RADIUS 服务器重传 RADIUS 请求报文。如果累计的传送次数超过最大传送次数而

RADIUS 服务器仍旧没有响应，则 NAS 将认为其与当前 RADIUS 服务器的通信已

经中断，并将转而向其它的 RADIUS 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9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 retry retry-times

将 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恢复为缺省值 undo retry 

 

缺省情况下，RADIUS 请求报文的最大传送次数为 3 次。 

1.3.10  打开 RADIUS 计费可选开关 

如果配置了此任务，交换机在对用户上线计费时如果发现没有可用的 RADIUS 计费

服务器或与 RADIUS 计费服务器通信失败时，用户仍可以继续使用网络资源；否则

用户将被切断。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0 打开 RADIUS 计费可选开关 

操作 命令 

打开 RADIUS 计费可选开关 accounting optional

关闭 RADIUS 计费可选开关 undo accounting optional

 

缺省情况下，关闭 RADIUS 计费可选开关。 

1.3.11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为了对用户实施实时计费，有必要设置实时计费的时间间隔。在设置了该属性以后，

每隔设定的时间，NAS 会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一次在线用户的计费信息。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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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minute

将实时计费间隔恢复为缺省值 undo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其中，minute 为实时计费间隔时间，单位为分钟，其取值必须为 3 的整数倍。 

实时计费间隔的取值对 NAS 和 RADIUS 服务器的性能有一定的相关性要求——取

值越小，对 NAS 和 RADIUS 服务器的性能要求越高。建议当用户量比较大（ú1000）
时，尽量把该间隔的值设置得大一些。以下是实时计费间隔与用户量之间的推荐比

例关系： 

表1-22 实时计费间隔与用户量之间的推荐比例关系 

用户数 实时计费间隔（分钟） 

1~99 3 

100~499 6 

500~999 12 

ú1000 ú15 

 

缺省情况下，实时计费间隔为 12 分钟。 

1.3.12  设置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RADIUS 服务器通常通过连接超时定时器来判断用户是否在线。如果 RADIUS 服务

器长时间收不到 NAS 传来的实时计费报文，它会认为线路或设备故障并停止对用户

计费。为了配合 RADIUS 服务器的这种特性，有必要在不可预见的故障条件下在

NAS 端尽量与 RADIUS 服务器同步切断用户连接。H3C 系列交换机提供对连续实

时计费请求无响应次数限制的设置——在 NAS 向 RADIUS 服务器发出的实时计费

请求没有得到响应的次数超过所设定的限度时，NAS 将切断用户连接。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3 设置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retry realtime-accounting retry-times

恢复允许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为缺省值 undo retry realtime-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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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该值如何计算：假设 RADIUS 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长为 T，NAS 的实时计

费间隔为 t，则 NAS 的 count 应取为 T 除以 t 后取整的数值。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应尽量将 T 设置为一个能被 t 整除的数。 

缺省情况下，最多允许 5 次实时计费请求无响应。 

1.3.13  使能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由于停止计费请求报文涉及到话单结算、并最终影响收费多少，对用户和 ISP 都有

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 NAS 应该尽最大努力把它发送给 RADIUS 计费服务器。所

以，如果 RADIUS 计费服务器对 H3C 系列交换机发出的停止计费请求报文没有响

应，以太网交换机应将其缓存在本机上，然后重新发送直到 RADIUS 计费服务器产

生响应，或者在重新发送的次数达到指定的次数限制后将其丢弃。可以使用下面的

命令来设置交换机允许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4 设置使能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操作 命令 

使能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stop-accounting-buffer enable  

关闭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undo stop-accounting-buff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使能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1.3.14  设置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最大发送次数 

由于停止计费请求报文涉及到话单结算、并最终影响收费多少，对用户和 ISP 都有

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 NAS 应该尽最大努力把它发送给 RADIUS 计费服务器。所

以，如果 RADIUS 计费服务器对 H3C 系列交换机发出的停止计费请求报文没有响

应，交换机应将其缓存在本机上，然后重新发送直到 RADIUS 计费服务器产生响应，

或者在重新发送的次数达到指定的次数限制后将其丢弃。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

置缓存后的报文的最大重发次数。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5 设置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最大发送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最大发送次数 retry stop-accounting retry-times  

恢复停止计费报文最大发送次数为缺省值 undo retry stop-accounting 

 

缺省情况下，最多可以将缓存的停止计费请求报文重发 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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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设置支持何种类型的 RADIUS 服务器 

H3C系列交换机同时支持标准的RADIUS协议和H3C公司的 IP Hotel、201+、Portal
等扩展 RADIUS 业务平台。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选择支持何种 RADIUS 服务器类型。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6 设置支持何种类型的 RADIUS 服务器 

操作 命令 

设置支持何种类型的 RADIUS 服务器 server-type { extended | standard } 

恢复 RADIUS 服务器类型为缺省设置 undo server-type 

 

缺省情况下，对于新创建的 RADIUS 方案，其服务器类型为 standard；对于系统

缺省创建的 RADIUS 方案“system”，其服务器类型为 extended。 

1.3.16  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 

对于某个 RADIUS 方案中的主、备服务器（无论是认证/授权服务器还是计费服务

器），当主服务器因故障与 NAS 的通信中断时，NAS 会主动地转而与备份服务器

交互报文。当主服务器恢复正常后，NAS 却不会立即恢复与其通信，而是继续与备

份服务器通信；直到备份服务器也出现故障后，NAS 才能再转而恢复与主服务器交

互报文。为了使 NAS 在主服务器故障排除后迅速恢复与其通信，需要通过下面的命

令手工将主服务器的状态设为 active。 

当主服务器与备份服务器的状态都为 active 或都为 block 时，NAS 将先把报文发

给主服务器，如果主服务器连接不成功，NAS 将会把报文发给备份服务器。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7 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 

操作 命令 

设置主 RADIUS 认证/授权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 block | active }

设置主 RADIUS 计费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primary accounting { block | active } 

设置备份 RADIUS 认证/授权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 block | 
active } 

设置备份 RADIUS 计费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secondary accounting { block | active }

 

缺省情况下，RADIUS 方案中各 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均为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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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如前所述，接入用户通常以“userid@isp-name”的格式命名，“@”后面的部分

为 ISP 域名，H3C 系列交换机就是通过该域名来决定将用户归于哪个 ISP 域的。但

是，有些较早期的 RADIUS 服务器不能接受携带有 ISP 域名的用户名，在这种情况

下，有必要将用户名中携带的域名去除后再传送给 RADIUS 服务器。因此，H3C 系

列交换机提供下面的命令以指定发送给 RADIUS服务器的用户名是否携带有 ISP域

名。 

表1-28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操作 命令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user-name-format { with-domain | 
without-domain } 

 

  说明： 

如果指定某个 RADIUS 方案不允许用户名中携带有 ISP 域名，那么请不要在两个乃

至两个以上的 ISP 域中同时设置使用该 RADIUS 方案，否则，会出现虽然实际用户

不同（在不同的 ISP 域中）、但 RADIUS 服务器认为用户相同（因为传送到它的用

户名相同）的错误。 

 

缺省情况下，对于新创建的 RADIUS 方案，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带有 ISP
域名；对于系统缺省创建的 RADIUS 方案“system”，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

户名不带 ISP 域名。 

1.3.18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H3C 系列交换机提供下面的命令以指定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请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9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操作 命令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data-flow-format { data { byte | giga-byte | 
kilo-byte | mega-byte } } | { packet { 
giga-packet | kilo-packet | mega-packet | 
one-packet } } 

恢复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为缺省设置 undo data-flow-format 

 

缺省情况下，RADIUS 方案默认的发送数据单位为 byte，数据包的单位为 one 
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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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配置 NAS 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0 配置 NAS 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NAS 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RADIUS 方案视图） nas-ip ip-address

取消 NAS 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RADIUS 方案视图） undo nas-ip 

配置NAS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系

统视图） 
radius nas-ip ip-address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取消NAS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系

统视图） 
undo radius nas-ip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这两条命令的作用相同，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进行的配置优先级高于系统视图下

的配置。 

缺省情况下，不指定源地址，即以发送报文的接口地址作为源地址。 

1.3.20  设置 RADIUS 协议客户端端口状态 

按照 RFC2138/2139 协议，Radius 服务一般采用 1812 端口作认证报文端口、1813
端口作计费报文端口，而在 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上，无论是认证报文还是计费报

文，其源端口均为 1812。这样的报文发出去之后，对方响应过来的报文的目的端口

即为 1812，因此如果在交换机上对目的端口为 1812 的 UDP 入报文进行控制，即

可控制交换机上的 Radius 服务。 

H3C 系列交换机提供下面的命令以设置 RADIUS 协议客户端 1812 端口的状态。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1 设置 RADIUS 协议客户端 1812 端口的状态 

操作 命令 

打开 RADIUS 协议客户端 1812 端口 radius client enable 

关闭 RADIUS 协议客户端 1812 端口 undo radius client 

 

缺省情况下，RADIUS 协议客户端 1812 端口是打开的。 

如果 1812 端口被关闭，所有目的端口为 1812 的 UDP 入报文均会被丢弃，因此无

法使用远程 Radiu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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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配置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 

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除了支持如前所述的传统的作为 RADIUS 客户端的服务—

—即分别采用认证/授权服务器、计费服务器的方式进行用户的认证管理外，还提供

了本机的简单 RADIUS 服务器端功能（包括认证和授权），称之为本地 RADIUS 认

证服务器功能，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最多可以支持 16 个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

器。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来配置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2 配置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 

操作 命令 

创建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 local-sever nas-ip ip-address key password

删除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 undo local-server nas-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组默认的 IP 地址为 127.0.0.1，默认的密码

为空。 

  注意： 

 采用 H3C 公司的本地 RADIUS 功能时，其认证/授权服务的 UDP 端口号必须为

1645，计费服务的 UDP 端口号为 1646。 
 用此命令配置的报文加密密钥（key password）必须和在 RADIUS 方案视图下

用命令 key authentication 配置的认证/授权报文加密密钥一致。 
 S9500 系列交换机作为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时，目前只支持 CHAP 和 PAP
认证方式，不支持 EAP MD5-challenge 认证方式。 

 

1.4  HWTACACS 协议配置 

HWTACACS 的配置包括： 

 创建HWTACACS方案 

 配置TACACS认证服务器 

 配置TACACS授权服务器 

 配置TACACS计费服务器及相关属性 

 配置NAS发送HWTACAC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配置TACACS服务器的密钥 

 配置TACAC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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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TACACS服务器的流量单位 

 配置TACACS服务器的定时器 

  说明： 

配置 TACACS 服务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除删除方案外，HWTACACS 的大部分属性在改变配置时都不检查当前是否有用

户在使用此方案。 
 TACACS 服务器缺省没有密钥。 

 

在以上的配置任务中，创建 HWTACACS 方案、配置 TACACS 认证/授权服务器是

必需的；其余任务则是可选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需求决定是否进行这些配

置。 

1.4.1  创建 HWTACACS 方案 

如前所述，HWTACACS 协议的配置是以 HWTACACS 方案为单位进行的。因此，

在进行其它 HWTACACS 协议配置之前，必须先创建 HWTACACS 方案并进入其视

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3 创建 HWTACACS 方案 

操作 命令 

创建 HWTACACS 方案，并进入

HWTACACS 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删除 HWTACACS 方案 undo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如果指定的 HWTACACS 方案名不存在，将创建一个新的 HWTACACS 方案并进入

HWTACACS 视图。在 HWTACACS 视图下，可以对此 HWTACACS 方案进行具体

配置。 

系统最多支持配置 16 个 HWTACACS 方案。只有当方案没有用户使用时，才能删

除该方案。 

缺省情况下，没有定义 HWTACACS 方案。 

1.4.2  配置 TACACS 认证服务器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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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4 配置 TACACS 认证服务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TACACS 主认证服务器 primary authentication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 TACACS 主认证服务器 undo primary authentication 

配置 TACACS 备用认证服务器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 TACACS 备用认证服务器 undo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主认证服务器和备用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能相同，否则将提示配置不成功。端口

号缺省使用 49。 

如果多次执行此命令，新的配置将覆盖原来的配置。 

只有不存在 Active 的用于发送认证报文的 TCP 连接使用该认证服务器时，才允许删

除 TACACS 方案。 

1.4.3  配置 TACACS 授权服务器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5 配置 TACACS 授权服务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TACACS 主授权服务器 primary authorization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 TACACS 主授权服务器 undo primary authorization 

配置 TACACS 备用授权服务器 secondary authorization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 TACACS 备用授权服务器 undo secondary authorization 

 

  说明： 

对于 FTP、Telnet、SSH 等用户，如果不配置授权服务器，只配置认证和计费服务

器，认证和计费都可以正常进行，只是用户的权限级别默认为 0，即最低权限。 

 

主授权服务器和备用授权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能相同，否则将提示配置不成功。端口

号缺省使用 49。 

如果多次执行此命令，新的配置将覆盖原来的配置。 

1.4.4  配置 TACACS 计费服务器及相关属性 

1. 配置 TACACS 计费服务器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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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6 配置 TACACS 计费服务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TACACS 主计费服务器 primary accounting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配置的 TACACS 主计费服务器 undo primary accounting  

配置 TACACS 备用计费服务器 secondary accounting ip-address [ port-number ]  

删除配置的 TACACS 备用服务器 undo secondary accounting  

 

主计费服务器和备用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能相同，否则将提示配置不成功。 

缺省情况下，TACACS 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全零，端口号使用 49。 

如果多次执行此命令，新的配置将覆盖原来的配置。 

只有不存在 Active 的用于发送认证报文的 TCP 连接使用该服务器时，才允许删除

TACACS 方案。 

2. 使能停止计费报文重传功能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7 配置停止计费报文重传功能 

操作 命令 

停止计费报文重传，并配置传送的最大次数 retry stop-accounting retry-times

关闭停止计费报文重传功能 undo retry stop-accounting 

清除没有响应的停止计费请求报文 reset stop-accounting-buffer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缺省情况下，使能停止计费报文重传功能，停止计费报文可传送的最大次数为 300。 

1.4.5  配置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8 配置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操作 命令 

配置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HWTACACS 视图) nas-ip ip-address

取消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HWTACACS 视图) undo nas-ip 

配置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系统视图) hwtacacs nas-ip ip-address  

取消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系统视图) undo hwtacacs na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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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AS 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时，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的

配置优先级高于系统视图下的配置 

缺省情况下，不指定源地址，即以连接服务器的端口所在 VLAN 的虚接口地址作为

源地址。 

1.4.6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密钥 

使用 TACACS 服务器作为 AAA 服务器时，可设置密钥以提高交换机与 TACACS 服

务器通信的安全性。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9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密钥 

操作 命令 

配置 TACACS 计费、授权及认证服务器的密

钥 
key { accounting | authorization | 
authentication } string

删除配置的密钥 undo key { accounting | authorization | 
authentication } 

 

缺省情况下，没有密钥。 

1.4.7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用户名通常采用“userid@isp-name”格式，“@”后面的部分为域名。 

如果 TACACS 服务器不接受带域名的用户名，可以配置将用户名的域名去除后再传

送给 TACACS 服务器。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0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用户名带域名 user-name-format with-domain  

配置用户名不带域名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缺省情况下，发往 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带域名。 

1.4.8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流量单位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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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流量单位 

操作 命令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流量单位 

data-flow-format data { byte | giga-byte | 
kilo-byte | mega-byte } 
data-flow-format packet { giga-packet | 
kilo-packet | mega-packet | one-packet } 

恢复发送到 TACACS 服务器的数据流的单位

为缺省设置 undo data-flow-format { data | packet } 

 

缺省情况下，使用字节作为流量的单位（byte）。 

1.4.9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定时器 

1.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应答超时时间 

HWTACACS 是基于 TCP 实现的，因此，服务器应答超时或 TCP 超时都可能导致

与 TACACS 服务器的连接断开。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2 配置 TACAC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应答超时时间 timer response-timeout seconds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timer response-timeout 

 

缺省情况下，应答超时时间为 5 秒。 

2.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主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时间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3 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主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恢复激活时间 timer quiet minutes

恢复缺省配置 undo timer quiet 

 

配置 timer quiet 的目的在于当交换机与服务器的通信中断的时候，交换机不再处理

用户的请求报文，直到交换机等待通信的时间等于或者大于 timer quiet 配置的时间

的时候，交换机才将用户请求报文发送到服务器。 

缺省情况下，主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前需要等待 5 分钟。取值范围为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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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实时计费时间间隔 

在设置了实时计费的时间间隔以后，每隔设定的时间，NAS 会向 TACACS 服务器

发送一次在线用户的计费信息。 

请在 HWTACACS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4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操作 命令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minute

将实时计费间隔恢复为缺省值 undo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其中，minute 为实时计费间隔时间，单位为分钟，其取值必须为 3 的整数倍。 

实时计费间隔的取值对 NAS 和 TACACS 服务器的性能有一定的相关性要求——取

值越小，对 NAS 和 TACACS 服务器的性能要求越高。建议当用户量比较大（ú1000）
时，尽量把该间隔的值设置得大一些。以下是实时计费间隔与用户量之间的推荐比

例关系： 

表1-45 实时计费间隔与用户量之间的推荐比例关系 

用户数 实时计费间隔（分钟） 

1~99 3 

100~499 6 

500~999 12 

ú1000 ú15 

 

缺省情况下，实时计费间隔为 12 分钟。 

1.5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的显示和调试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AA、

RADIUS/HWTACACS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

图下，执行 reset命令可清除RADIUS/HWTACACS的统计信息等；执行debugging
命令可对 AAA、RADIUS/HWTACACS 进行调试。 

表1-46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或指定 ISP 域的配置信息 display domain [ isp-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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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用户连接的相关信息 

display connection [ access-type { dot1x | 
gcm } | domain domain-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mac mac-address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vlan vlanid | ucibindex 
ucib-index | user-name user-name ] 

显示本地用户的相关信息 

display local-user [ domain isp-name | idle-cut 
{ disable | enable } | service-type { ftp | 
lan-access | ppp | ssh | telnet | terminal } | state 
{ active | block } | user-name user-name | vlan 
vlanid ] 

显示 RADIUS 认证服务器组的统计信息 display local-server { statistics | nas-ip } 

显示所有或指定 RADIUS 方案的配置信

息 display radius [ radius-server-name ] 

显示所有系统视图下配置的全局

NAS-IP 信息 display radius nas-ip 

显示 RADIUS 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radius statistics 

显示缓存的没有得到响应的停止计费请

求报文 

display stop-accounting-buffer 
{ radius-scheme radius-server-name | session-id 
session-id | time-range start-time stop-time | 
user-name user-name } 

清除 RADIUS 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reset radius statistics 

显示所有或指定 HWTACACS 方案的配

置信息 display hwtacacs [ hwtacacs-scheme-name ] 

显示缓存的没有得到响应的停止计费请

求报文 
display stop-accounting-buffer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删除缓存的、没有得到响应的停止计费

请求报文 

reset stop-accounting-buffer { radius-scheme 
radius-server-name | session-id session-id | 
time-range start-time stop-time | user-name 
user-name } 

删除交换机上缓存的、没有得到响应的

HWTACACS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 
reset stop-accounting-buffer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清除 TACACS 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reset hwtacacs statistics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authorization | all } 

打开 RADIUS 报文调试开关 debugging radius packet 

关闭 RADIUS 报文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radius packet 

打开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调试开关
debugging local-server { all | error | event | 
packet } 

关闭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local-server { all | error | event 
| packet } 

打开 HWTACACS 协议调试开关 debugging hwtacacs { all | error | event | 
message | receive-packet | send-pac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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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关闭 HWTACACS 协议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hwtacacs { all | error | event | 
message | receive-packet | send-packet } 

 

1.6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典型配置举例 

AAA/RADIUS/HWTACACS 协议与 802.1x 协议配合使用的例子，请参见“802.1x”
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7 启动/关闭报文防攻击功能 

操作 命令 

启动/关闭报文防攻击功能 anti-attack { arp | dot1x | ip } { disable | enable } 

 

缺省情况下，启动 IP 报文防攻击功能，关闭 ARP 报文以及 dot1x 报文的防攻击功

能。 

1.6.1  FTP/Telnet 用户远端 RADIUS 服务器认证配置 

  说明： 

Telnet 用户与 FTP 用户的远端服务器认证配置方法类似，下面描述以 Telnet 用户的

远端认证为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4所示的环境中，现需要通过对交换机的配置实现RADIUS服务器对登录交换

机的Telnet用户的远端认证。 

其中：由一台 RADIUS 服务器（其担当认证 RADIUS 服务器的职责）与交换机相连，

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10.91.164，设置交换机与认证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

加密密码为“expert”，设置交换机从用户名中去除用户域名后再将之传给 RADIU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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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ca tion Servers
dress: 10.110.91.164)

2. 组网图 

te lnet user

Auth
( IP Ad

Sw itch

Internrt

 
图1-4 配置 Telnet 用户的远端 RADIUS 认证 

3. 配置步骤 

# 添加 Telnet 用户。 

此处略。 

  说明： 

FTP、Telnet 用户的一些配置请参见“FTP 与 TFTP 配置”部分相关内容。 

 

# 配置 Telnet 用户采用远端认证方式，即 Scheme 方式。 

[H3C-ui-vty0-4]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 配置 RADIUS 方案。 

[H3C] radius scheme cams 

[H3C-radius-cams]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0.91.164 1812 

[H3C-radius-cams] key authentication expert 

[H3C-radius-cams] server-type extended 

[H3C-radius-cams]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 配置 Domain 和 RADIUS 的关联。 

[H3C-radius-cams] quit 

[H3C] domain cams 

[H3C-isp-cams] radius-scheme cams 

  说明： 

ftp 用户如果采用 Radius 认证，请在对应的 Radius Scheme 中设置 server-type 为

extended，即使用扩展的 Radius 协议，否则不能正确获得用户的目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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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FTP/Telnet 用户本地 RADIUS 认证服务器认证配置 

Telnet/FTP用户的本地RADIUS认证方法与1.6.1  小节中的远端RADIUS认证方法类

似，只需要将1.6.1  小节中“配置Telnet用户的远端RADIUS认证”中的服务器IP地
址修改为 127.0.0.1，认证密码修改为空，认证服务的UDP端口号修改为 1645。 

  说明： 

Telnet/FTP用户的本地RADIUS认证的一些知识，可参考“1.3.20  设置RADIUS协
议客户端端口状态”。 

 

1.6.3  用户通过 TACACS 服务器认证、授权的应用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交换机实现 TACACS 服务器对登录交换机的用户进行认证、授权。 

一台 TACACS 服务器（其担当认证、授权、计费服务器的职责）与交换机相连，服

务器 IP 地址为 10.110.91.164，设置交换机与认证、授权、计费 TACACS 服务器交

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均为“expert”，设置交换机除去用户名中的域名后再将之传

给 TACACS 服务器。 

在 TACACS 服务器上设置与交换机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expert”；  

te lnet user

Auth
( IP Ad

Sw itch

entica tion Servers
dress: 10.110.91.164)

Internrt

 
图1-5 配置 TACACS 服务器认证 

2. 配置步骤  

# 添加 Telnet 用户。 

此处略。 

  说明： 

FTP、Telnet 用户的一些配置请参考“FTP 与 TFTP 配置”部分相关内容。。 

 

# 配置 HWTACACS 方案。 

[H3C] hwtacacs scheme hw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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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0.91.164  

[H3C-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orization 10.110.91.164  

[H3C-hwtacacs-hwtac] key authentication expert 

[H3C-hwtacacs-hwtac] key authorization expert 

[H3C-hwtacacs-hw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H3C-hwtacacs -hwtac] quit  

# 配置 Domain 引用名为 hwtac 的 HWTACACS 方案。 

[H3C] domain hwtacacs 

[H3C-isp-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 hwtac 

1.7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RADIUS/HWTACACS协议在TCP/IP协议族中处于应用层，它主要规定NAS与 ISP
的 RADIUS/HWTACACS服务器间如何交互用户信息，因此它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故障之一：用户认证/授权总是失败 

故障排除： 

 用户名不是“userid@isp-name”的形式，或 NAS 没有指定缺省的 ISP 域—

—请使用正确形式的用户名或在 NAS 中设定缺省的 ISP 域。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的数据库中没有配置该用户——检查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的数据库以保证该用户的配置信息确实存在。 

 用户端输入的密码不正确——请保证接入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和 NAS 的报文加密密码不同——请仔细比较两

端的加密密钥，确保它们相同。 

 NAS 与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之间存在通信故障（可以通过在 NAS 上

ping RADIUS/HWTACACS 服 务 器 来 检 查 ） — — 请 保 证 NAS 与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之间能够正常通信。 

2. 故障之二：RADIUS/HWTACACS 报文无法传送到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 

故障排除： 

 NAS 与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线路不通（物理层/链路层）

——请保证线路通畅。 

 NAS上没有设置相应的 RADIUS/HWTACACS服务器 IP地址——请保证正确

设置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认 证 / 授 权 和 计 费 服 务 的 端 口 设 置 得 不 正 确 — — 请 保 证 与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提供的端口号一致。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AAA、RADIUS 与 HWTACACS 第 1 章  AAA 和 RADIUS/HWTACACS 协议配置

 

1-37 

3. 故障之三：用户认证通过并获得授权，但是不能向 RADIUS/HWTACACS 服务器

传送计费话单。 

故障排除： 

 计费端口号设置得不正确——请正确设置 RADIUS/HWTACACS 计费端口号。 

 计费服务器和认证/授权服务器不是同一台机器，NAS 却要求认证/授权和计费

在同一个服务器（IP 地址相同）——请保证 NAS 的认证/授权和计费服务器的

设置与实际情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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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密码管理特性配置操作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密码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密码管理配置简介  

了解密码管理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密码管理配置

密码管理的配置举例 密码管理配置举例

 

1.1  密码管理配置简介 

S9500 系列交换机能够向用户提供密码管理功能，在登录 S9500 系列交换机之前需

要先配置系统的登录密码，配置密码之后每次登录交换机都要先输入密码，系统认

证通过后才允许用户登录交换机进行后续操作。对于密码验证失败的用户则无法登

录成功。 

用户可以使用缺省的密码配置，也可以自行进行密码管理配置，自行进行密码管理

的时候遵循以下步骤： 

(1) 配置系统登录密码 

当用户进入系统需要输入密码验证身份时，系统对密码加以保护。命令行将不会显

示输入的密码。在系统的配置文件或者终端上，均不能显示该密码的明文，必须以

加密方式存储。 

当用户输入密码时，终端上采用显示******的方式，没有用户密码的明文显示。用户

配置密码需要输入两次，以便确认。密码配置时，命令行显示为******，配置文件中

显示为密文。 

(2) 启动系统密码管理功能 

密码配置之后用户可以进行密码管理，密码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启动密码管理老化功能 

 启动限制密码管理最小长度功能 

 配置系统支持历史密码记录功能 

当登录系统的密码过期之后，系统会要求用户输入新的密码，并且自动保存。通过

记录历史密码可以阻止用户在修改密码的时候使用单一或者重复的密码，加强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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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历史密码记录存放到 flash 或者 CF 卡的私有文件中，该文件对任何用户均为

不可读，不可修改。同时系统对密码历史记录以及黑名单记录还具有自动备份功能，

详细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系统增加或删除一个历史密码记录时，通知备板进行备份。 

 系统清空所有历史纪录或者某个用户的历史记录时，通知备板进行备份。 

 系统增加或删除一个黑名单中用户时，通知备板进行备份。 

 CF 卡或者主板备板上的 flash 中具有保存一致的历史密码的记录和黑名单记

录。 

(3) 配置系统密码参数 

密码配置之后管理员可以在下次登录时进行修改，密码的参数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系统密码老化的时间 

 提醒用户密码过期的时间 

 系统密码长度的最小值 

 配置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及尝试失败后的处理方式 

 用户密码个数的最大历史记录 

 用户认证超时时间 

(4) 配置 super 密码参数 

用户级别是配置用户的时候管理员配置的，super 命令是给用户更换权限的命令比

如，一个用户的级别为 3，但在允许其以较低级别登录，成功登录到系统后，如果

想更换级别，就需要 super 命令，同时需要 super 密码验证，对该密码需要密码管

理，也就是有老化功能和最小长度的限制。 

(5) 删除用户密码的历史记录 

删除用户密码的历史记录之后，再重新配置密码的时候就不会受到之前所配置的历

史密码记录的限制，系统可以删除所有用户的密码历史记录也可以删除特定用户的

密码历史记录。 

系统具有日志记录功能，可以自动对以下事件进行日志记录： 

 用户登录成功，记录该用户的用户名、用户 IP、VTY 号 

 用户因 ACL 规则禁止，记录用户 IP 

 用户认证失败，记录用户名、用户 IP、VTY 号、失败原因。 

.用户名密码过期，用户密码修改时，记录用户密码修改事件，管理员可以根据这些

日志信息查询用户的登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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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码管理配置 

密码管理的基本配置任务如下： 

 配置系统密码的老化时间 

 配置提醒用户密码过期的时间  

 配置系统密码长度的最小值  

 配置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及尝试失败后的处理方式  

 配置用户历史密码个数的最大历史记录  

 配置用户密码认证超时时间  

配置完毕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命令可以查看所有用户

密码管理的信息，包括密码老化是否启动，老化时间是多少，密码最小长度是否启

动，最小值是多少，密码历史记录是否启动，密码过期提醒时间，密码认证时间，

密码尝试次数，最大历史纪录的个数，尝试失败后的行为，上次清除历史记录的时

间等。 

对同一用户，密码尝试了 login-times 次失败后，系统会将该用户加入黑名单中，在

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blacklist 命令可以查看的黑名单中用

户信息以及其 IP 地址信息。 

表1-1 密码管理基本配置任务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 

配置系统登录密码 password [ simple | cipher ] 
password 

用户配置密码的时候，在不带

参数 simple或者 cipher的情

况下，请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密

码并确认两次输入一致，否则

无需再次确认密码。 

退到系统试图 quit - 

- password-control { aging | 
length | history } enable 

缺省情况下该密码管理的功

能均关闭 

配置系统密码参数 

password-control { aging 
aging-time | length length |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history max-record-num | 
alert-before-expire 
alert-time | 
authentication-timeout 
authentication-timeout | 
exceed { lock | unlock | 
locktime time } } 

参见下文对系统密码参数配

置的详细介绍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命令与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命令也可以在本地用户

视图下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密码管理 第 1 章  密码管理特性配置操作

 

1-4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 super 密码参数 
password-control super 
{ aging aging-time | length 
length } 

缺省情况下 super密码老化的

时间为 90 天，super 密码长度

的最小值为 10 个字符 

删除用户密码的历史记录 
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 username 
username ] 

- 

删除 super 密码的历史记录 
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super [ level 
level-value ] 

- 

显示所有用户的密码管理信

息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显示 super 密码管理信息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super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取消相关配置可以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 

  注意： 

 当密码历史记录功能未启动时，密码的清除命令 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同样可以清除全部或者某个用户的历史密码。 

 当密码管理功能未启动时，密码老化参数可以进行配置，但不起作用。 

 

下面逐一介绍密码参数的配置。 

1.2.1  配置系统密码的老化时间 

系统在启动密码老化功能后，用户登录进行密码验证时，系统读取该用户的密码创

建时间并且将该密码的创建时间与与该用户的密码老化时间进行比较，具体可有下

列三种情况： 

(1) 如果密码距离过期的时间在提醒时间范围内，则系统提示用户密码还有几天过

期，并且询问用户是否修改密码。输出提示如：Current user's password will 

age out in 2 day(s).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a new one ? [Y/N] 

 如果用户选择修改且修改密码成功，则记录新的密码，并且记录新密码的设定

时间，允许用户正常登录。 

 如果用户选择不修改或者修改不成功，则在密码没过期的情况下可以正常登

录。 

(2) 如果该用户的密码已经过期，则系统通知用户密码已经过期，输出提示： 
your password has  expired ,please enter a  new password  : 

pas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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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 :********** 

即要求用户必须输入新的密码，在用户输入新的密码后确认该新的密码。如果密码

不符合要求，或者两次输入的密码不同，系统要求用户重新输入，否则无法登录成

功。 

(3) 如果该用户密码没有过期，且老化时间与过期时间的间隔不在提醒时间范围

内，该用户正常登录。 

用户修改密码成功后，将当前密码保存到 flash 或者 CF 卡文件中。 

对 super 命令的密码作类似处理，但对 super 密码没有提醒功能，只有在使用时通

知其是否过期。 

对于 ftp 用户，同样没有提醒功能，并且只通知用户密码错误，不能进行密码修改，

需要通过管理员进行修改。 

表1-2 配置系统密码的老化时间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系统密码参数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密码老化时间的范围为 1～365 天，缺省情

况下，密码老化时间是 90 天 

该命令也可以在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 

 

该老化时间的配置命令分别在系统视图和用户视图下，系统视图下配置全局参数，

用户视图下配置该用户的参数，用户参数与系统参数冲突时，使用该用户视图参数。 

1.2.2  配置提醒用户密码过期的时间 

在用户密码即将过期前的设定时间内，系统会自动发出提示，输出提示如：Current 

user's password will age out in 2 day(s).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a new one ? 

[Y/N]，提醒用户密码还有几天过期，并且询问用户是否修改密码。 

表1-3 配置提醒用户密码过期的时间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提醒用户密码过期的

时间 
password-control 
alert-before-expire alert-time 

缺省情况下，用户距离密码过

期提醒的时间为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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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配置系统密码长度的最小值 

在用户配置密码的时候，密码长度有最小值的限制，系统获取用户输入的密码，进

行密码长度的检验，发现用户输入的密码长度不符合系统要求，给出用户提示，通

知用户密码长度不符合要求，要求重新输入用户密码。 

如果输入的密码长度小于配置的最小长度，系统将不允许配置该密码，并显示出错

信息“Password is too short. Please enter minimum length password.”提醒用

户重新输入密码。 

对 super 命令的密码同样处理。 

表1-4 配置系统密码长度的最小值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系统密码长

度的最小值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系统密码长度的最小值的取值范围是4～32
个字符串，缺省情况下为 10 个字符 

该命令也可以在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 

 

密码最小长度的配置可以有全局配置命令和用户视图下配置某个用户的密码最小长

度两种情况。同老化参数一样，两种参数一样时，按用户视图下的参数为准。 

1.2.4  配置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及尝试失败后的处理方式 

系统对用户进行密码尝试次数有所限制，当当用户输入错误密码达到配置次数时，

系统将有三种选择： 

 将该用户加入黑名单禁止一段时间，即将用户名＋IP 地址、被禁止的时间存放

到黑名单中，每次用户登录，则在黑名单中进行查找，如果用户名＋IP 地址在

黑名单中，则直接将该用户拒绝而不允许该用户进行密码验证。规定时间到达

之后，将该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重新激活该用户。该禁止时间由系统管理员

指定，范围为 3～360 分钟，缺省情况下，该禁止时间是 120 分钟。 

 将该用户永久禁止，只有系统管理员手动将该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将该用户

激活，才能重新登录，黑名单的最大条数为 1024。 

 不对用户做禁止，允许其继续登录。 

系统管理员手动删除黑名单中的被禁止用户后，这些用户将被解除禁止，在尝试密

码正确后可以重新登录到交换机。 

表1-5 配置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及尝试失败后的处理方式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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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配置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输入密码时的尝试次数的范围 
2～10 次，缺省情况下为 3 次 

配置输入系统密码尝试失败

后的处理方式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attempt-time 
exceed { lock | unlock | 
locktime time }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对用户做

任何禁止，允许该用户尝试失

败后继续进行登录。 

查看被加入黑名单中的用户

信息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blacklist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删除黑名单中的用户信息 
reset password-control 
blacklist [ username 
username ] 

不带参数 username 时，表示

删除黑名单中所有用户 

带参数 username 时，表示删

除黑名单中的指定用户 

 

1.2.5  配置用户历史密码个数的最大历史记录 

当登录系统的密码过期之后，系统会要求用户输入新的密码，并且系统自动保存该

密码。用户可以配置系统允许的每个用户密码的最大历史记录个数，目的是让用户

不要使用单一或者重复的密码，加强安全性。 

表1-6 配置用户历史密码个数的最大记录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用户历史密码个数的最

大记录 
password-control history 
max-record-num 

用户历史密码个数的最大记

录的取值范围是 2～10，缺省

值为 4 

 

  注意： 

 当记录的历史密码个数超过系统配置的最大历史记录个数时，新的历史密码记录

将替代该用户最老的一条历史密码记录。 
 当进行历史密码个数配置时，查到某个用户的历史密码记录大于该配置值，则系

统给出提示，允许用户进行配置。 
 用户修改密码时，不能和记录的历史密码重复。否则系统会输出提示信息：The 

system failed to assign password. It has been used previously.用户应当重新进

行密码配置，否则修改密码不会生效。 
 当前正在使用的密码不算在历史密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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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配置用户密码认证超时时间 

认证过程的时间是从服务器获得用户名到该用户的密码验证结束的时间间隔。 

如果在该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没有完成密码验证，则认证失败，断开用户连接，并且

记录日志信息。如果没有超时，则用户正常登录。 

表1-7 配置用户密码认证超时时间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用户密码认证超时时间 
password-control 
authentication-timeout 
authentication-timeout 

用户密码认证超时时间的取

值范围是 30～120 秒，缺省值

为 60 秒 

 

1.3  密码管理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一台 PC 同一台 S9500 交换机相连。用户可采用缺省配置，也可以根据各自实际要

求自行配置密码参数。 

2. 组网图 

PCSwitch
 

图1-1 密码管理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系统登录密码。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local-user test  

[H3C-luser-test] password 

Password:********** 

confirm:********** 

Updating the password file,please wait ... 

# 更改系统登录密码为 0123456789。 

[H3C-luser-test] passwor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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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 :********** 

Updating the password file  ,please wait ... 

# 启动密码老化功能。 

[H3C] password-control aging enable 

Password aging enabled for all users. Default: 90 days. 

# 启动限制密码最小长度功能。 

[H3C] password-control length  enable 

Password minimum length enabled for all users. Default: 10 characters. 

# 启动密码历史记录功能。 

[H3C] password-control history enable 

Password history enabled for all users. Default : 10 history records 

# 指定 super 命令的老化时间为 10 天。 

[H3C] password-control super aging 10  

# 显示所有用户的密码管理的信息。 

[H3C]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Global password settings for all users: 

 Password aging:                      Enabled(90 days) 

 Password length:                     Enabled(10 Characters) 

 Password history:                    Enabled(Max history records:4) 

 Password alert-before-expire :       7 days 

 Password authentication-timeout :    60 seconds 

 Password attempt times :             3 times 

 Password attempt-failed action :     Lock for 120 minutes    

# 删除用户的历史密码记录。 

<H3C> 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Are you sure to delete all  the  history record?[Y/N] 

当用户输入“Y”，系统删除所有用户密码，并且给出提示： 

Updating the password file, please wait... 

All historical passwords have been cl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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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SSH 终端服务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SSH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SSH终端服务简介  

配置 SSH Server SSH Server配置

配置 SSH Client SSH Client配置

显示配置后 SSH 的运行情况，并查看显示信

息认证配置的效果。 SSH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SSH Server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SSH Client配置举例

 

1.1  SSH 终端服务简介 

SSH 是 Secure Shell（安全外壳）的简称。当用户通过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的网络环

境远程登录到交换机时，SSH 特性可以提供安全的信息保障和强大的认证功能，以

保护交换机不受诸如 IP 地址欺诈、明文密码截取等攻击。 

交换机作为 SSH Server，可以接受多个 SSH 客户的连接，目前支持的版本是

SSH2.0；SSH 客户端的功能是允许用户与支持 SSH Server 的交换机、UNIX 主机

等建立 SSH 连接。 

下面的图 1-1和图 1-2，分别表示了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建立SSH通道的两种方式： 

 通过本地局域网连接 

 通过广域网连接 

Ethernet

100BASE - TX

Server
PC
SSH - Client

Workstation

Laptop

Switch
SSH - Server

 
图1-1 在局域网内建立 SSH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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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witchLocal Ethernet

Remote Ethernet

Remote Switch

Server
PC
SSH - Client

Workstation

Laptop

WAN

Server
PC
SSH - Client

Workstation

Laptop  
图1-2 通过广域网建立 SSH 通道 

在整个通讯过程中，为实现 SSH 认证的安全连接，服务器端与客户端要经历如下五

个阶段： 

(1) 版本号协商阶段。具体步骤如下： 

 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 TCP 连接请求。 

 TCP 连接建立后，服务器端和客户端进行版本号协商。 

 如果协商成功，则进入密钥算法协商阶段，否则服务器端断开 TCP 连接。 

(2) 密钥算法协商阶段。具体步骤如下： 

 服务器端随机生成 RSA 密钥对，并将主机密钥对的公钥部分发送给客户端。 

 客户端以服务器端的公钥和本地随机产生的随机数（长度是 8 个字节）为参数，

计算出会话密钥。 

 客户端使用服务器端的公钥，对用于计算会话密钥的随机数进行加密，回送给

服务器端。 

 使用服务器端的私钥对客户端回送回来的数据进行解密，得到客户端的随机数 

 服务器端以服务器端的公钥和客户端回送的随机数为参数，使用和客户端相同

的算法计算出会话密钥（长度是 16 字节）。 

通过以上步骤，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就取得了相同的会话密钥。会话时，两端都使用

会话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保证了数据传送的安全。 

(3) 认证方法协商阶段： 

 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自己的用户名信息。 

 服务器端启动对该用户进行认证。如果服务器端配置了该用户不需要认证，则

直接进入会话请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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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采用某种认证方法向服务器端进行认证，直到认证通过或服务器由于超

时而断开连接。 

  说明： 

SSH 提供两种认证方法：口令认证和 RSA 认证。 
(1) 口令认证过程如下： 

 客户端将认证用户名和口令发送给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对客户端发送过来的用户名及口令与本地配置信息进行比较，如果两者

完全匹配，则通过认证。 
(2) RSA 认证过程如下： 

 服务器端进行客户端的 RSA 公钥配置； 
 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自己 RSA 公钥的成员模数； 
 服务器端对此成员模数进行有效性认证，认证通过后产生一个随机数，使用客户

端的 RSA 公钥加密后回送给客户端；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均以此随机数和会话号（长度是 16 字节）作为参数计算出用

于认证的数据； 
 客户端将自己计算出来的认证数据发送给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将客户端发送过来的认证数据与本地计算出的认证数据进行比较，如果

两者相同，则认证通过。 

 

(4) 会话请求阶段：认证通过后，客户端将向服务器端发送会话请求。服务器端成

功处理请求后，SSH 进入交互会话阶段。 

(5) 交互会话阶段：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进行数据交互，直到会话结束。 

1.2  SSH Server 配置 

SSH 服务器端的配置命令包括： 

表1-1 SSH2.0 的配置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 VTY 类型的用户界面视

图 
user-interface vty 
interface-number - 

设置所在用户界面支持的协

议 
protocol inbound { all | ssh 
| telnet } 可选 

退回到系统视图 quit - 

生成本地 RSA 密钥对 rsa local-key-pair create 必选 

销毁本地 RSA 密钥对 rsa local-key-pair destroy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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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为 SSH 用户配置认证方式 

ssh user username 
[ authentication-type 
{ password | rsa | 
password-publickey | all } ]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默认为无法

登录 

为 SSH 用户配置缺省情况下

的认证方式 

ssh authentication-type 
default [ password | rsa | all 
| password-publickey ]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默认为无法

登录 

设置服务器密钥的更新时间 ssh server rekey-interval 
hours 

可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进行服务

器密钥的更新 

设置 SSH 认证超时时间 ssh server timeout seconds
可选； 

缺省值为 60 秒 

设置 SSH 认证重试次数 
ssh server 
authentication-retries 
times 

可选； 

缺省值为 3 次 

进入公共密钥视图 rsa peer-public-key 
key-name 必选 

进入公共密钥编辑视图，编辑

密钥 public-key-code begin 必选 

退出公共密钥编辑视图 public-key-code end 必选 

退出公共密钥视图 peer-public-key end 可选 

为 SSH 用户分配公钥 ssh user username assign 
rsa-key keyname 必选 

设置 SSH 兼容方式 ssh server 
compatible_ssh1x enable 

可选；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端兼容

SSH1.x 版本的客户端 

 

1. 配置所在用户界面支持的协议 

该配置任务用来指定所在的用户界面支持的协议。 

请在 VTY 类型的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设置所在用户界面支持的协议 

操作 命令 

设置所在用户界面支持的协议 protocol inbound { all | ssh | telnet } 

 

缺省情况下，系统支持所有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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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在该用户界面上配置支持的协议是 SSH，为确保登录成功，请您务必配置登

录用户界面的认证方式为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采用 AAA 认证）。 
 如 果 配 置 认 证 方 式 为 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和

authentication-mode none，则 protocol inbound ssh 配置结果将失败；反之

亦然。 

 

2. 生成或销毁 RSA 密钥 

该配置任务用来生成或销毁服务器端的 RSA 密钥，包括主机密钥对和服务器密钥

对，其命名方式分别为：交换机名称+host 和交换机名称+server。 

输入该命令后，系统会提示输入密钥对的位数，需要注意的是： 

 主机密钥对和服务器密钥对的位数至少相差 128 位。 

 主机密钥对和服务器密钥对的最小长度为 512 位，最大长度为 2048 位。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生成和销毁本地 RSA 密钥 

操作 命令 

生成 RSA 密钥 rsa local-key-pair create 

销毁 RSA 密钥 rsa local-key-pair destroy 

 

  注意： 

 生成服务器端的 RSA 密钥是完成 SSH 登录的首要操作。 
 此命令只需执行一遍，交换机重启后不必再次执行。 
 如果密钥对在配置前已经存在，则系统会提示是否进行替换。 
 使用 SSH 用户登录时，服务器方生成的密钥位数必须大于 768 位，缺省情况下，

服务器方生成的 RSA 密钥是 1024 位。 

 

3. 配置用户的认证方式 

该配置任务用来为 SSH 用户指定认证方式。对于新用户，必须指定其认证方式，否

则将无法登录。 

表1-4 为 SSH 用户配置认证方式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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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命令 说明 

为 SSH 用户配置认

证方式 

ssh user username 
authentication-type { password | 
rsa | password-publickey | all } 

缺省情况下，系统未指定用户

的登录认证方式，即无法登录

 

需要注意的是： 

(1) 对于认证类型的配置，SSH 用户的配置优先。例如，增加了某个 SSH 用户，

服务类型指定为 stelnet，但是认证方式没有配置，这时不论系统默认的认证方

式是什么，均会由于该用户认证方式为空而无法登录成功。 

(2) 由于标准 radius 不支持用户级别的属性，因此，在远程认证过程中，需要指定

radius 方案中的服务器类型为 standard 或者 extend，并且在 radius 服务器上

正确指定用户的级别，才能在登录成功后获得相应的用户级别，否则只能以 0

级用户登录。 

4. 配置用户缺省情况下的认证方式 

该配置任务用来为 SSH 用户指定缺省情况下的认证方式。 

当 SSH 用户进行认证时，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处理： 

(1) 如果该用户已经配置认证方式，则按照该用户的认证方式进行认证。 

(2) 如果该用户没有配置认证方式，则根据系统默认的认证方式进行认证： 

 当系统的默认认证方式为 password或者 all时，可以通过本地或者远程的SSH

用户名以及密码进行登录成功。 

 当系统的默认认证方式为 rsa 或者 password-publickey 时，则必须给该用户指

定密钥，并且通过本地的 SSH 用户进行密钥方式认证，密钥方式的 SSH 用户

不能支持远程认证。 

如果没有给系统配置缺省的认证方式，则在用户登录时会由于该用户没有认证方式

而登录失败，因此必须给每个用户配置认证方式才能登录成功。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默认认证方式为 NULL,也就是没有配置。 

表1-5 为 SSH 用户配置缺省情况下的认证方式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为 SSH 用户配置缺

省情况下的认证方式 

ssh authentication-type 
default { password | rsa | all | 
password-publickey } 

缺省情况下如果即未指定系统的默

认认证方式，又没有给单个用户指

定认证方式，则用户无法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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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服务器密钥的更新周期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服务器密钥的定时更新周期，更大限度的保证 SSH 连接的安全

性。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服务器密钥的更新周期 

操作 命令 

配置服务器密钥的更新周期 ssh server rekey-interval hours 

取消当前对更新周期的配置 undo ssh server rekey-interval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进行服务器密钥的更新。 

6. 配置认证超时时间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 SSH 连接的认证超时时间。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设置 SSH 认证超时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 SSH 认证超时时间 ssh server timeout seconds 

恢复 SSH 认证超时时间的缺省值 undo ssh server timeout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认证超时时间为 60 秒。 

7. 配置认证重试次数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 SSH 用户请求连接的认证重试次数，防止恶意猜测等非法行

为。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设置 SSH 认证重试次数 

操作 命令 

设置 SSH 认证重试次数 ssh server authentication-retries times 

恢复 SSH 认证重试次数的缺省值 undo ssh server authentication-retries 

 

缺省情况下，认证重试次数为 3。 

8. 进入公共密钥视图 

该配置任务用来进入公共密钥视图，指定客户端公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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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第一项配置。 

表1-9 公共密钥配置 

操作 命令 

进入公共密钥视图 rsa peer-public-key key-name 

从公共密钥视图退回到系统视图 peer-public-key end 

 

  说明： 

本配置命令适用于服务器端对 SSH 用户采用 RSA 及 password-publickey 认证的

情况。如果服务器端对 SSH 用户采用口令认证，则不必进行本配置。 

 

9. 进入公共密钥编辑视图 

使用 rsa peer-public-key 命令进入公共密钥视图后，即可使用 public-key-code 
begin 命令来进入公共密钥编辑视图，输入由客户端软件随机生成的公钥数据。 

在输入密钥数据时，字符之间可以有空格（系统会自动剔除空格），也可以按回车

键换行后继续输入数据。需要注意的是，所配置的公钥必须是按公钥格式编码的十

六进制字符串。 

请在公共密钥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编辑公共密钥 

操作 命令 

进入公共密钥编辑视图 public-key-code begin 

 

10. 退出公共密钥编辑视图 

该配置任务用来从公共密钥编辑视图退回到公共密钥视图，并保存用户输入的公钥

数据。在保存之前，要进行密钥合法性的检测： 

 如果公钥字符串中存在非法字符，本次配置的密钥数据就将全部无效。 

 如果配置的密钥合法，将会保存到系统的客户公钥中。 

请在公共密钥编辑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退出公钥编辑视图 

操作 命令 

退出公共密钥编辑视图 public-key-cod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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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客户端分配公共密钥 

该配置任务用来为 SSH 客户端分配一个已经存在的客户端公共密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为客户端分配公共密钥 

操作 命令 

为客户端分配公共密钥 ssh user username assign rsa-key keyname 

取消用户与公共密钥间的对应关系 undo ssh user username assign rsa-key 

 

12. 配置服务器端兼容方式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服务器端是否兼容 SSH1.x 版本的客户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3 配置兼容方式 

操作 命令 

设置服务器端兼容 SSH1.x 版本的客户端 ssh server compatible_ssh1x enable 

设置服务器端不兼容 SSH1.x 版本的客户端 undo ssh server compatible_ssh1x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端兼容 SSH1.x 版本的客户端。 

1.3  SSH Client 配置 

 启动SSH客户端 

 为服务器端分配公共密钥 

 配置或取消对SSH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1.3.1  启动 SSH 客户端 

该配置任务用来启动 SSH 客户端，和服务器建立连接，进行交互会话。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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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设置所在用户界面支持的协议 

操作 命令 

启动 ssh 客户端 

ssh2 { host-ip | host-name } [ port-num ] [ prefer_kex { dh_group1 | 
dh_exchange_group } ] [ prefer_ctos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stoc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ctos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 prefer_stoc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1.3.2  为服务器端分配公共密钥 

该配置任务用来为客户端分配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共密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5 为 SSH 服务器分配公共密钥 

操作 命令 

为 SSH 服务器分配一个公共密钥 ssh client server-ip assign rsa-key keyname 

取消服务器与公共密钥间的对应关系 undo ssh client server-ip assign rsa-key 

 

1.3.3  配置或取消对 SSH 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或取消 SSH 客户端对访问的 SSH 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所谓首次认证，是指如果当 SSH 客户端首次访问的服务器公钥在本地不存在时，用

户将选择继续访问该服务器，并在本地保存该服务器的公钥；当用户下次访问该服

务器时，就以保存的公钥来认证该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6 设置或取消对 SSH 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操作 命令 

设置对 ssh 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ssh client first-time enable 

取消对 ssh 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undo ssh client first-time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进行首次认证。 

1.4  SSH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SH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认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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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 SSH 进行调试。通过执行 display 和 debugging 命令，就是查看各个 SSH
用户的配置情况，更好的利用系统资源，实现安全的信息连接。 

请在任意视图下进行下列 display 命令的操作。 

表1-17 显示 SSH 相关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服务器端主机密钥对和服务器密钥对的

公钥部分 display rsa local-key-pair public 

显示客户端的指定 RSA 密钥对的公钥部分 display rsa peer-public-key [ brief | name 
keyname ] 

显示 SSH 状态信息和会话信息 display ssh server { status | session } 

显示 SSH 用户信息 display ssh user-information [ username ]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 debugging 命令的操作。 

表1-18 调测 SSH 相关信息 

操作 命令 

打开 SSH 调试开关 debugging ssh server { vty index | all } 

关闭 SSH 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ssh server { vty index | all } 

 

1.5  SSH Server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3所示，PC终端（SSH Client）上运行支持SSH2.0 的客户端软件，与交换机

（SSH Server）建立本地连接，更大限度地保证数据信息交换的安全。 

2. 组网图 

SSH Client
Switch

SSH Server
PC

 
图1-3 SSH Serve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生成本地 RSA 密钥。 

[H3C] rsa local-key-pair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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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如果此前已完成生成本地密钥对的配置，可以略过此步操作。 

 

设置用户登录认证方式。下面按两种方式分别进行配置。 

 方式一：设置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 创建本地用户 client001，设置用户接口上认证模式为 AAA 认证。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4 

[H3C-ui-vty0-4]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 设置交换机上远程用户登录协议为 SSH。 

[H3C-ui-vty0-4] protocol inbound ssh 

[H3C] local-user client001  

New local user added. 

[H3C-luser-client001] password simple test 

[H3C-luser-client001]service-type ssh   

[H3C-luser-client001]quit  

[H3C] ssh user client001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说明： 

SSH 的认证超时时间、重试次数以及服务器密钥更新时间可以采用系统默认值。这

些配置完成以后，您就可以在与交换机连接的其它终端上，运行支持 SSH2.0 的客

户端软件，以用户名 client001，密码 test，访问交换机了。 

 

 方式二：设置认证方式为 RSA。 

# 创建本地用户 client002，设置用户接口上的认证模式为 AAA 认证。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4 

[H3C-ui-vty0-4]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 设置交换机上远程用户登录协议为 SSH。 

[H3C-ui-vty0-4] protocol inbound ssh 

# 设置交换机上远程用户的认证方式为 RSA。 

[H3C] ssh user client002 authentication-type rsa 

# 在支持 SSH2.0 的客户端软件上，随机产生 RSA 密钥对，并将公钥传送到服务器

端。 

# 对客户端的公钥进行配置。 

[H3C] rsa peer-public-key H3C002 

[H3C-rsa-public-key] public-key-code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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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A-rsa-public-key]public-key-code begin 

RSA key code view: return to last view with "public-key-code end". 

[9505A-rsa-key-code]30818602 8180507E DB32853A 58D19A3E B216BDC9 AA37535A 

[9505A-rsa-key-code]6F6B0FE8 B5D4BCD2 A1C8B127 93212202 938D98D8 8A6AB88B 

[9505A-rsa-key-code]C8E96A97 3774B383 036CFBE2 59C24887 585D97AA 88616CB9 

[9505A-rsa-key-code]4C35029B B4929D58 B9F2A372 99C0F029 D69FE3D3 0469894B 

[9505A-rsa-key-code]417BAD0D 921AA895 2F9B6ADE 9E755B66 4E6CAE2F 94C339E3 

[9505A-rsa-key-code]5E301FD0 31FC490B 67E1B657 49750201 25 

[H3C-rsa-key-code] public-key-code end 

[H3C-rsa-public-key] peer-public-key end 

[H3C] 

# 为用户 client002 分配已经存在的公钥 H3C002。 

[H3C] ssh user client002 assign rsa-key H3C002 

在保留有 RSA 私钥的终端上启动 SSH 客户端软件，并进行相应的配置，即可建立

SSH 连接。 

1.6  SSH Client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4所示， 

 交换机 Switch A 作为 SSH2.0 的客户端。 

 交换机 Switch B 作为 SSH 服务器，IP 地址为 10.165.87.136。 

2. 组网图 

10.165.87.136

SSH Client

SSH Server

PC

IP address 

Switch B

Switch A

 
图1-4 SSH Clien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启动 SSH 客户端。下面按照服务器的两种认证方式分别进行配置。 

 方式一：认证方式为 password，按照缺省的加密算法启动。 

# 登入地址为 10.165.87.136 的 SSH2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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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ssh2 10.165.87.136 

Please input the username:sshuser1 

Trying 10.165.87.136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to 10.165.87.136 ... 

Enter password: 

********************************************************* 

*          All rights reserved (2004-2007)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H3C> 

# 配置客户端对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H3C> system-view 

[H3C] ssh client first-time enable 

# 接下来即可远程访问远程服务器，进行相应的操作。 

 方式二：认证方式为 RSA 公钥认证，按照所设置的相应加密算法启动。 
[H3C] ssh2 10.165.87.136 22 prefer_kex dh_group1 prefer_ctos_cipher des 

prefer_stoc_cipher 3des prefer_ctos_hmac md5 prefer_stoc_hmac md5 

Please input the username: sshuser1 

Trying 10.165.87.136 ...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to 10.165.87.136 ... 

********************************************************* 

*          All rights reserved (2004-2007)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H3C> 

# 配置客户端对服务器进行首次认证。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ssh client first-time enable 

接下来即可远程访问远程服务器，进行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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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SFTP 服务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SFT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SFTP简介  

配置 SFTP Server SFTP Server配置

配置 SFTP Client SFTP Client配置

配置举例 SFTP配置举例

 

2.1  SFTP 简介 

SFTP 是 Secure FTP 的简称，它使得用户可以从远端安全的登入交换机设备进行文

件管理，这样使远程系统升级等需要进行文件传送的地方，增加了数据传输的安全

性。同时，由于提供了 Client 功能，可以在本设备上安全登录到远程设备，进行文

件的安全传输。 

2.2  SFTP Server 配置 

 启动SFTP服务器 

 配置系统在缺省情况下的服务类型以及SFTP用户的目录 

 配置用户使用的服务类型 

2.2.1  启动 SFTP 服务器 

表2-1 启动 SFTP 服务器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SFTP 服务器  sftp server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SFTP 服务器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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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配置系统在缺省情况下的服务类型以及 SFTP 用户的目录 

表2-2 配置系统在缺省情况下的服务类型以及 SFTP 用户的目录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系统在缺省情况下的服

务类型以及SFTP用户的目录

ssh service-type default 
{ all [ sftp-directory 
direcroty ] | sftp 
[ sftp-directory direcroty ] | 
stelnet }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缺省的服务

类型为 NULL，SFTP 用户的

默认目录为 NULL 

 

当单个用户已经配置服务类型以及目录的情况下，则使用该用户的服务类型以及目

录，不使用系统默认服务类型。因此，如果配置了单个用户，建议用户配置完整的

认证类型以及服务类型，否则可能会由于配置不全而导致用户无法登录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 

 当单个用户指定服务类型为 SFTP 或者 all 的时候，就会给该用户配置默认的

SFTP 目录 flash：，这时该目录优先级仍然高于系统配置的默认优先级。 

 远程认证情况下，目前系统上需要配置系统缺省的认证类型，远程用户才能登

录成功。 

2.2.3  配置用户使用的服务类型 

该配置任务用于设定用户可以使用的 SSH 服务类型。 

表2-3 配置服务器的授权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授权使用的服务类型 

ssh user username 
service-type { stelnet | sftp 
[ sftp-directory direcroty ] | all 
[ sftp-directory direcroty ] }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服务类型

为 Stelnet 

 

2.3  SFTP Client 配置 

SFTP 客户端的配置包括： 

 启动SFTP客户端 

 关闭SFTP客户端 

 SFTP目录操作 

 SFTP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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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帮助信息 

表2-4 SFTP 客户端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SFTP 客户端 

sftphost-ip [ prefer_kex { dh_group1 | 
dh_exchange_group } ] 
[ prefer_ctos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stoc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ctos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 prefer_stoc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必选 

bye 

exit 关闭 SFTP 客户端 

quit 

可选 

改变用户的当前工作目录 cd [remote-path ] 

改变用户的工作目录为当前

工作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cdup 

显示用户的当前工作目录 pwd 

dir [remote-path ]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ls [remote-path ]  

SFTP
目录

操作 

删除服务器上目录 rmdir remote-path 

- 

改变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的

名字 rename oldname newname 

下载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 get remote-file [ local-file ] 

上传本地文件到远程服务器 put local-file [ remote-file ] 

dir [remote-path ]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ls [remote-path ]  

remove remote-file 

SFTP
文件

操作 

删除服务器上文件 
delete remote-file 

可选 

客户端命令帮助 help [ command ] 可选 

 

2.3.1  启动 SFTP 客户端 

该配置任务用来启动 SFTP 客户端程序，与远程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入到

SFTP client 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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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启动 SFTP 客户端 

操作 命令 

启动 SFTP 客户端 

sftp host-ip [ prefer_kex { dh_group1 | dh_exchange_group } ] 
[ prefer_ctos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stoc_cipher 
{ des | 3des | aes128 } ] [ prefer_ctos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 prefer_stoc_hmac { sha1 | sha1_96 | md5 | md5_96 } ] 

 

2.3.2  关闭 SFTP 客户端 

该配置任务用来关闭 SFTP 客户端程序。 

请在 SFTP 客户端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6 关闭 SFTP 客户端 

操作 命令 

bye 

exit 关闭 SFTP 客户端 

quit 

 

  说明： 

bye，exit 和 quit 三条命令的功能相同，quit 命令也可以在端口组视图下进行操作。 

 

2.3.3  SFTP 目录操作 

可以进行的 SFTP 目录操作有：建立并删除目录，以及显示当前的工作目录，显示

指定目录下的文件或目录信息。 

请在 SFTP 客户端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2-7 SFTP 目录操作 

操作 命令 

改变用户的当前工作目录 cd remote-path 

返回上一级目录 cdup 

显示用户的当前工作目录 pwd 

dir [ remote-path ]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ls [ remote-path ] 

在服务器上创建新的目录 mkdir remot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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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删除服务器上的目录 rmdir remote-path 

 

  说明： 

dir 和 ls 两条命令的作用相同。 

 

2.3.4  SFTP 文件操作 

可以进行的SFTP文件操作包括：改变文件名、下载文件、上传文件、显示文件列表、

删除文件，如表 2-8所示。 

请在 SFTP 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2-8 SFTP 文件操作 

操作 命令 

改变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的名字 rename old-name new-name 

下载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 get remote-file [ local-file ] 

上传本地文件到远程服务器 put local-file [ remote-file ] 

dir [ remote-path ]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ls [ remote-path ] 

delete remote-file 
删除服务器上文件 

remove remote-file 

 

  说明： 

 dir 和 ls 两条命令的功能相同。 
 delete 和 remove 两条命令的功能相同。 
 上传文件时，文件名请采用 ASCII 码字符，否则可能影响系统的正常使用。 

 

2.3.5  显示帮助信息 

该命令用于显示相关命令的帮助信息，如命令格式，参数配置等。 

请在 SFTP 客户端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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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显示客户端命令的帮助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客户端命令的帮助信息 help [ command-name ] 

 

  说明： 

如果使用winscp作SFTP客户端并编辑文件，必须保证VTY（Virtual Type Terminal，
虚拟类型终端）用户界面中至少有两个支持 SSH 协议，否则会编辑失败。 

 

2.4  SFTP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2-1所示： 

 Switch A 作为 SFTP 客户端。 

 Switch B 作为 SFTP 服务器，IP 地址为 10.111.27.91。 

 SFTP 的用户名为 8040，密码为 H3C。 

2. 组网图 

PC

IP address 10.111.27.91 

SFTP Client

Switch B

SFTP Server

Switch A

 
图2-1 SFTP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B 

# 启动 SFTP 服务器。 

[H3C] sftp server enable 

# 指定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SFTP。 

[H3C] ssh user 8040 service-type sftp 

# 指定用户的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H3C] ssh user 8040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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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Switch A 

# 为服务器端配置公共密钥，公钥名称为服务器的 IP 地址。 

[H3C] rsa peer-public-key 10.111.27.91 

[H3C-rsa-public-key] public-key-code begin 

RSA key code view: return to last view with "public-key-code end". 

[H3C -rsa-key-code]30818602 8180507E DB32853A 58D19A3E B216BDC9 AA37535A 

[H3C -rsa-key-code]6F6B0FE8 B5D4BCD2 A1C8B127 93212202 938D98D8 8A6AB88B 

[H3C -rsa-key-code]C8E96A97 3774B383 036CFBE2 59C24887 585D97AA 88616CB9 

[H3C -rsa-key-code]4C35029B B4929D58 B9F2A372 99C0F029 D69FE3D3 0469894B 

[H3C -rsa-key-code]417BAD0D 921AA895 2F9B6ADE 9E755B66 4E6CAE2F 94C339E3 

[H3C -rsa-key-code]5E301FD0 31FC490B 67E1B657 49750201 25 

[H3C-rsa-key-code] public-key-code end 

[H3C-rsa-public-key] peer-public-key end 

[H3C] ssh client 10.111.27.91 assign rsa-key 10.111.27.91 

# 建立客户端与服务器的 SSH 连接。 

[H3C] ssh2 10.111.27.91 

Please input the username:8040 

Trying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to 10.111.27.91 ... 

Enter password:H3C 

********************************************************* 

*          All rights reserved (2004-2007)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H3C> 

# 与远程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进入 SFTP client 视图。 

<H3C> system-view 

[H3C] sftp 10.111.27.91 

# 显示服务器的当前目录，删除文件 z，并检查此目录是否删除成功。 

sftp-client> dir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1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8:00 z 

sftp-client> delete z 

Remove this File?(Y/N)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SSH 第 1 章  SSH 终端服务

 

2-8 

flash:/zy 

File successfully Removed 

sftp-client> dir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1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 新增目录 new1，并检查是否新目录是否创建成功。 

sftp-client> mkdir new1 

New path created 

sftp-client> dir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1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0 new1 

# 将目录名 new1 更名为 new2，并查看是否更名成功。 

sftp-client> rename new1 new2 

sftp-client> dir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1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3 new2 

# 从服务器上下载文件 pubkey2 到本地，并更名为 pu。 

sftp-client> get pubkey2 pu 

Downloading file successfully ended 

# 将本地文件 pu 上传到服务器上，更名为 puk，并查看上传是否成功。 

sftp-client> put pu puk 

Uploading file successfully ended 

sftp-client> dir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1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3 new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Sep 02 06:35 pu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SSH 第 1 章  SSH 终端服务

 

2-9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Sep 02 06:36 puk 

sftp-client> 

# 退出 SFTP。 

sftp-client> quit 

Bye 

[H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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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IDS 联动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IDS 联动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DS联动简介  

了解 IDS 联动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IDS联动配置

对 IDS联动配置信息进行显示和对 IDS联动进

行调试 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IDS联动配置举例

 

1.1  IDS 联动简介 

1.1.1  IDS 联动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业界对于安全需求只局限于单项产品解决单一需求的方式，例如购买防

火墙出发点是阻断一切可疑数据从而切断攻击，而购买密码机来实现传输数据的加

密，购买 IDS（Invasion Detect System，入侵检测系统）实现入侵的检测。 

随着应用的不断增加，叠加购买的方式不但成本高昂，并且带来很多的管理问题。

同时，部分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很多情况下安全产品与安全产品之间、安全产品与

网络中的其他部件之间需要通力协作，保证相关的攻击在源头就被发现和阻断，从

而更加有效的保护整个网络的安全。这种通力合作就叫做联动。交换机支持 IDS 联

动，即交换机和 IDS 通力合作，有效的保证整个网络的安全。 

1.1.2  IDS 联动包含的内容 

从网络安全角度，联动需要包含下述内容： 

 内容过滤：如针对病毒，恶意的 ActiveX 程序等的过滤； 

 入侵检测：根据各种协议特征检测网络中的可疑行为，通知防火墙、交换机(路

由器)进行处理。 

1.1.3  IDS 联动对交换机的要求 

 提供至少一个镜像端口，端口速率为百兆或千兆； 

 支持 SNMP V3，并支持对代理地址的设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IDS 联动 第 1 章  IDS 联动配置

 

1-2 

 支持访问控制列表功能，支持对 IP 地址、TCP/UDP 端口等包头字段的访问控

制，支持对每条访问控制列表项的作用时间和作用类型的设置。 

1.1.4  IDS 联动对 IDS 的要求 

支持 SNMP V3，通过 SET 操作发送访问控制消息给交换机。 

1.2  IDS 联动配置 

  说明： 

为了使联动正常工作，必须在交换机、IDS 上都配置 SNMP。SNMP 部分配置请参

见《系统分册》中的“SNMP 配置”。 

 

IDS 联动配置包括： 

 端口镜像配置 

 端口 IDS 使能配置 

1. 端口镜像配置 

端口镜像就是将被监控端口上的数据复制到指定的监控端口，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监

视。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多对一的镜像，即将多个端口的报文复制到一个监控端口上。 

用户可以指定受监控的报文的方向，如只监控指定端口发送的报文。 

S9500 系列交换机采用端口镜像组的方式来配置端口镜像功能。每个端口镜像组包

含一个监控端口，和一组被监控端口。 

2. 端口 IDS 使能配置 

配置好镜像关系后必须在相应的端口激活 IDS 联动功能，这样才能使 IDS 联动生效。 

IDS联动配置如表 1-1所示： 

表1-1 IDS 联动配置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端口镜像 
mirroring-group groupid { inbound | 
outbound } mirroring-port-list 
mirrored-to mornitor-port 

必选 

更多信息，请参见《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命令手册》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以太网端口视图提示符

和输入的端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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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激活端口 IDS 联动功能 ids-acl enable 必选 

显示端口镜像状况 display mirroring-group [ groupid ] 

显示 IDS 联动功能信息

状况 

display ids { all | controlled-interface 
| name name | source ip-addr | 
destination ip-addr } 

可选，display 命令可以

在任意视图执行 

 

  说明： 

 如果该以太网端口的 IDS 联动功能处于已使能的状态，再次使能 IDS 联动功能时

系统会给出警告，但是不会影响联动功能的使能状态。 
 端口镜像组中配置的镜像端口为与 IDS 监控端口相连的端口。 
 使能 IDS 联动的端口为端口镜像组中的被监控端口。 
 识别 IDS 生成的 Packet filter 规则，不保存 IDS 生成的节点。IDS 生成的 Packet 

Filter 不会显示，在端口视图下执行 display this 是看不到的。 

 

1.3  IDS 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要求对 IP 地址为 192.168.1.20 的主机进行监听，接入该主机的交换机端口为

Ethernet3/1/1； 

 在被 IDS 管制前，主机 (192.168.1.20)可以 Ping 通主机（ IP 地址为

192.168.1.205，接入该主机的交换机端口为 Ethernet3/1/3）； 

 在被 IDS 管制后，主机(192.168.1.20)不可 Ping 通主机（192.168.1.205）； 

 IDS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247 ，其管理端口连接到交换机端口

Ethernet3/1/47，监听端口连接到交换机端口 Ethernet3/1/48； 

 交换机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这是与 IDS 进行通信的管理接口地址。 

  说明： 

管制是指 IDS 监听来自被监控端口中的流量数据，发现可疑的流量数据后，把相应

的流量数据的协议头相关信息(IP/TCP/UDP/ICMP)及动作信息发送给交换机(路由

器)或者防火墙，由交换机(路由器)或防火墙对指定的流量或端口进行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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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3/1/5

2. 组网图 

攻击机

被攻击机

管理口

监听口

Ethernet3/1/47

Ethernet3/1/48

Ethernet3/1/1

Ethernet3/1/3

192.168.1.20

192.168.1.205

IDS 192.168.1.247

 
图1-1 IDS 联动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只列出了交换机配置相关的命令。 

 

<H3C> system-view 

[H3C] mirroring-group 1 inbound Ethernet 3/1/1 mirrored-to Ethernet 3/1/48 

[H3C]vlan 192 

[H3C-vlan192]port Ethernet3/1/1 Ethernet3/1/3 Ethernet3/1/5 Ethernet3/1/47 

[H3C-vlan192]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92  

[H3C-Vlan-interface192]ip add 192.168.1.1 255.255.255.0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1  

[H3C-Ethernet3/1/1] ids-acl enable 

[H3C-Ethernet3/1/1] display ids all 

1.4  显示和维护 

通过 display 命令对 IDS 联动配置信息进行显示，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

执行。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以对 IDS 联动进行调试。 

表1-2 IDS 联动的显示和维护 

配置 命令 说明 

打开 IDS 联动调试开关 debugging ids-acl 缺省情况下，IDS 联动调试开

关是关闭的 

显示 IDS 联动配置的信息 

display ids { all | 
controlled-interface | name 
name | source ip-addr | 
destination ip-addr }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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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Portal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Portal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Portal简介  

Portal 基本配置 Portal基本配置

Portal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 Portal免认证用户及免费IP配置

Portal 限速功能配置 Portal限速功能配置

删除 Portal 用户 删除Portal用户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Portal直接认证方式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Portal二次地址分配方式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三层Portal认证方式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4：免认证用户及免费IP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5：Portal限速功能配置举例  

 

1.1  Portal 简介 

1.1.1  Portal 概述 

Portal 又称为门户网站，Portal 认证通常也称为 Web 认证。其优点主要有： 

 用户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 

 新业务支撑能力强大：利用 Portal 认证的门户功能，运营商可以将信息查询、

网上购物等业务放到 Portal 上。 

Portal 的基本原理是：未认证用户只能访问特定的站点服务器，其它任何访问都被

无条件地重定向到 Portal 服务器；只有在认证通过后，用户才能访问 Internet。 

1.1.2  Portal 的系统组成 

Portal的基本组网方式如图 1-1所示，它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认证客户机、接入设

备、Portal服务器和认证/计费服务器。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Portal 第 1 章  Portal 配置

 

1-2 

接入设

认证客户机

备

Portal

认证客户机

认证客户机

服务器

认证计费服务器

 
图1-1 Portal 系统组成示意图 

 认证客户机：认证客户机为运行 HTTP/HTTPS 协议的浏览器（Internet Web 

Browser）。用户在没有通过认证前，所有 HTTP 请求都被提交到 Portal 服务

器。 

 接入设备：用户在没有通过认证前，接入设备将认证客户机的 HTTP 请求无条

件强制到 Portal 服务器。接入设备与认证/计费服务器交互，完成认证、计费

的功能。在本文中，接入设备即 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 

 Portal 服务器：Portal 服务器是一个 Web 服务器，用户可以用标准的 WWW

浏览器来访问，Portal 服务器提供免费门户服务和基于 Web 认证的界面，接

入设备与 Portal 服务器之间交互认证客户机的认证信息。网络内容运营商 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可通过该站点向用户提供各自站点的相关信息。 

 认证/计费服务器：完成对用户的认证和计费，接入设备和认证/计费服务器之

间通过 RADIUS 协议进行交互。 

  注意： 

 使用 Portal 业务时，在认证客户机、接入设备、Portal 服务器、认证/计费服务器

之间不能有 NAT（网络地址转换）设备。 
 用户上线后不能改变用户所在端口的链路类型。 
 建议不要随意更换 portal 用户连接 S9500 交换机的端口，否则原端口下的在线

用户在一定时间内（默认为 5 分钟）不能在新端口下使用。 

 

1.1.3  Portal 认证的过程 

在 H3C 系列交换机上，Portal 认证的过程是： 

 当交换机首次接收到登录用户的 HTTP 报文时，首先判断该登录用户是否

Portal 用户。对 Portal 用户，交换机只允许用户访问特定站点服务器（Portal

服务器和设定的免费访问地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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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Portal 用户访问其他站点的 HTTP 报文，交换机通过 TCP 仿冒将其重定

向到 Portal 服务器； 

 Portal 服务器提供 Web 页面供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和

密码通过 Portal 服务器转发到交换机； 

 交换机将用户名和密码发到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只有在认证通过后，交换机

才允许用户访问 Internet，之后不再对该用户的 HTTP 报文进行重定向。 

  注意： 

Portal 和 802.1x 不能在同一台交换机上同时启动。 

 

1.1.4  Portal 的运行方式 

在 H3C 系列交换机中，Portal 有三种实现方法，也称运行方式：直接认证方式、二

次地址分配方式和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 

 直接认证方式：用户直接获取一个公网 IP 地址后，在认证前只能访问 Portal

服务器，以及设定的免费访问地址；认证通过后即可访问 Internet。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用户在认证前通过 DHCP 获取一个私网 IP 地址，只

能访问 Portal 服务器，以及设定的免费访问地址；用户认证通过后，用户会申

请到一个公网 IP 地址，即可访问 Internet。 

 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对直接认证方式进行了扩展，使得

用户可以跨网段接入开启 Portal 的交换机。 

  说明： 

 出于安全性考虑，直接认证方式和二次地址分配方式都要求检查用户的 MAC 地

址，因此只能在用户接入的第一个三层接口上启用 Portal，即在用户和接入设备

之间不能跨越启用三层协议的网络设备。 
 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不检查用户的 MAC 地址，安全性有所降低。在安全性要求

较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 

 

1.1.5  Portal 免认证用户与免费 IP 

1. 免认证用户 

免认证用户即不需要进行 Portal 认证即可访问 Internet 的用户。在实际组网中，可

以配置交换机下挂的网络设备，以及一些服务器为免认证用户，使其不需要认证即

可访问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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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认证用户的信息包括 IP 地址、MAC 地址、所连接的交换机端口和 VLAN，只有

全部匹配的用户才可以不需要通过认证即可以访问 Internet。 

2. 免费 IP 

免费 IP 即用户可以不受限制访问的 IP 地址。免费 IP 可以设置为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 ISP 提供的免费访问网站的 IP 地址，所有用户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这

些免费 IP。 

  注意： 

免认证用户与认证用户优先级相同，遵循先下发先生效的原则，在配置时避免与认

证用户冲突。 

 

1.1.6  交换机与用户 PC 的 ARP 报文握手 

当采用直接认证或者二次地址分配方式进行认证时，用户通过认证后，交换机通过

ARP报文与用户PC进行握手，交换机发现握手异常可以主动切断用户并通知Portal
服务器。 

  注意： 

 当 Portal 用户在线时，不能使能 DHCP 安全特性。 
 如果要使能 DHCP 安全特性，请在配置 Portal 的时候就启用。 

 

1.1.7  Portal 限速功能 

Portal 限速功能是与 CAMS 服务器提供的带宽限制服务配合使用的。带宽限制服务

是指在 CAMS 上配置用户使用的服务时，可以指定用户使用的带宽。 

Portal 限速功能的原理是：当交换机收到 CAMS 服务器发送的对 Portal 用户的带宽

限制规则后，在指定的上行接口上限制流量，即对 Portal 用户的上行速率进行带宽

控制。 

  说明： 

 上行接口是指交换机与上行方向的网络设备相连的接口。 
 系统只支持一个上行限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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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ortal 基本配置 

1.2.1  配置准备 

 启动 Portal 的 VLAN 接口对应的 VLAN 已经创建，VLAN 接口已配置了合法的

IP 地址； 

 交换机没有启动 802.1x； 

 Portal 服务器已安装并配置完成，其安装和配置方法请参见《CAMS 综合访问

管理服务器 Portal 业务组件 用户手册》； 

  说明： 

 有关 DHCP 的配置请参见《IP 业务手册》中的“DHCP 配置”部分； 
 有关 AAA 及 RADIUS 的配置请参见《安全分册》中的“AAA RADIUS 和

HWTACACS 配置”部分。 

 

1.2.2  Portal 基本配置过程 

Portal 的基本配置过程如下： 

表1-1 Portal 基本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Portal 服务器 

portal server server-name 
{ ip ip-address | key 
key-string | port port | url 
url-string } * 

必选； 

缺省情况下，无 Portal 服务器；当配置

一个 Portal 服务器时，key-string 缺省

为Not Configured；port缺省为50100；
url-string 缺省为 ip-address 的字符串

方式 

配置Portal的运行方

式 
portal method { direct | 
layer3 | redhcp } 

可选； 

缺省情况下，Portal 运行方式为直接认

证方式（direct） 

配置认证网段 
portal auth-network 
network-address net-mask 
vlan vlan-id 

当配置 Portal 运行方式为三层认证方

式（layer3）时，必须配置此命令。其

他方式略过此步骤 

配置与用户 PC 进行

ARP 握手的时间间

隔和允许握手失败

的最大次数 

portal arp-handshake 
{ interval interval | 
retry-times retry-times }* 

可选； 

此任务仅对直接认证方式和二次地址

分配方式有效；缺省情况下，ARP 握

手的时间间隔（interval）为 60 秒；允

许握手失败的最大次数（retry-times）
为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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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VLAN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vlan-id 

以下 VLAN 接口视图的显示与输入的

vlan-id 对应 

在VLAN接口上使能

Portal 认证 portal server-name 必选 

显示与认证、连接、

管理相关的状态机

统计信息 

display portal { acm | server 
| tcp-cheat } statistics - 

显示Portal认证网段

相关信息 

display portal 
[ auth-network 
[ auth-vlan-id ] | free-ip | 
free-user | server 
[ server-name ] | vlan 
[ vlan-id ] ] 

- 

显示Portal用户信息 

display portal user [ ip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 

清除Portal的相关统

计信息 
reset portal { acm | server | 
tcp-cheat } statistics - 

 

  注意： 

 当初次配置 Portal 服务器时，必须配置其 IP 地址。 
 如果已经在 VLAN 接口上使能了 Portal 服务器，则必须在 VLAN 接口上取消该

Portal 服务器后，才能修改 Portal 服务器的参数。 
 Portal 不支持 VPN，不能在绑定 VPN 的 VLAN 上启动 Portal 功能。 
 启动 Portal 认证时，802.1x 协议需要全局关闭。 
 指定的 Portal 服务器名称必须已经存在。 
 当采用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时，需要在 Portal 用户至开启 Portal 的交换机之间的

三层设备上配置一条缺省路由，该路由的下一跳指向开启 Portal 的交换机。 
 当采用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时，开启 Portal 的交换机只能配置为 DHCP Relay
（不能配置为 DHCP Server）。 

 在 VLAN 接口上启动 portal 功能后，禁止再往该 VLAN 接口上（以及相应端口上）

配置与该网段相关的 ACL 规则，否则可能导致 portal 功能异常。 

 

1.2.3  Portal 直接认证方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交换机使能 Portal 认证，设置 Portal 运行方式为直接认证方式； 

 交换机使用 RADIUS 服务器完成认证和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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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在未通过 Portal 认证前，只能访问 Portal 服务器； 

 用户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访问外部网络。 

2. 组网图 

网

用户
172.21.1.2/16

服务器

证/ 计费服务器

Portal 服务器

US认证/ 计费服务器

168.1.100/16

92.168.1.200/16

关地址 : 172.21.1.1

SwitchPC 机

RADI

Vlan - interface 3
172.21.1.1/16

Ethernet2/1/1

192.

Ethernet2/1/3

Ethernet2/1/2

1

VLAN 2

Ethernet2/1/10

Internet
vlan - interface 2

192.168.1.160/16

 
图1-2 Portal 直接认证方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仅列出与交换机相关的配置，对 Portal 服务器及 RADIUS 认证、计费服务器上

的配置不做说明。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字为 portal 的 RADIUS 方案。 

[H3C] radius scheme portal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服务器类型为 Standard。 

[H3C-radius-portal] server-type standard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H3C-radius-portal]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1.100 

[H3C-radius-portal]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1.100 

[H3C-radius-portal] key accounting hello 

[H3C-radius-portal] key authentication hello 

[H3C-radius-portal]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H3C-radius-portal] quit 

(2) 配置 ISP 域 

# 创建名字为 Portal 的 ISP 域。 

[H3C] domain portal 

# 创建 ISP 域引用 RADIUS 方案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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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isp-portal] radius-scheme portal 

[H3C-isp-portal]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为 Portal（可选）。 

[H3C] domain default enable portal 

(3)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服务器：名称为 newp；IP 地址为 192.168.1.200；密钥为 test；端口

为 50100；URL 为 http://192.168.1.200:81/portal/index_page.jsp。 

[H3C] portal server newp ip 192.168.1.200 key test port 50100 url 

http://192.168.1.200/portal/index_default.jsp 

# 配置 Portal 运行方式为直接认证方式。 

[H3C] portal method direct 

(4) 在与用户 PC 相连的 VLAN 接口上使能 Portal 认证 

# 配置 VLAN 2。 

[H3C] vlan 2 

[H3C-vlan2] port ethernet 2/1/1 ethernet 2/1/2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160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3。 

[H3C] vlan 3 

[H3C-vlan3] port ethernet 2/1/3 

[H3C-vlan3]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H3C-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72.21.1.1 255.255.0.0 

# 在 VLAN 接口 3 上使能 Portal 认证。 

[H3C-Vlan-interface3] portal newp 

1.2.4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方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交换机 Switch 上配置 Portal 认证，Portal 的运行方式为二次地址分配方式； 

 在 DHCP Server 上配置地址池：172.21.0.0/16（公网）、18.21.0.0/16（私网）； 

 用户通过 Portal 认证前分配一个私网地址，通过 Portal 认证后，用户申请到一

个公网地址，才可以访问外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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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witch 1
(DHCP Relay)用户 18.21.1.1/16

Switch2(DHCP Server)

服务器

证/ 计费服务器

Portal 服务器

US认证/ 计费服务器

.168.1.100/16

92.168.1.200/16

PC机

RADI

Vlan - interface 3
172.21.1.1/16

Ethernet2/1/1

192

Ethernet2/1/3

Ethernet2/1/2

1

VLAN 2

Ethernet2/1/10

Internet
vlan - interface 2

192.168.1.160/16

 
图1-3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仅列出与Portal二次地址分配方式有关的配置，有关RADIUS方案、ISP域和

Portal服务器的配置请参见“1.2.3  Portal直接认证方式配置举例”。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应用中，交换机必须配置为 DHCP Relay（不能配

置为 DHCP Server），且使能 Portal 的 VLAN 接口需要配置主 IP 地址（公网 IP）
及从 IP 地址（私网 IP）。 

 

# 配置 Portal 运行方式为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 

[Switch1] portal method redhcp 

# 配置 DHCP Server。 

[Switch2] dhcp server ip-pool dhcp_ip 

[Switch2-dhcp-dhcp_ip] network 172.21.0.0 mask 255.255.0.0 

[Switch2-dhcp-dhcp_ip] gateway-list 172.21.1.1 

[Switch2-dhcp-dhcp_ip] quit 

[Switch2] dhcp server ip-pool dhcp_ip2 

[Switch2-dhcp-dhcp_ip2] network 18.21.0.0 mask 255.255.0.0 

[Switch2-dhcp-dhcp_ip2] gateway-list 18.21.1.1 

[Switch2-dhcp-dhcp_ip2] quit 

# 配置 VLAN 3。 

[Switch1] vlan 3 

[Switch1-vlan3] port ethernet 2/1/3 

[Switch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1-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72.21.1.1 255.255.0.0 

[Switch1-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8.21.1.1 255.255.0.0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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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HCP Relay 地址检查（ip relay address 需指定为一个 up 的 VLAN 接口）。 

[Switch1-Vlan-interface3] ip relay address 9.0.0.1 

[Switch1-Vlan-interface3] dhcp select relay 

[Switch1-Vlan-interface3] dhcp relay security address-check enable 

# 在VLAN接口 3 上使能Portal认证（Portal服务器的名称为newp，其相关配置请参

见1.2.3  节）。 

[Switch1-Vlan-interface3] portal newp 

1.2.5  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 PC2 通过路由器接入 Switch，在交换机上配置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用户 PC2
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访问外部网络。 

2. 组网图 

用户 PC2
网关地址

IP地址

Switch

用户 PC2
网关地址: 162.31.1.1
IP地址: 162.31.1.2/16

162.31.1.1/16
Ethernet 0/0

Ethernet2/1/6

interface 100
162.21.1.1/16

Ethernet 1/0
162.21.1.2/16

用户

服务器

证/ 计费服务器

Portal 服务器

US认证/ 计费服务器

168.1.100/16

192.168.1.200/16

PC1

RADI

Vlan -

192.

Ethernet2/1/3

VLAN 2

vlan - interface 2

192.168.1.160/16

 
图1-4 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仅列出与三层Portal认证方式有关的配置，有关RADIUS方案、ISP域和Portal
服务器的配置请参见“1.2.3  Portal直接认证方式配置举例”节。 

 

# 配置认证网段。 

[H3C] portal auth-network 162.31.0.0 255.255.0.0 vlan 100 

# 配置 Portal 运行方式为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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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portal method layer3 

# 配置 VLAN 100。 

[H3C] vlan 100 

[H3C-vlan100] port ethernet 2/1/6 

[H3C-vlan100] quit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H3C-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62.21.1.1 255.255.0.0 

# 在VLAN接口 100 上使能Portal认证（Portal服务器的名称为newp，其相关配置请

参见1.2.3  节）。 

[H3C-Vlan-interface100] portal newp 

1.3  Portal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 

1.3.1  配置准备 

Portal 免认证用户配置的前提是：Portal 基本配置已经完成。 

1.3.2  Portal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过程 

Portal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的配置是可选的，其配置过程如下： 

表1-2 Portal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免费 IP portal free-ip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最多可以配置 8 个免费 IP。
Portal 服务器自动占用一个免

费 IP，此免费 IP 既不能被删

除也不能被覆盖 

系统视图下 

portal free-user mac 
mac-address ip 
ip-address vlan vlan-id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配置免认证用户 

端口视图下 
portal free-user mac 
mac-address ip 
ip-address vlan vlan-id 

最多可以配置 32 个免认证用

户； 

在端口下配置该命令使用当

前端口，不用指定 interface 

显示Portal免认证用户和免费 IP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portal [ free-ip | 
free-us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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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二次地址认证方式要求免认证用户的 IP 地址与接口的主 IP 属于同一网段；直接

认证方式要求免认证用户的 IP 地址与 VLAN 接口的 IP 属于同一网段。 
 免认证用户所在的 VLAN 必须已经使能了 Portal，此配置才能生效。 
 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不支持免认证用户的配置。 

 

1.3.3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交换机上配置 Portal 认证，Portal 的运行方式为直接认证方式； 

 用户没有通过 Portal 认证前可以访问内部服务器 Server1； 

 服务器 Server2 可以不通过认证即可访问 Internet。 

2. 组网图 

服务器 Server2
192.166.1.200/16;MAC:00E0- FC01 - 0101

服务器 Server2
192.166.1.200/16;MAC:00E0- FC01 - 0101

Ethernet2/1/4

Ethernet2/1/5

Switch

用户

RADIUS认证/计费服务器

192.168.1.100/16

内 部 服 务 器
192.168.1.300/16

RADIUS认证/计费服务器

内 部 服 务 器

服务器Portal 服务器

2.168.1.200/16

PC

19

VLAN 2

vlan - interface 2

192.168.1.160/16

- interface 4
192.166.1.1/16

Vlan -

 
图1-5 免认证用户及免费 IP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说明： 

以下的配置建立在1.2.3  节的基础上，相同的配置不再列出。 

 

(1) 配置免认证用户 

# 配置 VLAN 4，并在 VLAN 接口 4 上使能 Portal。 

[H3C] vlan 4 

[H3C-vlan4] port ethernet 2/1/4 

[H3C-vlan4]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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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H3C-Vlan-interface4] ip address 192.166.1.1 255.255.0.0 

[H3C-Vlan-interface4] portal newp 

[H3C-Vlan-interface4] quit 

# 配置 Server2 为免认证用户。 

[H3C] portal free-user mac 00E0-FC01-0101 ip 192.166.1.200 vlan 4 interface 

ethernet 2/1/4 

(2) 配置免费 IP 

# 在1.2.3  节配置的VLAN 2 中添加Ethernet 2/1/5。 

[H3C] vlan 2 

[H3C-vlan2] port ethernet 2/1/5 

[H3C-vlan2] quit 

# 配置 Server1 为免费 IP。 

[H3C] portal free-ip 192.168.1.300 

1.4  Portal 限速功能配置 

1.4.1  Portal 限速功能配置过程 

表1-3 Portal 限速功能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Ethernet X/X/X - 

配置上行接口的Portal限速功能 portal upload-interface  缺省情况下，Portal 限速功能

处于关闭状态。 

 

1.4.2  Portal 限速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指定 Portal 限速的上行接口。 

2. 组网图 

请参见图 1-2。 

3. 配置步骤 

# 指定 Portal 限速的上行接口为 Ethernet 2/1/10。 

<H3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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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 2/1/10 

[H3C-Ethernet2/1/10] portal upload-interface 

1.5  删除 Portal 用户 

1.5.1  删除 Portal 用户配置过程 

表1-4 删除 Portal 用户配置过程 

配置过程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删除指定 IP 地址的 Portal 用户 portal delete-user ip-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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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VBAS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VBAS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VBAS简介  

VBAS 基本配置 配置VBAS

配置举例 VBAS配置举例

 

1.1  VBAS 简介 

VBAS（Virtual Band Access Server，虚拟宽带接入服务器）协议提供了一种宽带

接入服务器获得宽带接入用户端口号的方法，解决了宽带接入用户（包括 ADSL、
VDSL 和 LAN）采用 IP 接入服务器后，服务器无法仅根据 IP 来确定用户的信息的

问题。 

VBAS协议工作流程如图 1-1所示： 

 用户向 BAS（Band Access Server，宽带接入服务器）提出认证请求 

 BAS 向 DSLAM（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ccess Multiplexer，数字用户线路

接入复接器）发出 VBAS 查询请求报文（携带用户接入端口的 VLAN ID 和用

户的 MAC 地址），以查询用户的接入类型和用户接入端口的相关信息 

 DSLAM 向 BAS 发送 VBAS 响应报文，返回用户的相关信息 

 BAS 得到 VBAS 响应信息后，向后台认证系统（如 RADIUS Server）发送认

证请求 

 后台认证系统返回 BAS 认证响应 

 BAS 把该认证响应返回用户 

DSLAM BAS RADIUS
Server

RADIUS
请求

RADIUS
响应

响应 4)
认证

5)
认证

6) 认证响应7) 认证响应

1) 用户认证请求

2)VBAS 查询请求

3)VBAS用户

DSLAM BAS RADIUS
Server

RADIUS
请求

RADIUS
响应

响应 4)
认证

5)
认证

6) 认证响应7) 认证响应

1) 用户认证请求

2)VBAS 查询请求

3)VBAS

 
图1-1 VBAS 信息交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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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 VBAS 

表1-1 VBAS 基本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vlan vlan-id  

interface vlan vlan-id 配置 BAS 接入端口所在

VLAN 的三层接口 
ip address ip_address mask 

可选 

在BAS上可指定目的MAC
为交换机的接口的 MAC。

也可以是交换机的桥 MAC
（此时不必配置三层接口）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vlan vlan-id  在 BAS 接入端

口所在 VLAN
下使能 VBAS
功能 vbas enabl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使能 VBAS
功能  

在 BAS 接入端

口下使能VBAS
功能 vbas enable 

必选，此配置激活该 VLAN
或端口的 VBAS 功能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 

设置 AccessNodeIdentifier 类
型 

vbas deviceId_type 
[ sysname | bridge_mac ] 

可选，默认为 bridge_mac
类型 

 

1.3  VBAS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 S9500 的交换机上的 VLAN 2 上使能 VBAS 功能 

 交换机使用 RADIUS 服务器完成认证和计费 

 VBAS 报文在 S9500 交换机与 BAS 服务器之间传递 

 BAS 获得 Client 所连的 S9500 端口号并通过认证后接入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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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S9500

ServBAS

Client

er

Radius Server  
图1-2 VBAS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VLAN 上使能 VBAS 功能 

# 使能 VBAS 功能。 

<H3C> system-view 

[H3C] interface vlan 2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2.2.2 24 

[H3C-Vlan-interface2] quit  

[H3C] vlan 2 

[H3C-vlan2] vbas enable 

(2) 在系统视图下设置 AccessNodeIdentifier 
<H3C> system-view 

[H3C] vbas deviceId_type sysname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流量计费 目  录
 

i 

目  录 

第 1 章 流量计费配置 ..............................................................................................................1-1 

1.1 流量计费简介 ..................................................................................................................... 1-1 

1.1.1 流量计费的相关概念 ................................................................................................ 1-1 
1.1.2 流量计费的实现过程 ................................................................................................ 1-2 

1.2 配置流量计费 ..................................................................................................................... 1-2 

1.2.1 配置准备 .................................................................................................................. 1-2 
1.2.2 配置流量计费........................................................................................................... 1-3 

1.3 流量计费显示和维护 .......................................................................................................... 1-4 

1.4 流量计费配置举例 .............................................................................................................. 1-4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流量计费 第 1 章  流量计费配置

 

1-1 

第1章  流量计费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流量计费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流量计费简介  

了解流量计费的配置过程 配置流量计费

显示配置后流量计费的运行情况，并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流量计费显示和维护

配置举例 流量计费配置举例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流量统计板为 Netstream 业务处理板（即 LSB1NAMB0）。 

 

1.1  流量计费简介 

一些计费服务器（如 CAMS）可以对已通过 802.1X 或者 Portal 认证的上网用户按

照时间或者流量来进行计费。流量计费就是在认证用户的交换机上统计用户上网期

间产生的流量，并将统计结果发送给计费服务器，以实现对用户上网费用进行计费

的目的。 

1.1.1  流量计费的相关概念 

 流量组：根据计费属性来对目标网络进行分类的一种机制，流量组的计费属性

包括是否计费和计费的费率。 

 流量组计费地址：流量组内配置了一些网段地址，对目的地址在配置的网段地

址内的流量进行统计。 

 流量采集端口：连接上网用户或者外网的端口，用户访问外网的流量会进出这

些端口。 

 流量统计板：提供对流量进行分析、计算和统计的单板。 

 流量采集：通过设置端口镜像，将通过流量采集端口的流量发送给流量统计板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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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统计：流量统计板对从流量采集端口取得的流量进行分析、计算的过程。

流量统计的依据是用户的上网 IP 地址和被访问网络所属的流量组。 

1.1.2  流量计费的实现过程 

在H3C S9500 系列交换机上，流量计费的实现过程如图 1-1所示。 

接口板

Netstream业务处理板

主控板

交换机

流量统计信息

三层

CAMS
流镜像

 
图1-1 流量计费的实现过程 

具体的实现步骤为： 

(1) 用户使用 802.1X 客户端或者 PORTAL 客户端认证登录网络。 

(2) 设备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并请求 CAMS 进行认证，设备和 CAMS 使用 Radius

协议进行通讯。 

(3) 认证成功，设备获得用户的上网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4) 用户正常上网并产生流量。 

(5) 交换机的接口板负责流量的采集，将端口流量镜像到流量统计板。 

(6) 流量统计板负责流量统计。 

(7) 主控板每隔一定时间去取流量统计板上的用户流量。 

(8) 交换机每隔一定的时间向 CAMS 发送计费更新报文，并在此报文中携带取得

的用户上网流量，这个流量是累加的。 

(9) 用户请求下线。 

(10) 主控板最后再取一次用户流量。 

(11) 交换机向 CAMS 发送计费结束报文，此报文中携带用户此次上网所产生的全

部流量信息。 

(12) 用户下线，本次上网过程结束。 

1.2  配置流量计费 

1.2.1  配置准备 

 交换机已经插入了流量统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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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机已经启动 802.1x 或者 PORTAL 功能； 

 CAMS 服务器已经配置完成。 

  说明： 

本文主要介绍流量统计的配置，对 802.1x 或 Portal 及 CAMS 服务器的配置不作介

绍。 

 

1.2.2  配置流量计费 

流量计费的基本配置过程如下： 

表1-1 配置流量计费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流量采集的端口镜像组 

mirroring-group groupid 
{ inbound | outbound } 
mirroring-port-list 
mirrored-to monitor-port 

必选 

本命令请参见“命令手册中

15-QACL 模块”的相关内容 

配置流量统计槽位 traffic-accounting 
accounting-slot slot-num 

必选 

指定流量统计槽位，该槽位必

须为流量统计板所在的槽位；

配置成功后自动进入流量统

计视图 

使能流量统计功能 accounting enable 
必选 

本命令在流量统计视图下配

置 

配置流量组 traffic-accounting 
traffic-group group-name 

必选 

配置成功后自动进入流量组

视图 

显示配置的流量组信息 display traffic-accounting 
traffic-group [ group-name ] 可选 

配置流量组地址 network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 } 

必选 

本命令在流量组视图下配置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domain-name - 

配置计费方式为流量计费 accounting-mode traffic 必选 

配置域应用的流量组 traffic-group group-name 
rate idnum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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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流量采集端口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选择网络侧的端口作为流量采集端口；另一

种是选择用户侧的端口作为流量采集端口。网络侧的端口就是指连接 Internet 的
端口，选择网络侧的端口作为流量采集端口的优点是镜像过来的流都是用于计费

的，没有内部流量，但是不支持 NAT；用户侧的端口是指连接用户的端口，支持

NAT，但是由于端口数量多，处理的流量有限。实际网络应用时视用户需求进行

配置，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不能同时使用。 
 配置流量采集端口时，一般出入镜像都要配置。 
 现在只支持单费率，暂不支持多费率。 

 

1.3  流量计费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流量计费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流量计费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流量组信息 display traffic-accounting traffic-group [ group-name ] 

显示流量统计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accounting accounting-slot [ slot-num ] 

显示当前用户的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traffic-accounting statistics [ ip-address ] 

 

1.4  流量计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 User 通过交换机 Switch 接入网络，接入认证方式为 802.1x 或者 Portal。认证

通过后就可以访问外部网络，计费方式为流量计费。当用户访问 11.127.1.0/24 网段

和 12.127.1.0/24 网段地址时，计费服务器 CAMS 将根据用户的上网流量来对用户

计费，访问其它网段地址不用计费。 

在用户侧进行流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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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CAMS

Internet

Switch

Ethernet2/1/1

User  
图1-2 流量计费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流量计费组 somegroup。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traffic-accounting traffic-group somegroup 

# 配置流量计费组的计费目的网段地址。 

[H3C-traffic-group-somegroup] network 11.127.1.0 24 

[H3C-traffic-group-somegroup] network 12.127.1.0 24 

# 配置流量计费用户上网使用的域 aaa，设置计费方式为流量计费，并指定应用的

流量计费组。 

[H3C] domain aaa 

[H3C-isp-aaa] accounting-mode traffic 

[H3C-isp-aaa] traffic-group somegroup rate 1 

# 配置流量采集端口，并将流量采集端口镜像到流量统计板。 

[H3C] mirroring-group 1 inbound Ethernet 2/1/1 mirrored-to slot 3 

[H3C] mirroring-group 2 outbound Ethernet 2/1/1 mirrored-to slot 3 

# 配置流量统计板，使能流量计费功能。 

[H3C] traffic-accounting accounting-slot 3 

[H3C-accounting-slot-3] account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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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命令行接口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命令行接口的基本介绍 命令行接口

了解命令行视图的基本介绍 命令行视图

了解命令行特性的基本介绍 命令行特性

 

1.1  命令行接口 

H3C 系列交换机向用户提供一系列配置命令以及命令行接口，方便用户配置和管理

交换机。命令行接口有如下特性： 

 通过 Console 口或 AUX 口进行本地配置。 

 通过以太网端口利用 Telnet 进行本地或远程登录配置。 

 通过 AUX 口利用 Modem 拨号进行远程配置。 

 配置命令分级保护，确保未授权用户无法侵入交换机。 

 用户可以随时键入<?>以获得在线帮助。 

 提供网络测试命令，如 Tracert、Ping 等，迅速诊断网络是否正常。 

 提供种类丰富、内容详尽的调试信息，帮助诊断网络故障。 

 用 Telnet 命令直接登录并管理其它交换机。 

 提供 FTP 服务，方便用户上载、下载文件。 

 提供类似 Doskey 的功能，可以执行某条历史命令。 

 命令行解释器对关键字采取不完全匹配的搜索方法，用户只需键入无冲突关键

字即可解释。 

1.2  命令行视图 

H3C 系列交换机的命令行采用分级保护方式，防止未授权用户的非法侵入。 

命令行划分为访问级、监控级、系统级、管理级 4 个级别，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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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级：该级别包含的命令有网络诊断工具命令（ping、tracert）、用户界面

的语言模式切换命令（language-mode）以及 telnet 命令，该级别命令不允

许进行配置文件保存的操作。 

 监控级：用于系统维护、业务故障诊断等，包括 display、debugging 命令，

该级别命令不允许进行配置文件保存的操作。 

 系统级：业务配置命令，包括路由、各个网络层次的命令，这些用于向用户提

供直接网络服务。 

 管理级：关系到系统基本运行，系统支撑模块的命令，这些命令对业务提供支

撑作用，包括文件系统、FTP、TFTP、XModem 下载、用户管理命令、级别

设置命令等。 

同时对登录用户也划分为 4 个级别，分别与命令级别相对应，即不同级别的用户登

录后，只能使用等于或低于自己级别的命令。 

为了防止未授权用户的非法侵入，用户在使用 super [ level ]命令从低级别切换到高

级别时，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即需要输入切换口令（如果用户已经使用命令 super 
password [ level level ] { simple | cipher } password 设置了切换口令）。为了保

密，用户在屏幕上看不到所键入的口令，如果三次以内输入正确的口令，则切换到

高级别用户，否则保持原用户级别不变。 

各命令行视图是针对不同的配置要求实现的，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比如，与

交换机建立连接即进入用户视图，它只完成查看运行状态和统计信息的简单功能，

再键入 system-view 进入系统视图，在系统视图下，可以键入不同的命令进入相应

的视图。 

命令行提供如下视图： 

 用户视图 

 系统视图 

 端口视图 

 VLAN 视图 

 VLAN 接口视图 

 本地用户视图 

 用户界面视图 

 FTP Client 命令视图 

 SFTP Client 视图 

 MST 域视图 

 PIM 视图 

 MSDP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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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组播子地址族视图 

 RIP 视图 

 OSPF 视图 

 OSPF 区域视图 

 BGP 视图 

 IS-IS 视图 

 路由策略视图 

 基本 ACL 视图 

 高级 ACL 视图 

 二层 ACL 视图 

 遵守级别视图 

 WRED 索引视图 

 RADIUS 服务器组视图 

 ISP 域视图 

 MPLS 视图 

 VPNv4 子地址族视图 

 VPN 实例子地址族视图 

 BGP-VPNv4 子地址族视图 

 MPLS L2VPN 视图 

 L2VPN 地址族视图 

 Route-Policy 视图 

 vpn-instance 视图 

 OSPF 协议视图 

 Remote-peer 视图 

 VSI-LDP 视图 

 VSI 视图 

 HWTACACS 视图 

 端口组视图 

 Lanswitch 视图 

 HGMP 视图 

 NQA 测试组视图 

各命令视图的功能特性、进入各视图的命令等细则如表 1-1所示，其中端口编号仅

供举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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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命令视图功能特性列表 

视图 功能 提示符 进入命令 退出命令 

用户视图 
查看交换机的简

单运行状态和统

计信息 
<H3C> 与交换机建立连

接即进入 
quit 断开与交换

机连接 

系统视图 配置系统参数 [H3C] 在用户视图下键

入 system-view 
quit或 return返

回用户视图 

[H3C-Ethernet2
/1/1] 

百兆以太网端口

视图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ethernet 2/1/1 

[H3C-GigabitEt
hernet2/1/1] 

千兆以太网端口

视图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
t 2/1/1 

以太网端口视

图：配置以太网

端口参数 

[H3C-GigabitEt
hernet2/1/1] 

万兆以太网端口

视图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
t 2/1/1 

POS 端口视图：

配置 POS 端口

参数 
[H3C-Pos2/1/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pos 2/1/1 

RPR逻辑端口视

图：配置 RPR 端

口参数 

[H3C- RprPos 
3/1/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RprPos 3/1/1 

端口视图 

RPR POS 物理

端口视图：配置

RPR端口下物理

参数 

[H3C-RprPos2/
1/1.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RprPos2/1/1.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LAN 视图 配置 VLAN 参数 [H3C-Vlan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vlan 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LAN 接口视图 
配置 VLAN 和

VLAN 汇聚对应

的 IP 接口参数 

[H3C-Vlan-interf
ace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本地用户视图 配置本地用户参

数 
[H3C-luser-user
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local-user 
user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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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功能 提示符 进入命令 退出命令 

用户界面视图 配置用户界面参

数 [H3C-ui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user-interface 
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FTP Client 命令

视图 
配置 FTP Client
参数 [ftp] 在用户视图下键

入 ftp 
quit 返回用户视

图 

SFTP Client 视
图 

配置 SFTP 
Client 参数 sftp-client>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sftp 
ip-address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MST 域视图 配置 MST 域的

参数 
[H3C-mst-regio
n]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stp 
region-configu
ration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PIM 视图 配置 PIM 参数 [H3C-PIM]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pim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MSDP 视图 配置MSDP参数 [H3C-msd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msdp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IPv4 组播子地址

族视图 
配置MBGP组播

扩展参数 
[H3C-bgp-af-mu
l] 

在 BGP 视图下

键入
ipv4-family 
multicast 

quit 返回 BGP
视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RIP 视图 配置 RIP 协议参

数 [H3C-ri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rip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OSPF 视图 配置 OSPF 协议

参数 [H3C-ospf-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ospf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OSPF 区域视图 配置 OSPF 区域

相关的参数 
[H3C-ospf- 
1-area-0.0.0.1] 

在 OSPF 视图下

键入 area 1 

quit 返回 OSPF
视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BGP 视图 配置 BGP 协议

参数 [H3C-bg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bgp 10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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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功能 提示符 进入命令 退出命令 

IS-IS 视图 配置 IS-IS 协议

参数 [H3C-isis]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sis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路由策略视图 配置路由策略 [H3C-route-poli
cy]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route-policy 
policy1 permit 
node 1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基本 ACL 视图 定义基本ACL的
子规则 

[H3C-acl-basic-
200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acl number 
200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高级 ACL 视图 定义高级ACL的
子规则 

[H3C-acl-adv-3
00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acl number 
300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二层 ACL 视图 定义二层ACL的
子规则 

[H3C-acl-link-40
0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acl number 
400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遵守级别视图 

配置遵守级别下

的“DSCP + 
Conform-level
—＞服务参数”

映射表、“EXP 
+ Conform-level
—＞服务参数”

映射表和

“Local-preced
ence + 
Conform-level
—＞802.1p优先

级”映射表 

[H3C-conform-l
evel-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qos 
conform-level 
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WRED 索引视

图 
配置 WRED 参

数 [H3C-wred-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wred 0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RADIUS 服务器

组视图 
配置 Radius 协

议参数 [H3C-radius-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radius 
scheme 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ISP 域视图 配置 ISP 域的相

关属性 
[H3C-isp-h3c16
3.net]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domain 
h3c163.net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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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功能 提示符 进入命令 退出命令 

MPLS 视图 配置 MPLS 相关

参数 [H3C-mpls]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mpls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PNv4 子地址

族视图 
配置 VPNv4 的

地址族参数 
[H3C-bgp-af-vp
n] 

在 BGP 视图下

键入
ipv4-family 
vpnv4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PN实例子地址

族视图 
配置 VPN 实例

的地址族参数 
[H3C-bgp-af-vp
n-instance] 

在 BGP、RIP 视

图下键入
ipv4-family 
vpn-instance 
vpna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BGP-VPNv4 子

地址族视图 

配置

BGP-VPNv4 实

例的子地址族参

数 

[H3C-bgp-af-vp
n] 

在 BGP、RIP 视

图下键入
ipv4-family 
vpn-instance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MPLS L2VPN
视图 

配置 MPLS 
L2VPN 服务参

数 

[H3C-mpls-l2vp
n-vpna]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mpls l2vpn 
vpna 
encapsulation 
ethernet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L2VPN 地址族

视图 
配置 L2VPN 服

务参数 
[H3C-bgp-af-l2v
pn] 

在 BGP 视图下

键入
l2vpn-family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Route-Policy 视

图 

配置

Route-Policy 服

务参数 

[H3C-route-poli
cy]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
me { permit | 
deny } node 
node-number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pn-instance 视

图 

配置

vpn-instance 视

图参数 

[H3C-vpn-vpn-i
nstance_blue]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ip 
vpn-instance 
vpn-instance_ 
vpna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OSPF 协议视图 
配置 OSPF 协议

参数 [H3C-ospf-100]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ospf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numbe
r ]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
me ]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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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功能 提示符 进入命令 退出命令 

Remote-peer 视
图 

配置 MPLS 对等

体参数 
[H3C-mpls-rem
ote1]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mpls ldp 
remote-peer 1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VSI-LDP 视图 配置 VPLS 的一

些特性 
[9500-vsi-test-ld
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vsi test，在

vsi 视图下键入
pwsignal ldp 

quit 返回 vsi 视
图，return 返回

用户视图 

VSI 视图 指明 VPLS 使用

的方式 [9500-vsi-test]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vsi test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HWTACACS 视

图 

配置

HWTACACS 协

议参数 

[9500-hwtacacs
-test]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hwtacacs 
scheme test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端口组视图 

将配置相同的端

口合并为一组，

省略重复配置过

程 

[9500-port-grou
p X]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port-group X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HGMP 视图 配置 HGMP 的

一些特性 [H3C-hgm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hgmpserver 
enable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 

return 返回用户

视图 

Lanswitch 视图 
用户可以对指定

的S9500系列交

换机进行操作 

[H3C-lanswitch
X/X/X-/] 

在 HGMP 视图

下键入
lanswitch 
X/X/X-/ 

quit返回 HGMP
视图，return 返

回用户视图 

NQA 测试组视

图 

创建一个 NQA
测试组，进入

NQA 测试组视

图 

[H3C-administr
ator-icmp] 

在系统视图下键

入 NQA 
administrator-n
ame test-tag 

quit 返回系统视

图，return 返回

用户视图 

 

1.3  命令行特性 

1.3.1  命令行在线帮助 

命令行接口提供如下几种在线帮助： 

 完全帮助 

 部分帮助 

通过上述各种在线帮助能够获取到帮助信息，分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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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任一视图下，键入<?>获取该视图下所有的命令及其简单描述。 
<H3C> ? 

User view commands: 

  language-mode Specify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ping   Ping function 

  quit   Exit from current command view 

  super   Privilege current user a specified priority level 

  telnet   Establish one TELNET connection 

  tracert   Trace route function 

(2) 键入一命令，后接以空格分隔的<?>，如果该位置为关键字，则列出全部关键

字及其简单描述。 
<H3C> language-mode ? 

  chinese  Chinese environment 

  english  English environment 

(3) 键入一命令，后接以空格分隔的<?>，如果该位置为参数，则列出有关的参数

描述。 
[H3C] garp timer leaveall ? 

  INTEGER<65-32765>  Value of timer in centiseconds 

                     (LeaveAllTime > (LeaveTime [On all ports])) 

                     Time must be multiple of 5 centiseconds 

[H3C] garp timer leaveall 300 ? 

  <cr> 

<cr>表示该位置无参数，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命令行该命令被复述，直接键入回车即

可执行。 

(4) 键入一字符串，其后紧接<?>，列出以该字符串开头的所有命令。 
<H3C> p? 

ping   pwd 

(5) 键入一命令，后接一字符串紧接<?>，列出命令以该字符串开头的所有关键字。 
<H3C> display ver? 

  version 

(6) 键入命令的某个关键字的前几个字母，按下<Tab>键，如果以输入字母开头的

关键字唯一，则可以显示出完整的关键字。 

(7) 以上帮助信息，均可通过执行 language-mode 命令切换为中文显示。 

1.3.2  命令行显示特性 

命令行接口提供了如下的显示特性： 

 为方便用户，提示信息和帮助信息可以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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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显示信息超过一屏时，提供了暂停功能，这时用户可以有三种选择，如

表 1-2所示。 

表1-2 显示功能表 

按键或命令 功能 

暂停显示时键入<Ctrl+C> 停止显示和命令执行 

暂停显示时键入空格键 继续显示下一屏信息 

暂停显示时键入回车键 继续显示下一行信息 

 

1.3.3  命令行历史命令 

命令行接口提供类似Doskey功能，将用户键入的历史命令自动保存，用户可以随时

调用命令行接口保存的历史命令，并重复执行。命令行接口为每个用户缺省保存 10
条历史命令。操作如表 1-3所示。 

表1-3 访问历史命令 

操作 按键 结果 

显示历史命令 
display history-command  
[ command-number ] [ | { begin | 
include | exclude } Match-string ] 

显示用户输入的历史命令 

访问上一条历史命令 上光标键↑或<Ctrl+P> 如果还有更早的历史命令，则

取出上一条历史命令 

访问下一条历史命令 下光标键↓或<Ctrl+N> 如果还有更晚的历史命令，则

取出下一条历史命令 

 

  说明： 

用光标键对历史命令进行访问，在 Windows 3.X 的 Terminal 和 Telnet 下都是有效

的，但对于 Windows 9X 超级终端，↑、↓光标键会无效，这是由于 Windows 9X
的超级终端对这两个键作了不同解释所致，这时可以用组合键<Ctrl+P>和<Ctrl+N>
来代替↑、↓光标键达到同样目的。 

 

1.3.4  命令行错误信息 

所有用户键入的命令，如果通过语法检查，则正确执行，否则向用户报告错误信息，

常见错误信息参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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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命令行常见错误信息表 

英文错误信息 错误原因 

没有查找到命令 

没有查找到关键字 

参数类型错误 
Unrecognized command 

参数值越界 

Incomplete command 输入命令不完整 

Too many parameters 输入参数太多 

Ambiguous command 输入参数不明确 

 

1.3.5  命令行编辑特性 

命令行接口提供了基本的命令编辑功能，支持多行编辑，每条命令的 大长度为 256
个字符，如表 1-5所示。 

表1-5 编辑功能表 

按键 功能 

普通按键 若编辑缓冲区未满，则插入到当前光标位置，

并向右移动光标 

退格键 Backspace 删除光标位置的前一个字符，光标前移 

左光标键←或<Ctrl+B>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右光标键→或<Ctrl+F>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上光标键↑或<Ctrl+P> 

下光标键↓或<Ctrl+N> 
显示历史命令 

Tab 键 

输入不完整的关键字后按下 Tab 键，系统自动

执行部分帮助：如果与之匹配的关键字唯一，

则系统用此完整的关键字替代原输入并换行

显示；对于命令字的参数、不匹配或者匹配的

关键字不唯一的情况，系统不作任何修改，重

新换行显示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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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登录交换机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通过 Console 口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Console口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 Telnet 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Telnet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 Modem 拨号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Modem拨号搭建配置环境

 

1.1  通过 Console 口搭建配置环境 

第一步：如图 1-1所示，建立本地配置环境，只需将计算机（或终端）的串口通过

配置电缆与交换机的Console口连接。 

Console
 port

ble

RS - 232
 serial port

Console ca

 
图1-1 通过 Console 口搭建本地配置环境 

第二步：在计算机上运行终端仿真程序（如Windows 2000 或Windows XP的超级终

端等），设置终端通信参数为：波特率为 9600bit/s、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

校验和无流控，并选择终端类型为VT100，如图 1-2至图 1-4所示。 

 
图1-2 新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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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连接端口设置 

 
图1-4 端口通信参数设置 

第三步：交换机上电，终端上显示交换机自检信息，自检结束后提示用户键入回车，

之后将出现命令行提示符（如<H3C>）。 

第四步：键入命令，配置交换机或查看交换机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具体的配置命令请参考本书中以后各章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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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 Telnet 搭建配置环境 

1.2.1  计算机 Telnet 到交换机 

通过终端 Telnet 到以太网交换机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在以太网交换机上正确配置管理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在 VLAN 接口视图下

使用 ip address 命令）； 

 指定与终端相连的以太网端口属于该管理 VLAN（在 VLAN 视图下使用 port

命令）； 

 如果终端和交换机相连的端口在同一局域网内，则其 IP 地址必须配置在同一

网段；否则，终端和交换机必须路由可达。 

这时可以利用 Telnet 登录到以太网交换机，然后对以太网交换机进行配置。 

第一步：在通过 Telnet 登录交换机之前，需要通过 Console 口在交换机上配置欲登

录的 Telnet 用户名和认证口令。 

  说明： 

Telnet 用户登录时，缺省需要进行口令认证，如果没有配置口令而通过 Telnet 登录，

则系统会提示密码未设置而无法登录。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H3C-ui-vty0]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simple xxxx 

xxxx 是欲设置的该 Telnet 用户登录口令。 

第二步：如图 2-5 所示，建立配置环境，只需将计算机以太网口通过局域网与交换

机的以太网口连接。 

WorkstationServer PC
co

（for 
nfiguring 

   the switch via 
telnet ）

Switch

M - Ethernet
Ethernet

Workstation

   
图1-5 通过局域网搭建本地配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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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计算机上运行Telnet程序，输入与计算机相连的以太网口所属VLAN的IP
地址，如图 1-6所示。 

 
图1-6 运行 Telnet 程序 

第四步：终端上显示“Login authentication”，并提示用户输入已设置的登录口令，

口令输入正确后则出现命令行提示符（如<H3C>）。如果出现“All user interfaces are 
used, please try later! The connection was closed by the remote host!”的提示，

表示当前 Telnet 到交换机的用户数已达最大值，则请稍候再连（H3C 系列交换机最

多允许 5 个 Telnet 用户同时登录）。 

第五步：使用相应命令配置交换机或查看交换机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具体的配置命令请参考本书中以后各章节的内容。 

  说明： 

 通过 Telnet 配置交换机时，不要删除或修改对应本 telnet 连接的交换机上的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否则会导致 Telnet 连接断开。 
 Telnet 用户通过口令认证登录交换机时，缺省可以访问命令级别为 0 级的命令。 

 

1.2.2  交换机 Telnet 到交换机 

可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用户已经通过 Telnet 登录到一台交换机上，则可以通过该交换机 Telnet

到另一台交换机上进行配置。本交换机作为 Telnet 客户端，对端交换机作为

Telnet 服务器端。 

 如果两台交换机相连的端口在同一局域网内，则其 IP 地址必须配置在同一网

段；否则，两台交换机必须存在互相到达的路由。 

配置环境如图 1-7所示，用户Telnet到一台交换机后，可以输入telnet命令再登录其

它交换机，对其进行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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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net ServerTelnet ClientPC  
图1-7 提供 Telnet Client 服务 

第一步：先通过 Console 口在作为 Telnet Server 的交换机上配置欲登录的 Telnet
用户名和认证口令。 

  说明： 

Telnet 用户登录时，缺省需要进行口令认证，如果没有配置口令而通过 Telnet 登录，

则系统会提示“Login password has not been set !”。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H3C-ui-vty0]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simple xxxx 

xxxx 是欲设置的该 Telnet 用户登录口令。 

第二步：用户登录到作为 Telnet Client 的交换机（登录过程请参考本章“通过计算

机 Telnet 到交换机”一节）。 

第三步：在 Telnet Client 的交换机上作如下操作： 

<H3C> telnet xxxx 

xxxx 是作为 Telnet Server 的交换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若为主机名，则需是已通

过 ip host 命令配置的主机名或通过 DNS 客户端解析的主机名。 

第四步：输入已设置的登录口令，然后出现命令行提示符（如<H3C>），如果出现

“All user interfaces are used, please try later！ The connection was closed by the 
remote host!”的提示，表示当前 Telnet 到交换机的用户达到最大值，则请稍候再

连。 

第五步：使用相应命令配置交换机或查看交换机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具体的配置命令请参考本书中以后各章节的内容。 

1.3  通过 Modem 拨号搭建配置环境 

第一步：在通过 Modem 拨号登录交换机之前，先通过 Console 口在交换机上对欲

登录的 Modem 用户进行授权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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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Modem 用户登录时，缺省需要进行口令认证，如果没有配置口令而通过 Modem 登

录，则系统会提示“Login password has not been set !”。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user-interface aux 0 

[H3C-ui-aux0]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simple xxxx 

xxxx 是欲设置的该 Modem 用户登录口令。 

第二步：如图 1-8所示，建立远程配置环境，在计算机（或终端）的串口和交换机

的AUX口分别挂接Modem。 

Modem Mod

AUX port

Telephone line

Remote tel ：
82882285

em

Modem serial 
port line

PSTN

 
图1-8 搭建远程配置环境 

第三步：在远端通过终端仿真程序和Modem向交换机拨号（所拨号码应该是与交换

机相连的Modem的电话号码），与交换机建立连接，如图 1-9至图 1-10所示。 

 
图1-9 拨号号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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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在远端计算机上拨号 

第四步：在远端的终端仿真程序上输入已设置的登录口令，出现命令行提示符（如

<H3C>），即可对交换机进行配置或管理。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具体的

配置命令请参考本书中以后各章节的内容。 

  说明： 

Modem 用户登录时，缺省可以访问命令级别为 0 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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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用户界面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用户界面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用户界面简介

了解用户界面配置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用户界面配置

显示用户界面配置后的运行情况、清除用户界面配置的统计信息等 用户界面显示和调试

 

2.1  用户界面简介 

为了方便用户管理系统，交换机提供了用户界面配置，用来配置和管理端口属性，

目前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的用户界面配置方式有： 

 通过 Console 或 AUX 口进行本地配置 

 通过以太网端口利用 Telnet 进行本地或远程登录配置 

 通过 AUX 口利用 Modem 拨号进行远程配置 

与这些配置方式对应的是三种类型的用户界面： 

 Console 用户界面（Console） 

Console 用户界面用于通过 Console 口对交换机进行访问，每台交换机最多只有一

个。 

 AUX 用户界面（AUX） 

AUX 用户界面用于本地和通过 Modem 拨号远端对交换机进行访问，每台交换机只

有一个。在本地配置时与 Console 用户界面相似。 

 VTY 用户界面（VTY） 

VTY 用户界面用于通过 Telnet 对交换机进行访问，每台交换机最多可以有 5 个。 

用户界面的编号有两种方式：绝对编号方式和相对编号方式。 

1. 绝对编号方式 

S9500 路由交换机用户界面共分 3 类，并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排列： 

分别是控制台（CON）、辅助接口（AUX）、虚拟接口（VTY）三种类型。控制台

和辅助接口分别只有一个；VTY 类型的用户界面有多个。绝对编号的起始编号是 0，
依次类推。绝对编号可以唯一地指定一个用户界面或一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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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编号方式遵守的规则如下： 

 Console 用户界面编号排在第一位，为 0； 

 AUX 用户界面编号排在第二位，为 1； 

 VTY 用户界面排在 AUX 用户界面之后。第一个 VTY 的绝对编号比 AUX 大 1。 

2. 相对编号方式 

相对编号方式的形式是：“用户界面类型”＋“编号”。此编号是每种类型的用户

界面的内部编号。此种编号方式只能指定某种类型的用户界面中的一个或一组，而

不能跨类型操作。相对编号方式遵守的规则如下： 

 Console 用户界面的编号：console 0； 

 AUX 用户界面的编号：aux 0； 

 VTY 用户界面的编号：第一条为 vty 0，第二条为 vty 1，依此类推。 

2.2  用户界面配置 

用户界面配置包括：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设置会话建立标题 

 配置异步口属性 

 配置终端属性 

 用户管理远程登录配置 

 Modem属性配置 

 配置重定向功能 

2.2.1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进入相应的用户界面视图。可以进入单一用户界面视图对一个

用户界面进行配置，也可以进入多个用户界面视图同时配置多个用户界面。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 进入用户界面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单一用户界面视图或多个用户界面视图 user-interface [ type ]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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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设置会话建立标题 

当用户登录交换机时，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设置交换机向用户提示的相关信息，激活

终端连接后，login 标题就被发送到终端。如果用户成功登录，显示 shell 标题。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 设置会话建立标题 

操作 命令 

设置会话建立标题 header [ shell | incoming | login ] text 

取消显示会话建立标题 undo header [ shell | incoming | login ] 

 

需要注意的是，当 header 命令后输入 shell、login、incoming 任一个参数后直接

回车，则该参数为登录信息 login 的内容，而不是标题。 

2.2.3  配置异步口属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异步口的属性，包括速率、流控方式、校验方式、停止位

和数据位。这些配置命令都只有工作在异步交互方式下才有效。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只能在 Console 和 AUX 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 

1. 配置传输速率 

表2-3 配置传输速率 

操作 命令 

配置传输速率 speed speed-value 

恢复传输速率为缺省值 undo speed 

 

缺省情况下，异步口支持的传输速率为 9600bit/s。 

2. 配置流控方式 

表2-4 配置流控方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流控方式 flow-control { hardware | none | software }

恢复流控方式为缺省方式 undo flow-control 

 

缺省情况下，异步口的流控方式为 none，即不进行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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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校验方式 

表2-5 配置校验方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校验方式 parity { even | mark | none | odd | space } 

恢复校验方式为缺省方式 undo parity 

 

缺省情况下，异步口的校验方式为 none，即无校验位。 

4. 配置停止位 

表2-6 配置停止位 

操作 命令 

配置停止位 stopbits { 1 | 1.5 | 2 } 

恢复停止位为缺省值 undo stopbits 

 

缺省情况下，异步口的停止位为 1。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S9500 系列交换机不支持将停止位设置为 1.5 位。 

5. 配置数据位 

表2-7 配置数据位 

操作 命令 

配置数据位 databits { 7 | 8 } 

恢复数据位为缺省值 undo databits 

 

缺省情况下，异步口支持的数据位为 8 位。 

2.2.4  配置终端属性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终端属性，包括启动/关闭终端服务、超时断开设定、锁住

用户界面、配置终端屏幕的一屏长度以及配置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其中锁住用户界面操作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 

1. 启动/关闭终端服务 

当关闭某用户界面的终端服务后，通过该用户界面将不能登录交换机。对于在关闭

之前已经通过该用户界面登录的用户，仍然可以进行操作。但当用户退出该用户界

面后，将不能再次登录。只有启动该用户界面的终端服务后，才能通过该用户界面

登录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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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启动/关闭终端服务 

操作 命令 

启动终端服务 shell 

关闭终端服务 undo shell 

 

缺省情况下，在所有的用户界面上启动终端服务。 

  注意： 

 undo shell 命令在 Console 用户界面不支持，其它用户界面均支持。 
 用户不能在自己登录的用户界面上使用本命令。 
 在任何合法的用户界面上使用 undo shell 命令，都需要经过用户的确认。 

 

2. 超时断开连接设定 

表2-9 设置用户超时断连功能 

操作 命令 

设置用户超时断连功能 idle-timeout minutes [ seconds ] 

恢复用户超时断连为缺省值 undo idle-timeout 

 

缺省情况下，在所有的用户界面上启动了超时断开连接功能，时间为 10 分钟。也就

是说，如果 10 分钟内某用户界面没有用户进行操作，则该用户界面将自动断开。 

idle-timeout 0 表示关闭超时断开连接功能。 

3. 设置锁住用户界面 

该配置任务用来锁住当前使用的用户界面，并提示用户输入密码。防止当用户离开

时，其他人对该用户界面进行操作。 

表2-10 设置锁住用户界面 

操作 命令 

锁住用户界面 lock 

 

4. 设置终端屏幕的一屏长度 

当某命令显示信息的行数多于一屏中能够显示的范围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一

屏中可以显示的行数，以便将信息分成几段，方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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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设置终端屏幕的一屏长度 

操作 命令 

配置终端屏幕上一屏中能够显示的终端信息的行数 screen-length screen-length

恢复终端屏幕上一屏中能够显示的终端信息的行数为缺省值 undo screen-length 

 

需要注意的是，当参数 screen-length 设置为 1 或者 2 时，一屏中可以显示的行数相

同。 

缺省情况下，屏幕分屏显示的行数为 24（包括分屏标志行）。 

screen-length 0 表示关闭分屏功能。 

5. 设置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表2-12 设置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操作 命令 

设置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history-command max-size value 

恢复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为缺省值 undo history-command max-size 

 

缺省情况下，历史缓冲区为 10，即可存放 10 条历史命令。 

2.2.5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包括用户登录验证方式的设置、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的设置、

从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的设置以及命令级别的设置。 

1. 设置用户登录验证方式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用户登录时是否需要进行验证，以防止非法用户的侵入。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3 设置用户登录验证方式 

操作 命令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 authentication-mode { password | scheme 
[ command-authorization ] | none } 

 

缺省情况下，Console 口登录不需要进行终端验证；而 AUX 口本地和远程 Modem
登录、Telnet 用户登录均需要进行口令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将 Console 口设置为本地口令认证后，即便不配置密码用户也可以

直接登录系统。而其它用户接口如 AUX 口用户以及 Vty 用户在设置为本地口令认证

后，必须要设置密码才可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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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口令验证 

使用 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命令，表示需要进行本地口令认证，此时需

要使用以下命令配置口令后，才能成功登录。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4 设置本地验证的口令 

操作 命令 

设置本地验证的口令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password 

取消本地验证的口令 undo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设置用户从 VTY 0 用户界面登录时需要进行口令验证，且验证口令为 test。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user-interface vty 0 

[H3C-ui-vty0] 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H3C-ui-vty0]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simple test 

(2) 本地或远端用户名和口令验证 

使用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 command-authorization ]命令，表示需要

进行本地或远端用户名和口令认证。究竟是采用本地认证还是远端认证视配置而定。 

下面仅以本地用户名和口令认证为例介绍配置过程。 

# 设置用户从 VTY 0 用户界面登录时需要进行用户名和口令验证，且登录用户名和

口令分别为 zbr 和 test。 

[H3C-ui-vty0]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H3C-ui-vty0] quit 

[H3C] local-user zbr 

[H3C-luser-zbr] password simple test 

[H3C-luser-zbr] service-type telnet 

(3) 不验证 
[H3C-ui-vty0]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说明： 

 AUX 口本地和远程 Modem 登录、Telnet 用户登录时，缺省需要进行口令认证，

如果没有配置口令而登录，则系统会提示“Login password has not been set !”。 
 如果使用 authentication-mode none命令，则AUX口本地和远程Modem登录、

Telnet 用户登录时不需要进行口令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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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可以使用以下的命令设置某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请在本地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5 设置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service-type telnet [ level level ] 

恢复指定用户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为缺省级别 undo service-type telnet 

 

缺省情况下，指定用户登录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为 2 级。 

3. 设置从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从某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执行该级别范围

内的命令。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16 设置从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操作 命令 

设置从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user privilege level level 

恢复从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

为缺省级别 undo user privilege level 

 

缺省情况下，从 Console 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为 3 级，而从 AUX
或 VTY 用户界面登录后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为 0 级。 

  说明： 

用户登录交换机时，其所能访问的命令级别取决于用户自身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与

从用户界面登录所能访问的命令级别的设置，如果两者不同，则以用户自身可以访

问的命令级别为准。例如：某用户可以访问的命令级别是 3 级，而从 VTY 0 用户界

面登录所能访问的命令级别是 1 级，则该用户从 VTY 0 登录系统时，可以访问 3 级

及以下的命令。 

 

4. 设置命令的级别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指定视图内指定命令的级别。命令权限共分为参观、监控、

配置、管理 4 个级别，分别对应标识 0、1、2、3。管理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指定命

令权限。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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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设置命令的级别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视图中指定命令的级别 command-privilege level level view view 
command 

恢复指定视图中指定命令的级别为缺省值 undo command-privilege view view 
command 

 

5. 设置用户终端的输入协议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用户终端的输入协议。输入协议类型可以设置为 TELNET
或 SSH 协议，也可以允许输入所有协议。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2-18 设置用户终端的输入协议 

操作 命令 

设置用户终端的输入协议 protocol inbound { all | telnet | ssh } 

 

缺省情况下用户终端允许输入所有协议。 

2.2.6  远程登录配置 

为了使用户可以方便地从当前交换机登录到其它交换机进行远程管理，可以采取远

程登录措施。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2-19 远程登录配置 

操作 命令 

远程登录配置 telnet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 hostname | ip-address } [ service-port ] 

 

用户可以键入<Ctrl+k>来中断本次 Telnet 登录。 

缺省情况下，在不指定 service-port 时，缺省的 Telnet 端口号为 23。 

2.2.7  Modem 属性配置 

通过 Modem 登录交换机时，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 Modem 的有关参数。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只能在 AUX 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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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 Modem 配置 

操作 命令 

设置系统收到了 RING 信号到等待 CD_UP 的时间间隔 modem timer answer seconds

恢复系统缺省的收到RING信号到等待CD_UP的时间间隔 undo modem timer answer 

设置自动应答 modem auto-answer 

设置手动应答 undo modem auto-answer 

设置允许呼入 modem call-in 

设置禁止呼入 undo modem call-in 

设置允许呼入呼出 modem both 

设置禁止呼入呼出 undo modem both 

 

2.2.8  配置重定向功能 

1. 传递命令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实现用户界面之间传递消息的功能。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1 设置在用户界面之间传递消息 

操作 命令 

设置在用户界面之间传递消息 send { all | number | type number } 

 

2. 自动执行命令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登录时自动执行命令。某条命令被配置为自动执行后，当

用户重新登录时，系统将自动执行该命令。 

通常的用法是在终端使用以下命令配置 telnet 命令，使用户自动连接到指定的设备。 

请在用户界面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2-22 设置自动执行命令 

操作 命令 

设置自动执行命令 auto-execute command text 

取消自动执行命令 undo auto-execute command 

 

需要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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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命令的使用将导致不能使用该用户界面对本系统进行常规的配置，需谨慎使

用。 

 在配置 auto-execute command 命令并保存配置（执行 save 操作）之前，

要确保可以通过其它手段登录系统以去掉此配置。 

例：# 配置用户从 VTY 0 上登录后，自动执行 telnet 10.110.100.1 命令。 

[H3C-ui-vty0] auto-execute command telnet 10.110.100.1 

2.3  用户界面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用户界面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free 命令可以释放用户界面的连接。 

表2-23 用户界面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释放指定的用户界面连接 free user-interface [ type ] number 

显示用户界面的使用信息 display users [ all ] 

显示用户界面的物理属性和一些配置 display user-interface [ type number | 
number ] [ summary ] 

有选择性地查询历史命令 
display history-command 
[ Command-Number ] [ | { begin | include | 
exclude } Match-string ] 

打开 Modem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ging modem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登录交换机&用户界面 第 3 章  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3-1 

第3章  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管理用以太网口简介  

了解管理用以太网口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了解 IP 报文隔离功能配置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IP报文隔离配置

 

3.1  管理用以太网口简介 

S9500 系列交换机的交换路由板提供一个 10/100Base-TX 的管理用以太网口。该接

口有以下用途： 

 连接后台计算机，进行系统的程序加载、调试等工作； 

 连接远端的网管工作站等设备，实现系统的远程管理。 

3.2  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在管理用以太网接口视图下可进行以下配置： 

 配置接口 IP 地址 

 打开/关闭接口 

 设置接口描述信息 

 显示当前系统信息 

 网络连通性测试（ping，tracert） 

 IP报文隔离配置 

前五项具体配置操作请参见“以太网端口”和“系统维护与调试”部分的相关章节。 

  注意： 

管理用以太网口只有配置了 IP 地址以后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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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IP 报文隔离配置 

IP 报文隔离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网管口和业务口之间的报文隔离，即二者之间不存在

路由，不进行报文转发，进而增强网管口的安全性。由于网管可以通过网管口管理

交换机，网管口和业务口之间的报文隔离后，交换机的数据通信业务并不受影响。 

如果配置了该特性，网管口和业务口之间不能通信，交换机将丢弃网管口和业务口

之间的转发报文。如果未配置 IP 报文隔离特性，则交换机可以转发网管口和业务口

之间的报文。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启动网管口和业务口之间的 IP 报文隔离功能。 

表3-1 IP 报文隔离特性基本配置过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网管口接口视图 interface M-Ethernet m-ethernet - 

启动 IP isolation 网管口和业

务口的报文隔离功能 ip isolation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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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FTP 与 TFTP 配置操作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FT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FTP简介

了解 FT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FTP配置

FTP 的配置举例 FTP配置举例

了解 TFT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TFTP简介

了解 TFT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TFTP配置应用

TFTP 的配置举例 TFTP应用配置举例

 

1.1  FTP 简介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是 Internet 和 IP 网络上传输文件的

通用方法，由 FTP 提供的文件传输是将一个完整的文件从一个系统复制到另一个系

统。FTP 支持有限数量的文件类型（ASCII，二进制等等）和文件结构（面向字节

流或记录）。虽然目前大多数用户在通常情况下选择使用 Email 和 Web 传输文件，

但是 FTP 仍然有着比较广泛的用途。 

FTP 协议在 TCP/IP 协议族中属于应用层协议，用于在远端服务器和本地主机之间

传输文件。 

交换机提供的 FTP 服务包括： 

 FTP Server 服务，用户可以运行 FTP 客户端程序登录到服务器上（接受用户

登录前，网络管理员需要事先配置好 FTP Server 的 IP 地址），访问服务器上

的文件。 

 FTP Client 服务，用户在微机上通过终端仿真程序或 Telnet 程序建立与交换机

（FTP Client）的连接后，输入 ftp X.X.X.X（X.X.X.X 代表远程 FTP Server

的 IP 地址）命令，建立交换机与远程 FTP Server 的连接，访问远程 FTP Server

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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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witch

Network

 
图1-1 FTP 配置示意图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 时的配置。 

表1-1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 时的配置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Switch 可以直接使用 ftp 命令登录远端的
FTP Server - 

用户首先获取FTP用户命令和密码，

然后登录远端的 FTP Server，这样

才能取得相应目录和文件的权限 

PC 启动 FTP Server，并作了用户名、

密码、用户的权限等相关的配置 - -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 时的配置。 

表1-2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 时的配置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 FTP Server 功能 缺省情况下，系统

关闭 FTP 服务器

用户可以通过 display 
ftp-server 命令查看交换机

上 FTP Server 功能的配置

信息 

配置 FTP 服务器的验证和授权 - 配置 FTP 用户的用户名、密

码、授权的工作目录 

Switch 

配置 FTP 服务器的运行参数 - 配置 FTP 服务的超时时间 

PC 使用 FTP 客户端程序登录交换机 - - 

 

  注意： 

FTP 功能可以正常使用的条件是交换机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 

 

1.2  FTP 配置 

FTP 配置包括： 

 启动/关闭FT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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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FTP服务器的验证和授权 

 配置FTP服务器的运行参数 

 FTP服务器的显示和调试 

 断开FTP用户的连接 

1.2.1  启动/关闭 FTP 服务器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在交换机上启动/关闭 FTP 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启动/关闭 FTP 服务器 

操作 命令 

启动 FTP 服务器 ftp server enable 

关闭 FTP 服务器 undo ftp server 

 

FTP 服务器可同时支持多个用户的访问。远端 FTP 用户向 FTP 服务器发送请求，

FTP 服务器执行相应的动作，并向用户返回执行的结果。 

缺省情况下，系统关闭 FTP 服务器。 

1.2.2  配置 FTP 服务器的验证和授权 

FTP 服务器的授权信息包含提供给 FTP 用户的工作目录的路径，只有验证通过和授

权成功的用户，才能享受 FTP 服务器的服务。FTP 服务器的授权信息是提供给 FTP
用户的顶级工作目录等信息。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 FTP 服务器的验证和授权

配置。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FTP 服务器的验证和授权 

操作 命令 

创建新的本地 FTP 用户，并且进入

本地用户配置视图（在系统视图下）
local-user { username | password-display-mode 
{ auto | cipher-force } } 

删除本地 FTP用户（在系统视图下）
undo local-user { username | all [ service-type { ftp | 
lan-access | telnet | ppp | ssh | terminal } ] | 
password-display-mode } 

配置 FTP 用户的验证信息（本地用

户视图）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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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配置 FTP 用户的授权信息（本地用

户视图） 

service-type { ftp [ ftp-directory directory ] | 
lan-access | ppp [ call-number call-number | 
callback-nocheck | callback-number 
callback-number ] | ssh [ level level | telnet | terminal ] 
| telnet [ level level | ssh | terminal] | terminal [ level 
level | ssh | telnet ] } 

取消 FTP 用户的验证信息（本地用

户视图） undo password 

取消 FTP 用户的授权信息（本地用

户视图） 

undo service-type { ftp [ ftp-directory directory ] | 
lan-access | ppp [ call-number call-number | 
callback-nocheck | callback-number 
callback-number ] | ssh [ level level | telnet | terminal ] 
| telnet [ level level | ssh | terminal] | terminal [ level 
level | ssh | telnet ] } 

 

只有验证通过和授权成功的用户，才能得到 FTP 服务器的服务。 

  注意： 

使用文件管理器或 IE 浏览器进行 FTP 操作时，建议在地址栏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格式如下：ftp://username:password@URL。若直接输入要连接的 FTP 站点的 URL，
由于文件管理器或 IE 浏览器本身的缺陷可能导致登录不成功。 

 

1.2.3  配置 FTP 服务器的运行参数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 FTP 服务器的连接空闲时间。为了防止未授权用户的非

法入侵，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 FTP 客户端发来的服务请求，FTP 服务器则断

开与该 FTP 客户端的连接，这个时间就是 FTP 服务器的连接空闲时间。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 FTP 服务器的超时断连时间 

操作 命令 

配置 FTP 服务器的超时断连时间 ftp timeout minute 

恢复 FTP 服务器的超时断连时间的缺省值 undo ftp timeout 

 

缺省情况下，超时断连时间为 30 分钟。 

1.2.4  FTP 服务器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配置后 FTP 服务器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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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FTP 服务器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查看 FTP 服务器 display ftp-server 

查看登录的 FTP 用户 display ftp-user 

 

display ftp-server 命令显示当前 FTP 服务器的配置情况，包括 FTP 服务器支持的

最大用户数和超时断连时间。display ftp-user 显示登录的 FTP 用户的详细情况。 

1.2.5  断开 FTP 用户的连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断开某个 FTP 用户的连接 

操作 命令 

断开某个 FTP 用户的连接 ftp disconnect user-name 

 

1.2.6  FTP 客户端介绍 

FTP 客户端是交换机提供给用户的一个附加功能，它是一个应用模块，不用做任何

功能配置。此时，交换机作为 FTP 客户端与远程服务器连接，并键入 FTP 客户端

的命令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如建立、删除目录等）。 

1.3  FTP 配置举例 

1.3.1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 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和软件升级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远端的 PC 作为 FTP Server，在 FTP Server 上作了如下

配置：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 PC 机上

Switch 目录的读写权限。交换机上的一个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PC 的 IP
地址为 2.2.2.2，交换机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 

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保存在 PC 上。交换机通过 FTP 从远端的 FTP Server
上下载 switch.app，同时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上传到 FTP Server 的目录

switch 下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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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2. 组网图 

Switch

Network

 
图1-2 FTP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PC 上配置 FTP Server 的相关参数：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

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 PC 机上 Switch 目录的读写权限。此处不详细说

明。 

(2) 交换机上的配置 

# 用户登录到交换机上（用户可以在本地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交换机上，也可以

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到交换机上。各种登录方式请参见“登录交换机&用户界面配置

操作”的描述。），并且在用户视图下输入命令进行 FTP 连接，输入正确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到 FTP Server。 

<H3C> ftp 2.2.2.2  

Trying ...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220 WFTPD 2.0 service (by Texas Imperial Software) ready for new user            

User(none):switch                                                               

331 Give me your password, please                                                

Password:                                                              

230 Logged in successfully        

[ftp]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 Flash Memory 空间不够大，请删除 Flash 中原有的应用程序然后

再下载新的应用程序到交换机的 Flash 中。 
 上传文件时，文件名请采用 ASCII 码字符，否则可能影响系统的正常使用。 

 

# 进入 FTP Server 的授权路径。 

[ftp] cd switch 

# 执行 put 命令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上传到 F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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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ftp] put vrpcfg.txt 

# 执行 get 命令将 FTP Server 上的文件 switch.app 下载到交换机的 Flash。 

[ftp] get switch.app 

# 执行 quit 命令中断 FTP 连接，退回到用户视图下。 

[ftp] quit 

<H3C> 

#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 boot boot-loader 来指定下载的程序为下次启动时的应用程

序，然后重启交换机，实现交换机应用程序的升级。 

<H3C> boot boot-loader primary switch.app 

<H3C> reboot 

1.3.2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 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和软件升级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远端的 PC 作为 FTP Client。在 FTP Server 上作了如下

配置：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交换机上

Flash 根目录的读写权限。交换机上的一个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PC 的

IP 地址为 2.2.2.2，交换机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 

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保存在 PC 上。PC 通过 FTP 向远端的交换机上传

switch.app，同时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下载到 PC 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 

2. 组网图 

Switch

Network

 
图1-3 FTP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交换机上的配置 

# 用户登录到交换机上（用户可以在本地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交换机上，也可以

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到交换机上。各种登录方式请参见“登录交换机&用户界面配置

操作”的描述。），并且在交换机上开启 FTP 服务，设置好用户名、密码和路径： 

[H3C] ftp server enable 

[H3C] local-user switch 

[H3C-luser-switch] service-type ftp ftp-directory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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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luser-switch] password simple hello 

(2) 在 PC 上运行 FTP Client 程序，同交换机建立 FTP 连接，同时通过上载操作

把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上载到交换机的 Flash 根目录下，同时从交换

机上下载配置文件 vrpcfg.txt。FTP Client 应用程序由用户自己购买、安装，

H3C 系列交换机不附带此软件。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 Flash Memory 空间不够大，请删除 Flash 中原有的应用程序然后再

上载新的应用程序到交换机 Flash 中。 

 

(3) 在上载完毕后，用户在交换机上进行升级操作。 

#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 boot boot-loader 来指定下载的程序为下次启动时的应用程

序，然后重启交换机，实现交换机应用程序的升级。 

<H3C> boot boot-loader primary switch.app 

<H3C> reboot 

1.4  TFTP 简介 

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最初打算引导无盘系

统（通常是工作站或 X 终端），相对于另一种文件传输协议 FTP，TFTP 不具有复

杂的交互存取接口和认证控制，适用于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不需要复杂交互的环境。

TFTP 协议是在 UDP 的基础上实现。 

TFTP 协议传输是由客户端发起的。当需要下载文件时，由客户端向 TFTP 服务器

发送读请求包，然后从服务器接收数据，并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当需要上传文件时，

由客户端向 TFTP 服务器发送写请求包，然后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并接收服务器的

确认。TFTP 传输文件的模式只为二进制模式。 

配置 TFTP 之前，网络管理员需要首先配置好 TFTP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

且确保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交换机只能作为 TFTP 客户端。 

Switch PC

Network

 
图1-4 TFTP 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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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作为 TFTP Client 时的配置。 

表1-8 交换机作为 TFTP Client 时的配置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配置交换机 VLAN 接口的 IP 地

址，使其和 TFTP Server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 
TFTP 适用于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不

需要复杂交互的环境，请保证交换机

和 TFTP Server 之间路由可达。 
Switch 

可以直接使用 TFTP 命令登录

远端的 TFTP Server 上传或者

下载文件 
- - 

PC 启动 TFTP Server，并作了

TFTP 工作目录的配置 - - 

 

1.5  TFTP 配置应用 

1.5.1  用 TFTP 下载文件 

当需要下载文件时，客户端向 TFTP 服务器发送读请求包，然后从服务器接收数据，

并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利用 TFTP 下载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用 TFTP 下载文件 

操作 命令 

用 TFTP 获取文件 tftp tftp-server get source-file [ dest-file ] 

 

配置命令中，tftp-server 参数代表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主机名；source-file
指的是要下载的 T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信息；dest-file 参数代表下载后存储在交换

机上的文件名。 

1.5.2  用 TFTP 上传文件 

当交换机需要向 TFTP 服务器上传文件时，交换机作为客户端向 TFTP 服务器发送

写请求包，然后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并接收服务器的确认。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上

传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FTP 与 TFTP 第 1 章  FTP 与 TFTP 配置操作

 

1-10 

表1-10 用 TFTP 上传文件 

操作 命令 

用 TFTP 保存文件 tftp tftp-server put source-file [ dest-file ] 

 

配置命令中，source-file 参数代表要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dest-file 指的是文件上传

到 TFTP 服务器的另存的文件名；tftp-server 参数代表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

主机名。 

1.6  TFTP 应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作为 TFTP Client，PC 作为 TFTP Server，在 TFTP Server 上配置了 TFTP
的工作路径。交换机上的一个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交换机和 PC 相连的

端口属于该 VLAN，PC 的 IP 地址为 1.1.1.2。 

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保存在 PC 上。交换机通过 TFTP 从 TFTP Server 上
下载 switch.app，同时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上传到 TFTP Server 的工作

目录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 

2. 组网图 

Switch PC

Network

 
图1-5 TFTP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PC 上启动了 TFTP Server，配置 TFTP Server 的工作目录。 

(2) 交换机上的配置 

# 用户登录到交换机上（用户可以在本地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交换机上，也可以

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到交换机上。各种登录方式请参见“登录交换机&用户界面配置

操作”的描述。），并且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H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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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 Flash Memory 空间不够大，请删除 Flash 中原有的应用程序然后再

下载新的应用程序到交换机的 Flash 中。 

 

#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同时保证与 PC 相连的端口属于这个 VLAN。

（本例中以 VLAN 1 为例。） 

[H3C] interface vlan 1 

[H3C-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0 

[H3C-vlan-interface1] quit 

# 将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从 TFTP Server 下载到交换机。 

<H3C> tftp 1.1.1.2 get switch.app switch.app 

# 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上传到 TFTP Server。 

<H3C> tftp 1.1.1.2 put vrpcfg.txt vrpcfg.txt 

#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 boot boot-loader 来指定下载的程序为下次启动时的应用程

序，然后重启交换机，实现交换机应用程序的升级。 

<H3C> boot boot-loader primary switch.app 

<H3C>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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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HA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HA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HA简介

了解 HA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HA配置

显示配置后 HA 的运行情况 HA的显示和调试

HA 的配置举例 HA配置举例

 

1.1  HA 简介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 HA（High Availability）特性。HA 特性实现系统的高可靠性，

在主控板发生故障时，可以快速、准确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从而缩短系统的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HA 特性是交换路由板的一个特性。S9500 系列交换机有两块交换路由板，工作在

Master-Slave 备份模式，即一块工作在 Master 模式，为主用板；另一块工作在 Slave
模式，为备用板。当主用板发生故障时，主备倒换将自动进行。备用板将自动连接

并控制系统的 BUS，同时原来的主用板将断开和系统 BUS 的连接。主备倒换完成

后，备用板将成为主用板，而原来的主用板将重新启动成为备用板。因此，即使主

用板故障，备用板也能迅速取代它成为主用板，保证 S9500 系列交换机的正常运行。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主用板和备用板的热拔插。主用板的热拔插将引起交换机的

主备倒换。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手动的主备倒换。用户可以使用命令来手动改变主用板和备

用板的工作模式。 

在 S9500 系列交换机上，备用板上的配置文件是从主用板上实时备份过来的。这样，

当备用板取代主用板后备用板可以在和原来系统相同的配置下运行。S9500 系列交

换机支持两个单板上配置文件的自动同步。当系统的配置发生改变时，当前的主用

板在保存配置文件时会同时备份配置文件到备用板上，保证二者的配置一致。用户

可以使用命令手动地同步主用板和备用板的配置文件。 

另外，S9500 系列交换机能够监控电源和系统的工作环境，在故障发生时发出告警，

避免故障的继续扩大，保证系统安全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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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A 配置 

HA 配置包括： 

 手动设置备用板重新启动 

 手动执行主备倒换 

 手动同步配置文件 

 配置主用板和备用板的负荷模式 

1.2.1  手动设置备用板重新启动 

当备用板正常运行时候，用户可以使用命令手动重新启动备用板。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手动设置备用板重新启动 

操作 命令 

手动设置备用板重新启动 slave restart 

 

1.2.2  手动执行主备倒换 

当备用板正常运行，并且主用板进入实时备份状态之后，如果用户希望备用板成为

新的主用板来保证系统的运行，可以通过命令手动的进行主备倒换。当主备倒换完

成后，备用板将成为新的主用板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原来的主用板将自动重新启

动。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手动执行主备倒换 

操作 命令 

手动执行主备倒换 slave switchover 

 

当用户配置 S9500 系列交换机禁止强制倒换后，本配置将无法生效。 

1.2.3  手动同步配置文件 

S9500 系列交换机可以自动同步主用板和备用板的配置文件。如果用户希望手动同

步主用板和备用板的配置文件，可以通过命令手动的将主用板上的配置文件备份到

备用板上。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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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手动同步配置文件 

操作 命令 

手动同步配置文件 slave update configuration 

 

只有当备用板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用户才能成功进行配置文件的手动同步。每次手

动同步配置文件时，系统都将主用板上的配置文件重新完全拷贝一次到备用板上。 

1.2.4  配置主用板和备用板的负荷模式 

S9500 系列交换机在主备板间提供两种的负荷模式：分担模式（BALANCE）和主

备模式（SINGLE）。用户可以通过 xbar 命令来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主备板的负荷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主备板的负荷模式 xbar [ load-balance | load-single ] 

 

缺省情况下主、备板均为负荷主备模式。 

  注意： 

当只有单主控板在位时，负荷分担模式不生效，主控板自动跃迁为负荷主备模式。 

 

1.3  HA 的显示和调试 

在相应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HA 特性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可以通过 debugging 命令打开主备倒换

的调试开关或者显示主备倒换的状态机，以监控主备倒换进程是否正确。 

表1-5 HA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交换机的主备倒换状态机的状态 （任意视图） display switchover state [ slot-id ] 

显示当前主备板的负荷模式（系统视图） display xbar 

打开 HA 特性调试开关（用户视图） debugging ha { all | event | message | 
state } 

关闭 HA 特性调试开关（用户视图） undo debugging ha { all | event | 
message |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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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 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用户要将处于 Master 模式的交换路由板拔下来，使系统中原来的备用板接替主用板

继续工作，要求主备倒换期间不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行。 

2. 配置步骤 

# 手工地将主用板的配置文件同步到备用板上。 

<H3C> slave update configuration 

# 显示主备倒换状态机是否正常。 

<H3C> display switchover state 

# 手工执行主备倒换，确认并回车后系统执行倒换。 

<H3C> slave switchover 

Caution!!! Confirm the conversion of the Slave Fabric to the Master Fabric. 

Continue?[Y/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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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QA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NQA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NQA简介

了解 NQA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NQA配置

显示配置后 NQA 的运行情况 NQA显示和维护

NQA 的配置举例 NQA配置举例

 

1.1  NQA 简介 

NQA（Network Quality Analyzer，网络质量分析器）用来测量网络上运行的各种协

议的性能。ping 功能只能使用 ICMP 协议通过命令行来测试数据包在本端和指定的

目的端之间的往返时间；S9500 上实现的 NQA 特性不但可以完成上面的功能，而

且实现了 NQA 中的 ICMP 功能，同时也实现了 ICMP 对应的 MIB 操作，其他功能

如 DLSW、DHCP、FTP、HTTP、SNMP 目前尚未实现。 

NQA 的 ICMP 功能测试有如下特征： 

NQA 的 ICMP 功能跟普通的 ping 功能相似，但参数更丰富，而且还可以同时执行

多项测试，并可进行自动测试，同时收集保存测试结果。 

NQA 功能可以通过网管工具或命令行来设置测试所需的各项参数，然后启动测试，

最后查看测试结果。完成测试后，需通过命令 display nqa results 命令来查看测试

结果。 

1.2  NQA 配置 

NQA 的 ICMP 功能测试，包括以下配置： 

 使能 NQA 客户端功能 

 配置可同时进行的最大测试任务数 

 建立 NQA 测试组 

 设置各项测试参数 

 启动测试 

 查看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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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配置准备 

NQA 的 ICMP 功能不需要什么特殊准备，但是在配置当中请注意以下两点： 

 使能 NQA 客户端功能配置是进行任何测试的前提； 

 如果要执行测试，那么必须建立 NQA 测试组、设置各项测试参数然后启动测

试。 

1.2.2  NQA 配置任务简介 

表1-1 NQA 中 ICMP 测试的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NQA 客户端功能 nqa-agent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NQA 客户端是关

闭的 

设置可同时进行的最大测试任

务数 
nqa-agent max-requests 
max-number 

可选 

缺省可同时进行的最大测试任

务数为 5  

建立 NQA 测试组，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administrator-name 
test-tag  

必选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创建任何

测试组。建立测试组后，系统自

动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设置测试类型 test-type type 
目前只能选择 ICMP 类型； 

缺省情况为 ICMP 类型 

设置要测试的目的地址 destination-ip ip-address
必选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目的地址 

设置测试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可选； 

缺省情况下没有测试组描述信

息 

设置测试操作的超时时间 timeout time 
可选 

缺省情况下，测试操作的超时时

间为 3 秒 

设置发送探测报文个数 count tim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发送一个探测报文

设置配置 NQA ICMP测试报文

生存时间，也就是测试报文在

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 
ttl number 

可选； 

缺省情况下，测试报文在网络中

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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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设置 NQA 测试报文头中的

TOS 域值 tos 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NQA 测试报文头

中的 TOS 域值为 0，即不指定

任何特殊服务 

设置测试数据包自主填充内容

的大小 datasize size 

可选 

缺省情况下，测试数据包自主填

充内容的大小为 56 字节（不计

各种协议头） 

设置测试数据报文的填充内容 datafill text 
可选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测试数据包

的填充数据的内容 

设置 VPN 实例的名称 vpn-instance name 
可选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任何VPN
实例的名称 

设置本次测试的源 IP 地址 source-ip ip-address 

可选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源 IP，
系统使用源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

源 IP 地址 

设置源接口 
source-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可选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源接口 

假定目的地址与启动测试的设

备之间的连接方式为直连方式
sendpacket passroute 

可选 

缺省情况下，不作此假定 

设置在历史记录中能够保存的

测试结果数目 
history-records number 

可选 

缺省情况下，在历史记录中能够

保存 50 条测试结果 

设置向网管发送 Trap 信息的

条件（探测） 

send-trap { all | 
{ probefailure | 
testcomplete | 
testfailure } * } 

可选 

缺省情况下，不向网管发送Trap
信息 

设置 NQA 测试连续多少次探

测失败之后才向网管发送 Trap
信息 

probe-failtimes tim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QA 测试 1 次探

测失败之后向网管发送 Trap 信

息 

设置 Trap 信息过滤条件（测

试） test-failtimes tim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QA 测试 1 次测

试失败之后向网管发送 Trap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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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设置自动测试的间隔时间 frequency interval 

可选 

缺省间隔时间为 0 秒，即不进行

自动测试； 

配置自动测试的间隔时间

interval 大于 0 秒时，系统会自

动地每隔 interval 时间就进行一

次测试 

启动测试 test-enable 

必选 

如果选择了用 frequency 
interval 命令来启动自动测试，

则不需此配置； 

显示测试结果 

display nqa [ results | 
history ] 
[ administrator-name 
test-tag ] 

display 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

行 

 

  注意： 

 正在测试时，除了对操作进行的简要描述和向网管发送 Trap 信息的条件外，该

测试组的参数（即在 NQA 测试组视图下配置的参数）都不能修改。 
 任何时候均可以使用命令 undo test-enable 命令停止测试，另外还可以通过去

使能 NQA 客户端、在探测间隙删除测试组来停止测试。 
 如果已经假定目的地址为直连方式，但同时还设置了 TTL 的值，则该 TTL 值将

不起作用。 
 设置源 IP 和目的 IP 时，除 0.0.0.0 和 255.255.255.255 外的 IP 均可设置。源接

口则只能设置为已设置了 IP 地址的三层接口。 
 所有参数及测试结果均可以通过网管工具利用 MIB 来查看或设置。 

 

1.2.3  NQA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简单的 NQA 测试，类型为 ICMP； 

 目的地址 192.168.80.80，为一 PC 机的地址，与进行 NQA 测试的交换机路由

可达。 

2. 组网图 

Switch

Internet

192.168.80.80  
图1-1 NQA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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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使能 NQA 客户端 

# 使能 NQA 客户端。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nqa-agent enable 

(2) 建立 NQA 测试组 

# 创建名字为 administrator，测试标签为 ICMP 的 NQA 测试组。 

[H3C] nqa administrator icmp 

(3) 设置测试组参数 

#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 

[H3C-nqa-administrator-icmp] test-type icmp 

# 配置目的 IP 为 192.168.80.80。 

[H3C-nqa-administrator-icmp] destination-ip 192.168.80.80 

# 配置测试次数为 5 次。 

[H3C-nqa-administrator-icmp] count 5 

(4) 执行测试 

# 执行一次测试。 

[H3C-nqa-administrator-icmp] test-enable 

(5) 显示测试结果 

# 显示该测试组本次测试结果。 

<H3C> display nqa results administrator icmp 

  NQA entry(admin administrator, tag icmp) test results: 

      Destination ip address:192.168.80.80 

      Vpn-instance: NULL 

      Send operation times: 5              Receive response times: 5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21/33/25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3557 

      Last complete test time: 2005-12-8 11:22:33.4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t in test: 0% 

      Disconnect operation number:0        Operation timeout number:0 

      System busy operation number:0       Connection fail number:0 

      Operation sequence errors:0          Drop operation number:0 

      Other operation error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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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QA 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信息。 

表1-2 NQA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配置信息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或 NQA 测试组视图下的 display this

显示测试结果 display nqa { results | history } [ administrator-name test-t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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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etstream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Netstream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Netstream简介  

配置 Netstream Netstream的配置

配置举例 典型Netstream配置举例

 

  说明： 

本章中提到的业务处理板主要指 LSB1NAMB0 板。 

 

1.1  Netstream 简介 

1.1.1  概述 

Netstream 提供报文统计功能，它根据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目的端口号、源 IP 地址、

源端口号、协议号和 ToS 来区分流信息，并针对不同的流信息进行独立的数据统计。 

图 1-1描述了一个基本的Netstream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 

NDC  
图1-1 Netstream 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 

Netstream 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如下： 

(1) 交换机把采集到的流的详细信息定期发送给 NDC（Network Data Collector，

网络数据收集器）； 

(2) NDC 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用于计费和网络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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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Netstream 的实现 

当设备启用 Netstream 功能后，流信息首先被存储在设备的 Netstream 缓冲区中；

在经过一定的老化时间后，使用版本 5、版本 8 或版本 9 的格式输出，以 UDP 报文

的形式发送到 NDC。  

 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配置 Netstream 聚合方式，交换机将直接通过版本 5 格

式的 UDP 报文发送老化后的流信息； 

 如果配置了 Netstream 聚合（Netstream Aggregation），流信息将按照一定

的规则分类、合并后生成聚合信息，再通过版本 8 格式的 UDP 报文发送； 

 如果统计的是 MPLS 流信息，则通过版本 9 格式的 UDP 报文发送。 

1.2  Netstream 的配置 

Netstream 的配置如下： 

表1-1 Netstream 的配置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启动 Netstream 统

计功能 
ip netstream enable slot 
slot-no 

必选 

缺省情况下，Netstream 统计功能未启动

进入 Netstream 聚

合视图 

ip netstream aggregation 
{ as | destination-prefix | 
prefix | prefix-port | 
protocol-port | 
source-prefix | tos-as | 
tos-destination-prefix | 
tos-prefix | tos- 
protocol-port | 
tos-source-prefix } 

可选 

使能当前聚合视图

对应的聚合方式 enable 
可选 

缺省情况下，不使能任何聚合模式 

配置 Netstream 统

计输出报文的目的

主机地址和 UDP 端

口号 

ip netstream export { host 
ipaddress udpport | source 
ipaddress } 

必选 

缺省情况下： 

系统视图下的输出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

号为 0 

聚合视图下的输出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

号为系统视图下所配置的值 

统计输出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 0（系统会

自动添加一个到目的地址的 IP 地址）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Netstream 第 1 章  Netstream 配置

 

1-3 

操作 命令 说明 

配置 Netstream 统

计输出报文的版本

号和自治系统选项 

ip netstream export 
version versionNo 
[ origin-as | peer-as ] 

可选 

目前交换机能支持进行配置的报文为版

本 5 和版本 9 

缺省情况下，普通流的 UDP 报文的版本

号为 5，自治系统选项为 peer-as；聚合

流的 UDP 报文的版本号为 8；MPLS 流

的 UDP 报文的版本号为 9 

配置 Netstream 活

跃老化时间 
ip netstream timeout 
active minut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etstream 的活跃老化时间

为 30 分钟 

配置 Netstream 不

活跃老化时间 
ip netstream timeout 
inactive second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etstream 的不活跃老化时

间为 60 秒 

配置 template 的刷

新率 
ip netstream template 
refresh packet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etstream 模板的刷新率为
20 

配置 template 超时

老化时间 
ip netstream template 
timeout minutes 

可选 

缺省情况下，Netstream 模板的老化时间

为 30 分钟 

 

  说明： 

 报文版本号为版本 5 和版本 9 的活跃老化时间、不活跃老化时间、版本模板的刷

新率、版本模板的老化时间相同。 
 为了减少系统与主机之间的统计报文数量，节约带宽，可以只向主机发送聚合信

息，则在系统视图下不需要配置 ip netstream export 命令，在聚合视图下配置

ip netstream export 命令即可。 

 

目前，交换机共支持 11 种聚合方式： 

表1-2 Netstream 的十一种聚合方式 

聚合方式 分类依据 

自治系统聚合（AS） 源 AS 号、目的 AS 号，输出接口索引 

目的前缀聚合（destination-prefix） 目的 AS 号、目的地址掩码长度、目的前缀、输出接口

索引 

源和目的前缀聚合（prefix） 源 AS 号、目的 AS 号、源地址掩码长度、目的地址掩码

长度、源前缀、目的前缀、输出接口索引 

前缀端口聚合（prefix-port） 源前缀、目的前缀、源端口、输出接口索引以及 ToS 值

协议－端口聚合（protocol-port） 协议号、源端口、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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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方式 分类依据 

源前缀聚合（source-prefix） 源 AS 号、源地址掩码长度、源前缀 

服务类型－自治系统聚合（tos-as） ToS、源 AS 号、目的 AS 号、源接口、输出接口索引 

服务类型－目的前缀聚合

（tos-destination-prefix） 目的 AS 号、目的掩码长度、目的前缀、输出接口索引

服务类型－前缀聚合（tos-prefix） ToS、源 AS 号、源前缀、源掩码长度、目的 AS 号、目

的掩码长度、目的前缀 

服务类型－协议－端口聚合

（tos-protocol-port） ToS、协议类型、源端口、目的端口 

服务类型－源前缀聚合

（tos-source-prefix） ToS、源前缀、源掩码长度、源接口索引 

 

系统根据所选择聚合方式的分类依据，将多条流信息合并为一条聚合流，对应一条

聚合记录。十一种聚合功能相互独立，可以同时配置。 

  说明： 

 系统视图下的配置影响版本 5 格式的 UDP 报文，并且当聚合视图下没有配置源

接口和目的地址参数时，对版本 8 格式的 UDP 报文也生效。 
 聚合视图下的配置只影响版本 8 格式的 UDP 报文。 

 

  注意： 

配置老化时间时，活跃老化时间的单位是分钟，而不活跃老化时间的单位是秒。 

 

1.3  典型 Netstream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2所示，在交换机SwitchA上配置Netstream，统计端口GigabitEthernet3/1/3
接收到的报文。实现Netstream功能的NAM业务处理板插在交换机的 5 号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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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OG
12.110.2.2

2. 组网图 

GE3/1/2

Switch A

GE3/1/3

Network

 
图1-2 H3C S9500 Netstream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3/1/2 的 VLAN。 

<H3C>system-view 

[H3C] vlan 2 

[H3C-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3/1/2 

[H3C-vlan2]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H3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2.110.2.1 24 

[H3C-vlan-interface2] quit 

# GigabitEthernet3/1/3 端口的入报文镜像到 5 号槽。 

[H3C] mirror-group 1 inbound GigabitEthernet3/1/3 mirror-to slot 5 

# 在 5 号槽的单板上启动 Netstream。 

[H3C] ip netstream enable slot 5 

# 配置 Netstream 统计报文的输出源地址。 

[H3C] ip netstream export source 12.110.2.10 

# 配置 Netstream 统计报文的输出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号。 

[H3C] ip netstream export host 12.110.2.2 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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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T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NT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NTP简介  

了解 NT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NTP协议配置

显示配置后 NTP 的运行情况 NTP显示与调试

NTP 的配置举例 NTP典型配置举例

 

1.1  NTP 简介 

1.1.1  NTP 的作用 

随着网络拓扑的日益复杂，整个网络内设备的时钟同步将变得十分重要。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就是用来在整个网络内发布精确时间的

TCP/IP 协议。 

NTP 可以为以下应用提供一致性保证： 

 在服务器和客户机之间进行增量备份时，确保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时钟同步。 

 当由多个系统来处理复杂的事件时，确保多个系统参考同一时钟，保证事件的

正确顺序。 

 确保系统之间的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远程过程调用）能够正常进

行。 

 为应用程序提供用户登录到系统、文件的修改等操作的时间信息。 

1.1.2  NTP 的基本工作原理 

NTP 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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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Network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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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NTP 基本原理图 

上图中，交换机 A 和交换机 B 通过以太网口相连，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时钟，

要实现各自系统时钟的自动同步，作如下假设： 

 在交换机 A 和 B 的系统时钟同步之前，交换机 A 的时钟设定为 10:00:00 AM，

交换机 B 的时钟设定为 11:00:00 AM。 

 以太网交换机 B 为 NTP 时间服务器，即交换机 A 将使自己的时钟与交换机 B

的时钟同步。 

 数据包在交换机 A 和 B 之间单向传输所需要的时间为 1 秒。 

系统时钟同步的工作过程如下： 

 交换机A发送一个NTP消息包给交换机B，该消息包带有它离开交换机A时的时

间戳，该时间戳为 10:00:00 AM（T1）。 

 当此NTP消息包到达交换机B时，交换机B加上自己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1:00:01 AM（T2）。 

 当此NTP消息包离开交换机B时，交换机B再加上自己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1:00:02 AM（T3）。 

 当交换机A接收到该响应消息包时，加上一个新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0:00:03 

AM（T4）。 

至此，交换机 A 已经拥有足够的信息来计算两个重要的参数： 

 NTP消息在网络中来回一个周期的时延Delay=（T4-T1）-（T3-T2）。 

 交换机A相对交换机B的时间差offset=[（T2-T1）+∣（T4-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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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交换机 A 就能够根据这些信息来设定自己的时钟，使之与交换机 B 的时钟同步。 

以上内容只是对 NTP 的工作原理的粗略描述，详细内容请参阅 RFC1305。 

1.2  NTP 协议配置 

NTP 协议用于整个网络内的时间同步，NTP 配置包括： 

 配置NTP工作模式 

 配置NTP身份验证功能 

 设置NTP验证密钥 

 设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设置本地发送NTP消息的接口 

 设置NTP主时钟 

 设置对本地交换机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设置本地允许建立的sessions数目 

1.2.1  配置 NTP 工作模式 

根据交换机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结构，可设置本地交换机在 NTP 协议中的工作

模式。如下设置供参考： 

 设置远程服务器为本地时间服务器，此时本地交换机工作在 Client 模式； 

 设置远程服务器作为本地交换机的对等体，本地交换机运行在 Symmetric 

Active 模式； 

 设置本地交换机的一个接口发送 NTP 的广播消息包，此时本地交换机工作在

Broadcast 模式； 

 设置本地交换机的一个接口接收 NTP 的广播信息包，此时本地交换机工作在

广播客户模式； 

 设置本地交换机的一个接口发送 NTP 组播消息包，本地交换机运行在

Multicast 模式； 

 设置本地交换机的一个接口接收 NTP 组播消息包，本地交换机运行在组播客

户模式。 

NTP 配置包括： 

 配置 NTP 服务器模式 

 配置 NTP 对等体模式 

 配置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配置 NTP 广播客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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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配置 NTP 组播客户模式 

1. 配置 NTP 服务器模式 

设置以 ip-address 所指定的远程服务器作为本地时间服务器。ip-address 是一个主

机地址，不能为广播、组播地址或参考时钟的 IP 地址。本地交换机工作在 Client
模式，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只能是本地客户机同步到远程服务器，而远程服务器不

会同步到本地客户机。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配置 NTP 时间服务器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时间服务器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ip-address [ version number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riority ]*  

取消 NTP 服务器模式 undo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ip-address 

 

NTP 版本号 number 范围是 1～3，缺省值为 3；缺省情况不支持身份验证、不是优

先选择的服务器。 

2. 配置 NTP 对等体模式 

设置以 ip-address 所指定的远程服务器作为本地的对等体，本地运行在 Symmetric 
Active 模式。ip-address 是一个主机地址，不能为广播、组播地址或参考时钟的 IP
地址。如果两个主机相互配置为对等体，则本地交换机能同步到远程服务器，远程

服务器也能同步到本地服务器。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 NTP 对等体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对等体模式 
ntp-service unicast-peer ip-address [ version number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riority ]* 

取消 NTP 对等体模式 undo ntp-service unicast-peer ip-address 

 

NTP 版本号 number 范围是 1～3，缺省值为 3、缺省情况不支持身份验证、不是优

先选择的服务器。 

3. 配置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指定本地交换机上的一个接口来发送 NTP广播消息包，本地运行在 broadcast模式，

作为广播服务器周期性地发送广播消息到广播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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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配置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version number ]* 

取消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undo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缺省情况下，不配置广播服务、版本号 number 缺省为 3。 

此命令必须在欲发送 NTP 广播消息包的接口下配置。 

4. 配置 NTP 广播客户模式 

指定本地交换机上的某接口来接收 NTP 广播消息包，并运行在广播客户模式。本地

交换机首先侦听来自服务器的广播消息包，当接收到第一个广播消息包时，本地交

换机为了估计网络延迟先启用一个短暂的 client/server模式与远程服务器交换消息，

然后本地交换机就进入广播客户模式，继续侦听广播消息包的到来，根据到来的广

播消息包对本地时钟进行同步。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 NTP 广播客户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广播客户模式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取消 NTP 广播客户模式 undo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此命令必须在欲接收 NTP 广播消息包的接口下配置。 

5. 配置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指定本地交换机上的一个接口来发送 NTP 组播消息包，本地运行在 Multicast 模式，

作为组播服务器周期性地发送组播消息到组播客户端。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配置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 ip-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ttl ttl-number | version number ]*

取消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undo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 ip-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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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版本号 number 范围是 1～3，缺省值为 3；身份验证密钥 ID 号 keyid 范围 1～
4294967295；组播包的生存期 ttl-number 范围为 1～255；组播 IP 地址缺省为

224.0.1.1。对于 S9500 系列交换机，用户只能指定组播地址为 224.0.1.1。 

此命令必须在欲发送 NTP 组播消息包的接口下配置。 

6. 配置 NTP 组播客户模式 

指定本地交换机上的接口来接收 NTP 组播消息包，本地交换机运行在组播客户模

式。本地交换机首先侦听来自服务器的组播消息包，当接收到第一个组播消息包时，

本地交换机为了估计网络延迟先启用一个短暂的 client/server 模式与远程服务器交

换消息，然后本地交换机就进入组播客户模式，继续侦听组播消息包的到来，根据

到来的组播消息包对本地时钟进行同步。 

请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配置 NTP 组播客户模式 

操作 命令 

配置 NTP 组播客户模式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 ip-address ] 

取消配置 NTP 组播客户模式 undo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 ip-address ] 

 

组播 IP 地址 ip-address 缺省为 224.0.1.1；此命令必须在欲接收 NTP 组播消息包的

接口下配置。对于 S9500 系列交换机，用户只能指定组播地址为 224.0.1.1。 

1.2.2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功能 

启动 NTP 身份验证功能，设置 MD5 身份验证密钥，并指定可信密钥。Client 只会

同步到提供可信密钥的服务器，如果服务器提供的密钥不是可信的密钥，那么 Client
不会与其同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功能 

操作 命令 

启动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停止 NTP 身份验证功能 undo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1.2.3  设置 NTP 验证密钥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 NTP 验证密钥。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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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配置 NTP 验证密钥 

操作 命令 

设置 NTP 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number 
authentication-mode md5 value 

取消 NTP 验证密钥 undo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number 

 

密钥编号 number 范围为 1～4294967295；密钥值 value 为 1～16 个 ASCII 码字符。 

1.2.4  设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该配置任务用来指定密钥是可信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设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操作 命令 

指定密钥是可信的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number 

取消指定可信密钥 undo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number 

 

密钥编号 key-number 范围为 1～4294967295。 

1.2.5  设置本地发送 NTP 消息的接口 

指定本地发送所有 NTP 消息时，消息包中的源 IP 地址都用一个特定 IP 地址，该 IP
地址就是从所指定的接口上获取。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设置本地发送 NTP 消息的接口 

操作 命令 

设置本地发送 NTP 消息的接口 ntp-service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取消设置本地发送 NTP 消息的接口 undo ntp-service source-interface 

 

接口由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确定，消息包中的源 IP 地址从该接口获取，

如果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unicast-peer 中也指定了发送接

口，则以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unicast-peer 指定的为准。 

1.2.6  设置 NTP 主时钟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外部参考时钟或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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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设置外部参考时钟或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 

操作 命令 

设置外部参考时钟或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

钟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 ip-address ] 
[ stratum ] 

取消 NTP 主时钟设置 undo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 ip-address ] 

 

ip-address 是参考时钟 IP 地址 127.127.1.u，其中 u 的取值范围为 0～3；stratum
用来指定本地时钟所处的层数，范围为 1～15。 

缺省情况下，ip-address 缺省为 127.127.1.0、stratum 缺省为 8。 

1.2.7  设置对本地交换机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设置对本地交换机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这里提供了一种最小限度的安全措

施，更安全的方法是进行身份验证。当有一个访问请求时，按照最小访问限制到最

大访问限制依次匹配，以第一个匹配的为准，匹配顺序为 peer、server、server only、
query only。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命令的操作。 

表1-12 设置对本地交换机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操作 命令 

设置对本地交换机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ntp-service access { query | 
synchronization | server | peer } acl-number

取消设置对本地交换机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undo ntp-service access { query | 
synchronization | server | peer } 

 

IP 地址访问列表标号 acl-number 范围为 2000～2999。其它访问权限含义为： 

query：只允许对本地 NTP 服务进行控制查询。 

synchronization：只允许对本地 NTP 服务进行时间请求。 

server：可以对本地 NTP 服务进行时间请求和控制查询，但本地时钟不会同步到远

程服务器。 

peer：既可以对本地 NTP 服务进行时间请求和控 制查询，本地时钟又可以同步到

远程服务器。 

1.2.8  设置本地允许建立的 sessions 数目 

该配置任务用来设置本地允许建立的 sessions 的数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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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设置本地允许建立的 sessions 数目 

操作 命令 

设置本地允许建立的 sessions 数目 ntp-service max-dynamic-sessions 
number 

恢复本地允许建立的 sessions 数目为缺省值 undo ntp-service max-dynamic-sessions 

 

本地允许建立 sessions 的数目 number，范围 0～100，缺省值为 100。 

1.3  NTP 显示与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NTP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对 NTP 进行调试。 

表1-14 NTP 显示与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NTP 服务的状态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显示 NTP 服务维护的 sessions 状态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 verbose ] 

显示从本地设备回溯到参考时钟源的各个

NTP 时间服务器的简要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trace 

打开 NTP 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ntp-service { access | 
adjustment | authentication | event | filter | 
packet | parameter | refclock | selection | 
synchronization | validity | all } 

 

1.4  NTP 典型配置举例 

1.4.1  配置 NTP 服务器 

1. 组网需求 

H3C1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H3C2 以 H3C1 作为时间服务器，

将其设为 server 模式，自己为 client 模式。（说明：H3C1 是支持本地时钟作为主

时钟的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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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H3C 1

H3C 2

1.0.1.11

1.0.1.2 3.0.1.2

Vlan－ interface2:

1.0.1.12

Switch H3C 4

H3C 5

H3C 3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

Vlan－interf

Vlan－inter

ace2:

ace2:

face2:

 
图1-2 NTP 典型配置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交换机 H3C1： 

# 进入系统视图。 

<H3C1> system-view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 

[H3C1]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配置交换机 H3C2： 

# 进入系统视图。 

<H3C2> system-view 

# 设置 H3C1 为时间服务器。 

[H3C2]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1.0.1.11  

以上配置将 H3C2 向 H3C1 进行时间同步，同步前观察 H3C2 的状态为： 

[H3C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un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16 

 Reference clock ID: none 

 Nominal frequency: 60.0002 Hz 

 Actual frequency: 60.0002 Hz 

 Clock precision: 2^17 

 Clock offset: -9.8258 ms 

 Root delay: 27.10 ms 

 Root dispersion: 49.29 ms 

 Peer dispersion: 10.94 ms 

 Reference time: 19:21:32.287 UTC Oct 24 2004(C5267F3C.49A61E0C) 

同步后观测 H3C2 的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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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Reference clock ID: 1.0.1.11 

 Nominal frequency: 60.0002 Hz 

 Actual frequency: 60.0002 Hz 

 Clock precision: 2^17 

 Clock offset: -9.8258 ms 

 Root delay: 27.10 ms 

 Root dispersion: 49.29 ms 

 Peer dispersion: 10.94 ms 

 Reference time: 19:21:32.287 UTC Oct 24 2004(C5267F3C.49A61E0C) 

此时 H3C2 已经与 H3C1 同步，层数比 H3C1 大 1，为 3。 

观察 H3C2 的 sessions 情况，H3C2 与 H3C1 建立了连接。 

[H3C2]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345]1.0.1.11 LOCAL(0)  3    377   64   16   -0.4    0.0    0.9 

note: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1.4.2  配置 NTP 对等体举例 

1. 组网需求 

H3C3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H3C4 以 H3C3 作为时间服务器，

将其设为 server 模式，自己为 client 模式。同时，H3C5 将 H3C4 设为对等体。（说

明：H3C3 是支持本地时钟作为主时钟的交换机） 

2. 组网图 

H3C 0

3.0.1.31

3.0.1.32

3.0.1.33

H3C 1

H3C 2

1.0.1.11

1.0.1.2 3.0.1.2

Vlan－ interface2:

1.0.1.12

H3C 4

H3C 5

H3C 3
Vlan －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 －interface2:

 
图1-3 NTP 典型配置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H3C3 

#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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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3> system-view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 

[H3C3]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2) 配置交换机 H3C4 

# 进入系统视图。 

<H3C4> system-view 

# 设置 H3C3 为时间服务器，同步后层数为 3。  

[H3C4]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3.0.1.31 

# 设置 H3C5 为对等体。  

[H3C4] ntp-service unicast-peer 3.0.1.33 

(3) 配置交换机 H3C5(H3C4 已经向 H3C3 同步后） 

# 进入系统视图。 

<H3C5> system-view 

# 本地同步后，设置 H3C4 为对等体。 

[H3C5] ntp-service unicast-peer 3.0.1.32 

以上配置将 H3C4 和 H3C5 配置为对等体，H3C5 处于主动对等体模式，H3C4 处于

被动对等体模式，由于 H3C5 的层数为 1，而 H3C4 的层数为 3，所以 H3C4 向 H3C5
同步。 

同步后观测 H3C4 的状态为： 

[H3C4]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2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Nominal frequency: 60.0002 Hz 

 Actual frequency: 60.0002 Hz 

 Clock precision: 2^17 

 Clock offset: -9.8258 ms 

 Root delay: 27.10 ms 

 Root dispersion: 49.29 ms 

 Peer dispersion: 10.94 ms 

 Reference time: 19:21:32.287 UTC Oct 24 2004(C5267F3C.49A61E0C) 

此时 H3C4 已经与 H3C5 同步，层数比 H3C5 大 1，为 2。 

观察 H3C4 的 sessions 情况，H3C4 与 H3C5 建立了连接。 

[H3C4]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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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3.0.1.33 LOCAL(0)  2    377   64   16    0.0    0.0    0.9 

note: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1.4.3  配置 NTP 广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H3C3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并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向外发

送广播消息包，设置 H3C4 和 H3C1 分别从各自的接口 Vlan-interface2 监听广播消

息。（说明：H3C3 是支持本地时钟作为主时钟的交换机） 

2. 组网图 

H3C 0

3.0.1.31

3.0.1.32

3.0.1.33

H3C 1

H3C 2

1.0.1.11

1.0.1.2 3.0.1.2

Vlan－ interface2:

1.0.1.12

H3C 4

H3C 5

H3C 3
Vlan －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 －interface2:

 
图1-4 NTP 典型配置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交换机 H3C3： 

# 进入系统视图。 

<H3C3> system-view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 

[H3C3]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视图。 

[H3C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设置为广播服务器。 

[H3C3-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配置交换机 H3C4： 

# 进入系统视图。 

<H3C4>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视图。  

[H3C4]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H3C4-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配置交换机 H3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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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系统视图。 

<H3C1>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视图。 

[H3C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H3C1-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以上配置将 H3C4 和 H3C1 配置为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监听广播消息，而 H3C3
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发送广播消息包，由于 H3C1 与 H3C3 不在相同的网段，所

以接收不到 H3C3 发出的广播包，而 H3C4 接收到 H3C3 发出的广播包后与其同步。 

同步后观测 H3C4 的状态为： 

[H3C4]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reference clock ID: LOCAL(0) 

 nominal frequency: 100.0000 Hz 

 actual frequency: 100.0000 Hz 

 clock precision: 2^17 

 clock offset: 0.0000 ms 

 root delay: 0.00 ms 

 root dispersion: 10.94 ms 

 peer dispersion: 10.00 ms 

 reference time: 20:54:25.156 UTC Mar 7 2002(C0325201.2811A112) 

此时 H3C4 已经与 H3C3 同步，层数比 H3C3 大 1，为 3。 

观察 H3C4 的 sessions 情况，H3C4 与 H3C3 建立了连接。 

[H3C4]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 

 [1234]3.0.1.31      127.127.1.0        2     1   64    -    0.0   38.1    0.1 

note: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1.4.4  配置 NTP 组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H3C3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并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向外发

送组播消息包，设置 H3C4 和 H3C1 分别从各自的接口 Vlan-interface2 监听组播消

息。（说明：H3C3 是支持本地时钟作为主时钟的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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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H3C 0

3.0.1.31

3.0.1.32

3.0.1.33

H3C 1

H3C 2

1.0.1.11

1.0.1.2 3.0.1.2

Vlan－ interface2:

1.0.1.12

H3C 4

H3C 5

H3C 3
Vlan －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 －interface2:

 
图1-5 NTP 典型配置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交换机 H3C3： 

# 进入系统视图。 

<H3C3> system-view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 

[H3C3]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的视图。 

[H3C3]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设置为组播服务器。 

[H3C3-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配置交换机 H3C4： 

# 进入系统视图。 

<H3C4>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的视图。 

[H3C4]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设置为组播客户模式。  

[H3C4-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配置交换机 H3C1： 

# 进入系统视图。 

<H3C1> system-view 

# 进入接口 Vlan-interface2 的视图。 

[H3C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设置为组播客户模式。 

[H3C1-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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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将 H3C4 和 H3C1 配置为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监听组播消息，而 H3C3
从接口 Vlan-interface2 发送组播消息包，由于 H3C1 与 H3C3 不在相同的网段，所

以接口不到 H3C3 发出的组播包，而 H3C4 接收到 H3C3 发出的组播包后与其同步。 

1.4.5  配置带身份验证的 NTP 服务器模式 

1. 组网需求 

H3C1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H3C2 以 H3C1 作为时间服务器，

将其设为 Server 模式，自己为 Client 模式，同时加入身份验证。（说明：H3C1 是

支持本地时钟作为主时钟的交换机） 

2. 组网图 

H3C 0

3.0.1.31

3.0.1.32

3.0.1.33

H3C 1

H3C 2

1.0.1.11

1.0.1.2 3.0.1.2

Vlan－ interface2:

1.0.1.12

H3C 4

H3C 5

H3C 3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Vlan－interface2:

 
图1-6 NTP 典型配置的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交换机 H3C1 

# 进入系统视图。 

<H3C1> system-view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 NTP 主时钟，层数为 2。 

[H3C1]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2) 配置交换机 H3C2 

# 进入系统视图。 

<H3C2> system-view 

# 设置 H3C1 为时间服务器。 

[H3C2]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1.0.1.11  

# 启动身份验证。 

[H3C2]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 设置密钥。 

[H3C2]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authentication-mode md5 aNiceKey 

# 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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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2]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Qudiway2]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1.0.1.11 authentication-keyid 42 

(3) 以上配置将 H3C2 向 H3C1 进行时间同步，由于 H3C1 没有启动身份验证，所

以 H3C2 还是无法向 H3C1 同步。现在在 H3C1 增加以下配置 

# 启动身份验证。 

[H3C1]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 设置密钥。 

[H3C1]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authentication-mode md5 aNiceKey  

# 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H3C1]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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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RMON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RMON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RMON简介  

配置 RMON 配置RMON

显示配置后 RMON 的运行情况，并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RMON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RMON配置举例

 

1.1  RMON 简介 

RMON（Remote Monitoring，远程监测）是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定义的一种 MIB，是对 MIB II 标准最重要的增强。RMON 主要用于对一个网段乃至

整个网络中数据流量的监视，是目前应用相当广泛的网络管理标准之一。 

RMON 的实现完全基于 SNMP 体系结构（这是它的一个突出优点），它与现存的

SNMP 框架相兼容，不需对该协议进行任何修改。RMON 包括 NMS 和运行在各网

络设备上的 Agent 两部分。RMON Agent 在网络监视器或网络探测器上，跟踪统计

其端口所连接的网段上的各种流量信息（如某段时间内某网段上的报文总数，或发

往某台主机的正确报文总数等）。RMON 使 SNMP 更有效、更积极主动地监测远程

网络设备，为监控子网的运行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手段。RMON 能够减少网管站同代

理间的通讯流量，从而可以简便而有力地管理大型互连网络。 

RMON 允许有多个监控者，它可用两种方法收集数据： 

 一种方法利用专用的 RMON probe（探测仪）收集数据，NMS 直接从 RMON 

probe 获取管理信息并控制网络资源。这种方式可以获取 RMON MIB 的全部

信息； 

 第二种方法是将 RMON Agent 直接植入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HUB 等）

使它们成为带 RMON probe 功能的网络设施。RMON NMS 使用 SNMP 的基

本命令与 SNMP Agent 交换数据信息，收集网络管理信息，但这种方式受设备

资源限制，一般不能获取 RMON MIB 的所有数据，大多数只收集四个组的信

息。这四个组是：报警信息、事件信息、历史信息和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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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以第二种方法实现 RMON。通过运行在网络监视器上的支持

RMON 的 SNMP Agent，网管站可以获得与被管网络设备端口相连的网段上的整体

流量、错误统计和性能统计等信息，进而实现对网络（往往是远程的）的管理。 

1.2  配置 RMON 

  说明： 

在配置 RMON 功能之前，必须保证 SNMP agent 已经正确配置。SNMP agent 的配

置请参见“8-9 SNMP 配置”。 

 

RMON 配置包括： 

 添加/删除事件表的一个表项 

 添加/删除告警表的一个表项 

 添加/删除扩展RMON告警表的一个表项 

 添加/删除历史控制表的一个表项 

 添加/删除统计表的一个表项 

1.2.1  添加/删除事件表的一个表项 

本配置用来定义事件号及事件的处理方式。事件有如下几种处理方式： 

 将事件记录在日志表中 

 向网管站发 Trap 消息 

 将事件记录在日志表中并向网管站发 Trap 消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在事件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操作 命令 

在事件表中添加一个表项 
rmon event event-entry [ description string ] { log | trap 
trap-community | log-trap log-trapcommunity | none } 
[ owner text ] 

在事件表中删除一个表项 undo rmon event event-entry 

 

1.2.2  添加/删除告警表的一个表项 

RMON 告警管理可对指定的告警变量（如端口的统计数据）进行监视，当被监视数

据的值超过定义的阈值时会产生告警事件，然后按照事件的定义进行相应的处理。

事件的定义在事件管理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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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添加告警表项之前，需要通过 rmon event 命令定义好告警表项中引用的事件。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在告警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操作 命令 

在告警表中添加一个表项 

rmon alarm entry-number alarm-variable sampling-time 
{ delta | absolute } ris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1 
event-entry1 fall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2 event-entry2 
[ owner text ] 

在告警表中删除一个表项 undo rmon alarm entry-number 

 

用户定义了告警表项后，系统对告警表项的处理如下： 

(1) 对所定义的告警变量 alarm-variable 按照定义的时间间隔 sampling-time 进行

采样 

(2) 将采样值和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按照下表执行相应的处理过程 

表1-3 告警表项的处理过程 

实际情况 处理过程 

采样值大于等于设定的上限 threshold-value1 触发所定义的事件 event-entry1 

采样值小于等于设定的下限 threshold-value2 触发所定义的事件 event-entry2 

 

1.2.3  添加/删除扩展 RMON 告警表的一个表项 

该命令用来在扩展 RMON 告警表中添加/删除一行表项。扩展告警表项可以对告警

变量的采样值进行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和设置的阈值比较，实现更为丰富的告警

功能。 

  说明： 

 在添加扩展告警表项之前，需要通过 rmon event 命令定义好扩展告警表项中引

用的事件。 
 用户最多可以定义 50 个 prialarm 表项。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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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在扩展 RMON 告警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操作 命令 

在扩展 RMON 告警表中添加一个表项 

rmon prialarm entry-number prialarm-formula 
prialarm-des sampling-timer { delta | absolute | 
changeratio } ris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1 
event-entry1 fall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2 
event-entry2 entrytype { forever | cycle 
cycle-period } [ owner text ] 

在扩展 RMON 告警表中删除一个表项 undo rmon prialarm entry-number 

 

用户定义了扩展告警表项后，系统对扩展告警表项的处理如下： 

(1) 对定义的扩展告警公式 prialarm-formula 中的告警变量按照定义的时间间隔

sampling-timer 进行采样 

(2) 将采样值按照定义的运算公式 prialarm-formula 进行计算 

(3) 将计算结果和和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按照下表执行相应的处理过程 

表1-5 扩展告警表项的处理过程 

实际情况 处理过程 

计算值大于等于设定的上限 threshold-value1 触发所定义的事件 event-entry1 

计算值小于等于设定的下限 threshold-value2 触发所定义的事件 event-entry2 

 

1.2.4  添加/删除历史控制表的一个表项 

利用历史数据管理功能，可以对设备进行设置，设置的任务包括：采集历史数据、

定期采集并保存指定端口的数据。抽样信息包括利用率、错误数和总包数等。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在历史控制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在历史控制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操作 命令 

在历史控制表中添加一行 rmon history entry-number buckets number interval 
sampling-interval [ owner text-string ] 

在历史控制表中删除一行 undo rmon history entry-number 

 

历史控制表项统计的是采样时间间隔内的各种数据的统计值。用户可以通过 display 
rmon history 命令来显示历史控制表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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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添加/删除统计表的一个表项 

利用 RMON 统计管理功能，可以监视端口的使用情况、统计端口使用中发生的错误。

统计信息包括冲突、循环冗余校验和队列、过小（或超大）的数据包、超时传送、

碎片、广播、多播、单播消息以及带宽使用效率等。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在统计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请在以太网端口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7 在统计表中添加/删除一个表项 

操作 命令 

在统计表中添加一行 rmon statistics entry-number [ owner text-string ] 

在统计表中删除一行 undo rmon statistics entry-number 

 

统计表项统计的是从该事件定义的时间开始的一个累计的信息。用户可以通过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命令来显示统计表项的信息。 

1.3  RMON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MON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8 RMON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RMON 统计消息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 port-num ] 

显示 RMON 历史信息 display rmon history [ port-num ] 

显示 RMON 告警信息 display rmon alarm [ alarm-table-entry ] 

显示扩展 RMON 告警信息 display rmon prialarm [ prialarm-table-entry ] 

显示 RMON 事件 display rmon event [ event-table-entry ] 

显示 RMON 事件日志 display rmon eventlog [ event-number ] 

 

1.4  RMON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 RMON 以太网统计表中设定一个表项，进行以太网端口性能统计，以便网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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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配置 RMO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RMON。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interface Ethernet 3/1/1  

[H3C-Ethernet3/1/1] rmon statistics 1 owner test-rmon 

# 在用户视图下查看 RMON 配置。 

<H3C>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ethernet 3/1/1 

Statistics entry 1 owned by test-rmon is VALID. 

  Interface : Ethernet3/1/1<ifIndex.201326602> 

  etherStatsOctets         : 0         , etherStatsPkts          : 0 

  etherStatsBroadcastPkts  : 0         , etherStatsMulticastPkts : 0 

  etherStatsUndersizePkts  : 0         , etherStatsOversizePkts  : 0 

  etherStatsFragments      : 0         , etherStatsJabbers       : 0 

  etherStatsCRCAlignErrors : 0         , etherStatsCollisions    : 0 

  etherStatsDropEvent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0 

  Packets received according to length (etherStatsPktsXXXtoYYYOctets): 

  64     : 0         ,  65-127  : 0         ,  128-255  : 0 

  256-511: 0         ,  512-1023: 0         ,  1024-max : 0 

# 配置 alarm 和 prialarm 之前先配置一个 event。 

[H3C]rmon event 1 log  owner test-rmon 

[H3C]display rmon event 1 

Event table 1 owned by test-rmon is VALID. 

  Description: null. 

  Will cause log when triggered, last triggered at 1days 01h:42m:09s. 

# 配置告警组。 

[H3C]rmon alarm 1 1.3.6.1.2.1.16.1.1.1.4.1 10 delta rising_threshold 1000 1 

falling_threshold 100 1 owner test-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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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dis rmon alarm 1 

Alarm table 1 owned by test-rmon is VALID. 

  Samples type          : delta 

  Variable formula      : 1.3.6.1.2.1.16.1.1.1.4.1<etherStatsOctets.1> 

  Description           : Ethernet2/1/1 

  Sampling interval     : 10(sec) 

  Rising threshold      : 1000(linked with event 1) 

  Falling threshold     : 100(linked with event 1) 

  When startup enables  : risingOrFallingAlarm 

  Latest value          : 0    

# 配置扩展告警组。 

[H3C]rmon prialarm 1 ((.1.3.6.1.4.1.2011.6.1.2.1.1.2.0-.1.3.6.1.4.1.2011. 

6.1.2.1.1.3.0)*100/.1.3.6.1.4.1.2011.6.1.2.1.1.2.0) prialarm1 10 delta risi 

ng_threshold 70 1 falling_threshold 50 1 entrytype forever   

[H3C]display rmon prialarm 1 

Prialarm table 1 owned by null is VALID. 

  Samples type          : delta 

  Variable formula     : 

((.1.3.6.1.4.1.2011.6.1.2.1.1.2.0-.1.3.6.1.4.1.2011.6.1.2.1.1. 

3.0)*100/.1.3.6.1.4.1.2011.6.1.2.1.1.2.0) 

  Description           : prialarm1 

  Sampling interval     : 10(sec) 

  Rising threshold      : 70(linked with event 1) 

  Falling threshold     : 50(linked with event 1) 

  When startup enables  : risingOrFallingAlarm 

  This entry will exist : forever. 

  Latest value          : 0    

注意：加黑字体部分的”0”代表查询的是 0 号槽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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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SNMP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SNM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SNMP协议简介  

了解 SNM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SNMP配置

显示配置后 SNMP 的运行情况并查看显示信

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SNMP显示和调试

配置举例 SNMP配置举例

 

1.1  SNMP 协议简介 

1.1.1  概述 

目前网络中用得最广泛的网络管理协议是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是被广泛接受并投入使用的工业标准，用

于保证管理信息在任意两点间传送，便于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上的任何节点检索信息、

修改信息、寻找故障、完成故障诊断、进行容量规划和生成报告。SNMP 采用轮询

机制，只提供最基本的功能集，特别适合在小型、快速和低价格的环境中使用。SNMP
的实现基于无连接的传输层协议 UDP，得到众多产品的支持。 

SNMP 分为 NMS 和 Agent 两部分，NMS（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网络管

理工作站），是运行客户端程序的工作站，目前常用的网管平台有 Sun NetManager
和 IBM NetView；Agent 是运行在网络设备上的服务器端软件。NMS 可以向 Agent
发出 GetRequest、GetNextRequest 和 SetRequest 报文，Agent 接收到 NMS 的请

求报文后，根据报文类型进行 Read 或 Write 操作，生成 Response 报文，并将报文

返回给 NMS。Agent 在设备发生重新启动等异常情况时，也会主动向 NMS 发送 Trap
报文，向 NMS 汇报所发生的事件。 

1.1.2  SNMP 版本及支持的 MIB 

为了在 SNMP 报文中唯一标识设备中的管理变量，SNMP 用层次结构命名方案来识

别管理对象。用层次结构命名的管理对象的集合就象一棵树，树的节点表示管理对

象，如下图所示。管理对象可以用从根开始的一条路径唯一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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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MIB 树结构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的作用就是用来描述树的层次结构，它是所

监控网络设备的标准变量定义的集合。在上图中，管理对象 B 可以用一串数字

{1.2.1.1}唯一确定，这串数字是管理对象的 Object Identifier（客体标识符）。 

交换机中的 SNMP Agent 支持 SNMP V1、V2C 和 V3，支持的常见 MIB 如下表所

示。 

表1-1 交换机支持的常见 MIB 

MIB 属性 MIB 内容 参见资料 

基于 TCP/IP 网络设备的 MIB II 参见 RFC1213 

参见 RFC1493 
BRIDGE MIB 

参见 RFC2675 

RIP MIB 参见 RFC1724 

RMON MIB 参见 RFC2819 

以太网 MIB 参见 RFC2665 

OSPF MIB 参见 RFC1253 

公有 MIB 

IF MIB 参见 RFC1573 

DHCP MIB - 

QACL MIB - 

ADBM MIB - 

RSTP MIB - 

VLAN MIB - 

设备管理 - 

私有 MIB 

接口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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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NMP 配置 

SNMP 的主要配置包括： 

 设置团体名 

 设置系统信息 

 允许发送Trap 

 设置Trap目标主机的地址 

 设置Trap报文的保存时间 

 设置本地设备的引擎ID 

 设置一个SNMP的组 

 指定发送Trap的源地址 

 为SNMP组添加一个新用户 

 创建或更新视图信息 

 设置Agent接收/发送的SNMP消息包的大小 

 禁止SNMP Agent运行 

1.2.1  设置团体名 

SNMPV1、SNMPV2C 采用团体名认证。SNMP 团体（Community）用一个字符串

来命名，称为团体名（Community Name）。SNMP 团体名用来定义 SNMP manager
和SNMP agent的关系。团体名起到了类似于密码的作用，可以限制SNMP manager
访问交换机上的 SNMP agent。用户可以选择指定以下一个或者多个与团体名相关

的特性： 

 定义团体（community）可以访问的所有 MIB 对象的子集的 MIB 视图； 

 团体可以访问的 MIB 对象的读写（read-write）或者只读（read-only）权限，

具有只读权限的团体只能对设备信息进行查询，而具有读写权限的团体还可以

对设备进行配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设置团体名 

操作 命令 

设置团体名及访问权限 snmp-agent community { read | write } 
community-name [ mib-view view-name ] [ acl acl-list ]

取消团体名及访问权限 undo snmp-agent community communit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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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设置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包括管理员的标识及联系方法、交换机的位置信息和 SNMP 的版本信息。 

管理员的标识及联系方法是描述系统维护联系信息的字符串，设备维护人员可以利

用维护信息了解该设备的生产厂商等信息，如果设备发生故障，设备维护人员可以

利用系统维护联系信息，及时与设备生产厂商取得联系。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

置系统维护联系信息。 

交换机的位置信息是 MIB 中 system 组的一个管理变量，用于表示被管理设备的位

置。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设置系统信息 

操作 命令 

设置系统信息 snmp-agent sys-info { contact sysContact | location 
sysLocation | version { { v1 | v2c | v3 }* | all } } 

恢复系统信息 undo snmp-agent sys-info { { contact | location }* | 
version { { v1 | v2c | v3 }* | all } } 

 

缺省情况下，系统维护联系信息为“Hangzhou H3C Technologies Co., Ltd.”；物

理位置信息为“Hangzhou,China”；版本为 SNMPv1、SNMPv2c、SNMPv3。 

1.2.3  允许发送 Trap  

Trap 是被管理设备主动向 NMS 发送的不经请求的信息，用于报告一些紧急的重要

事件（如被管理设备重新启动等）。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允许或禁止被管理设备发送 Trap 信息。 

请在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允许或禁止发送 Trap 

操作 命令 

允许设备发送 Trap（系统视图） 

snmp-agent trap enable [ bgp 
[ backwardtransition | established ]* | 
configuration | flash | ospf [ process-id ] 
[ ospf-trap-list ] | ldp | lsp | standard [ authentication 
| coldstart | linkdown | linkup | warmstart ]* | 
system | vrrp [ authfailure | newmaster ] ] 

禁止设备发送 Trap（系统视图） 

undo snmp-agent trap enable [ bgp 
[ backwardtransition | established ]* | 
configuration | flash | ospf [ process-id ] 
[ ospf-trap-list ] | ldp | lsp | standard [ authentication 
| coldstart | linkdown | linkup | warmstart ]* | 
system | vrrp [ authfailure | newmast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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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允许交换机的端口发送 SNMP trap
（以太网端口视图/VLAN 接口视图）

enable snmp trap updown 

禁止交换机的端口发送 SNMP trap
（以太网端口视图/VLAN 接口视图）

undo enable snmp trap updown 

 

缺省情况下，允许当前端口或者 VLAN 接口发送 Trap 信息。 

1.2.4  设置 Trap 目标主机的地址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或删除发送 Trap 信息的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5 设置 Trap 目标主机的地址 

操作 命令 

设置 Trap 目标主机地址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host-addr [ udp-port udp-port-number ] params 
securityname securityname [ v1 | v2c | v3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删除 Trap 目标主机地址 undo snmp-agent target-host host-addr securityname 
securityname 

 

1.2.5  设置 Trap 报文的保存时间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Trap 报文的保存时间。超过该时间的 Trap 报文都将被

丢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设置 Trap 报文的保存时间 

操作 命令 

设置 Trap 报文的保存时间 snmp-agent trap life seconds  

恢复 Trap 报文保存时间的缺省值 undo snmp-agent trap life 

 

缺省情况下，Trap 报文保存时间为 120 秒。 

1.2.6  设置本地设备的引擎 ID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本地设备的引擎 ID。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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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设置本地设备的引擎 ID 

操作 命令 

设置设备的引擎 ID snmp-agent local-engineid engineid 

设置设备的引擎 ID 为缺省值 undo snmp-agent local-engineid 

 

引擎 ID 可以是 IP 地址、MAC 地址或自己定义的文本，缺省为公司的企业号+设备

信息。 

1.2.7  设置一个 SNMP 的组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或删除 SNMP 的一个组。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8 设置或删除一个 SNMP 组 

操作 命令 

设置一个 SNMP 组 

snmp-agent group { v1 | v2c } group-name [ read-view read-view ] 
[ write-view write-view ] [ notify-view notify-view ] [ acl acl-list ] 
snmp-agent group v3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read-view read-view ] [ write-view write-view ] [ notify-view 
notify-view ] [ acl acl-list ] 

删除一个 SNMP 组 
undo snmp-agent group { v1 | v2c } group-name  
undo snmp-agent group v3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1.2.8  指定发送 Trap 的源地址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定或取消发送 Trap 的源地址。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设定发送 Trap 的源地址 

操作 命令 

指定发送 Trap 的源地址 snmp-agent trap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取消发送 Trap 的源地址 undo snmp-agent trap source 

 

1.2.9  为 SNMP 组添加一个新用户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为 SNMP 组添加或删除一个用户。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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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SNMP 组添加或删除一个用户 

操作 命令 

为 SNMP 组添加一个新用户

snmp-agent usm-user { v1 | v2c } username groupname 
[ acl acl-list ]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ha } authpassstring 
[ privacy-mode { des56 privpassstring } ] ] [ acl acl-list ] 

删除 SNMP 组的一个用户 

undo snmp-agent usm-user { v1 | v2c } username 
groupname 
undo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groupname 
｛ local | engineid engine-id } 

 

用户在为某个代理配置远端用户时，要先配置 SNMP engineID（引擎 ID）。在进行

验证时，需要用到 engineID。如果在添加用户前没有配置 engineID，则该添加用户

的操作将无效。 

本操作对于 SNMP V1、V2c 来说是添加一个新的团体名，对 SNMP V3 来说是为一

个 SNMP 的组添加一个新用户。 

1.2.10  创建或更新视图信息 

用户可以为团体指定视图，以限制 SNMP manager 可以访问的 MIB 对象。用户可

以使用预先定义的视图，也可以自己生成视图。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创建、更新视

图的信息或删除视图。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1 创建、更新视图信息或删除视图 

操作 命令 

创建或更新视图信息 snmp-agent mib-view { included | excluded } view-name oid-tree 

删除视图 undo snmp-agent mib-view view-name 

 

1.2.11  设置 Agent 接收/发送的 SNMP 消息包的大小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Agent 能接收/发送的 SNMP 消息包的大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2 设置 Agent 能接收/发送的 SNMP 消息包的大小  

操作 命令 

设置 Agent 能接收/发送的 SNMP 消息包的大小 snmp-agent packet max-size byte-count

恢复 SNMP 消息包的大小的缺省值 undo snmp-agent packet max-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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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能接收/发送的 SNMP 消息包大小的取值范围为 484～17940，单位为字节，

缺省值为 2000 字节。 

1.2.12  禁止 SNMP Agent 运行 

要禁止 SNMP Agent 的运行，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13 禁止 SNMP Agent 运行 

操作 命令 

禁止 SNMP Agent 运行 undo snmp-agent 

 

禁止 SNMP Agent 运行以后，用户配置任何一条 snmp-agent 命令，都将重新启动

SNMP Agent。 

1.3  SNMP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NMP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4 SNMP 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SNMP 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statistics 

显示当前设备的引擎 ID display snmp-agent local-engineid 

显示交换机上的组名、安全模式、各

种视图的状态以及各组存储方式 display snmp-agent group [ group-name ] 

显示组用户名表中的SNMP用户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usm-user [ engineid engineid | 
group groupname | username username ]* 

显示当前配置的团体名 display snmp-agent community [ read | write ] 

显示当前配置的 MIB 视图 display snmp-agent mib-view [ exclude | include | 
viewname mib-view ] 

显示系统联络字符串、位置字符串和

SNMP 版本 
display snmp-agent sys-info [ contact | location | 
version ]* 

 

1.4  SNMP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网管工作站（NMS）与交换机通过以太网相连，网管工作站 IP 地址为

129.102.149.23，交换机的 VLAN 接口 IP 地址为 129.102.0.1。在交换机上进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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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配置：设置团体名和访问权限、管理员标识、联系方法以及交换机的位置信息、

允许交换机发送 Trap 消息。 

2. 组网图 

 
图1-2 SNMP 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设置团体、群组和用户。 

[H3C]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all 

[H3C]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public 

[H3C] snmp-agent mib include internet 1.3.6.1 

[H3C] snmp-agent group v3 managev3group write internet 

[H3C] snmp-agent usm v3 managev3user managev3group  

# 设置网管使用的 VLAN 接口为 VLAN 2 接口，将用于网管的端口 Ethernet2/1/3 加

入到 VLAN2 中，配置 VLAN2 的接口 IP 地址 129.102.0.1。 

[H3C] vlan 2 

[H3C-vlan2] port ethernet 2/1/3 

[H3C-vlan2] interface vlan 2  

[H3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29.102.0.1 255.255.0.0 

# 允许向网管工作站（NMS）129.102.149.23发送Trap报文，使用的团体名为public。 

[H3C] snmp-agent trap enable standard authentication 

[H3C] snmp-agent trap enable standard coldstart 

[H3C] snmp-agent trap enable standard linkup 

[H3C] snmp-agent trap enable standard linkdown 

[H3C]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29.102.149.23 udp-port 

5000 params securityname public  

# 配置 NMS 

网管所在的 PC 机需要进行登录设置。对于 Mib-Browser，登陆设置为：SNMPV1、
V2 使用缺省的团体名 public 登录，SNMPV3 使用用户 managev3user 登陆。 

交换机支持 iManager Quidview 网管系统。用户可利用网管系统完成对交换机的查

询和配置操作，具体情况请参考网管产品的配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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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出接口报文统计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出接口报文统计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出接口报文统计简介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器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器

 

1.1  出接口报文统计简介 

一块单板最多提供八组寄存器用于监测单板的出接口报文统计，监控的对象有端口、

VLAN、端口+VLAN、单板。除了这四种监控对象外，单板还可以监控一个 TC（Traffic 
Class，流分类）或者一个 DP（Drop Precedence，丢弃优先级）。在监控单板时

还可以监控全部 TC 和全部 DP。出接口报文的统计项有单播报文数、多播报文数、

广播报文数、桥过滤报文数和拥塞丢弃报文数。报文统计只统计报文数，不统计字

节数。 

  说明： 

一块单板最多提供八组寄存器 Counter0、Counter1……Counter7 ，每组都是独立

的。 

 

1.2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器 

表1-1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器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

器的监控对象 

set egress { counter0 | 
counter1 | counter2 | counter3 | 
counter4 | counter5 | counter6 | 
counter7 } slot slot-num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lan vlan-id ] 
[ tc traffic-class ] [ dp 
drop-precedence ] 

必选 

单板默认出接口报文统计寄

存器监控对象为所有端口，

所有 VLAN，所有 TC，所有
DP 

缺省情况下，单板不进行出

端口报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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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查询寄存器信息 

display egress { counter0 | 
counter1 | counter2 | counter3 | 
counter4 | counter5 | counter6 | 
counter7 } slot slot-num  [ clear ]

display 命令可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要注意的是： 

 在 D 类单板上配置出接口报文统计寄存器的监控对象时，监控对象不能为端口。 

 对于WAN类型的单板，该命令不支持对ATM子接口等非以太网端口进行统计；

同时对 E1/T1 端口，既不支持对端口进行统计，也不支持对 VLAN 进行统计。 

 对于 XP4、TGX1 等非线速 10GE 单板以及 GE 的 RPR 单板上的 RPR 逻辑端

口，该命令不支持按端口进行统计。 

 该命令不支持对 POS 端口、RPR 物理端口进行统计。 

 配置成功后，需要将该组寄存器计数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当监控的对象为端口时，可以通过命令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include 

egress 命令来查看端口下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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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设备管理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设备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设备管理简介

了解设备管理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设备管理

显示配置后设备管理的运行情况、清除设备

管理的统计信息等 设备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设备管理的配置举例 利用设备管理命令实现远程升级交换机配置举例

 

1.1  设备管理简介 

交换机的设备管理功能能够向用户显示单板当前工作状态信息和事件调试信息，实

现对物理设备的状态和通讯进行维护和管理，并可提供重启命令实现系统的重新启

动，在系统某些功能出现故障时可以使用该命令实现系统重启。 

1.2  配置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的配置任务主要是对交换机的单板状态、CPU、内存使用状态进行显示。 

设备管理的配置任务包括： 

 复位交换机 

 配置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 

 指定交换机的启动程序 

 升级BootROM 

 设置单板上的温度告警阈值 

 升级业务处理板 

1.2.1  复位交换机 

当交换机出现故障需要重启的时候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来复位。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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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复位交换机 

操作 命令 

复位交换机 reboot [ slot slot-no ] 

 

1.2.2  配置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 

配置了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后，交换机会按照用户指定的时间重新启动。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配置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 

操作 命令 

配置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指定确切的时间重

启交换机 schedule reboot at hh:mm [ yyyy/mm/dd ] 

配置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指定延迟一定时间

后重启交换机 schedule reboot delay { hhh:mm | mmm } 

取消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 undo schedule reboot 

显示交换机定时重启功能的配置 display schedule reboot 

 

  说明： 

 重启定时器的精度为 1 分钟，设置定时重启时会提示一个大致的等待重启时间，

设备将在该时间后的一分钟内重启。 
 如果设备准备重启时，用户正在进行文件操作，出于安全考虑，将会取消此次重

启操作。 

 

1.2.3  指定交换机的启动程序 

用户可以为交换机的主用和备用主控板分别指定两个启动程序：一个作为主用程序，

一个作为备用程序。可以通过命令来指定交换机的启动程序。  

表1-3 指定交换机的启动程序 

配置步骤 命令 说明 

指定交换机的启动程序 boot boot-loader { primary | backup } 
file-url  [ slot slot-number ]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该

命令 

 

如果交换机无法通过指定的启动程序成功启动，则会从 Flash 或者 CF 卡中选择一

个应用程序启动。如果仍然无法正常启动，则交换机启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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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引导标志 BootDev 的不同取值，交换机从 Flash 或者 CF 卡中选择一个应用程

序作为启动程序，详情如下： 

 主启动程序有两个，一个是在 Flash 中，假设是 A，另一个在 CF 卡中,假设是

B； 

 备用启动程序也有两个，一个是在 Flash 中，假设是 C，另一个在 CF 卡中，

假设是 D； 

 一个引导标志 BootDev。 

用户可以在 bootrom 中查看或修改启动程序名称以及启动设备标志 BootDev。 

交换机从Flash或者CF卡中选择启动程序的详细规则如下表 1-4所示。 

表1-4 交换机选择启动程序的优先顺序列表 

主用程序启动引导标志取值 备用程序启动引导标志取值 交换机选择启动程序的优先顺序

0 0 A、C、B、D 

0 1 A、D、B、C 

1 1 B、D、A、C 

1 0 B、C、A、D 

 

  说明：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主备倒换，它的主控板和备用板上都有程序系统。这两个

单板的程序用户都可以进行操作。用户在指定备用板下次启动采用的 APP 时，

程序的 URL 形式必须以"slot[No.]#[flash: | cf:]/"开头，[No.]是备用板板号，[flash: 
| cf:]是设备名，可以选择 flash 或 CF 卡。例如，如果备用板号为 1，备用板上 flash
根路径下的 9500.app 程序的 URL 是“slot1#flash:/9500.app”。 

 用户启动文件只能在 CF 卡或者 Flash 的根目录下设置才能成功。 

 

1.2.4  升级 BootROM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用户可以使用 Flash Memory 中的 BootROM 程序升级交换机上

的 BootROM 版本。本配置任务给远程升级带来方便。用户可以在远端利用 FTP 上

传 BootROM 程序到交换机，然后使用本命令升级 BootROM。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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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升级 BootROM 

操作 命令 

升级 BootROM boot bootrom file-url slot slot-num-list 

 

  说明： 

 在升级 BootRom 过程中不可对交换机或者所升级单板进行断电或者重启。 
 小包文件升级时，boot bootrom 命令主控板（包括主用板和备用板）只能使用

本板上的文件进行升级。 
 boot bootrom 命令不允许同时升级主控板和接口板 BootRom 版本。 

 

1.2.5  设置单板上的温度告警阈值 

当单板的温度超出一定范围时，交换机系统可以发出告警信号。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6 设置单板上的温度告警阈值 

操作 命令 

设置单板上的温度告警阈值 temperature-limit slot-no down-value up-value 

恢复单板上的温度告警阈值为缺省值 undo temperature-limit slot-no 

 

1.2.6  升级业务处理板 

S9500 系列交换机主控板的 Flash 空间有限（只有 16M），而目前的主机软件（包

括业务处理板的主机程序）已达到 15M 以上。如果不加配 CF 卡，系统当前的 Flash
将无法提供足够空间存放加载文件。因此对于此类 S9500 交换机（有 16M Flash 的

主控板），业务处理板的升级无法使用原有流程，必须通过以下命令将包含业务处

理板主机程序的 APP 文件下载到内存（SDRAM）中进行升级。 

  说明： 

如果用户使用 CF 卡或者后续主控板的 Flash 空间扩大为 64M，则单板升级方法不

变，只需在加载时选择包括业务处理板主机程序的 APP 文件，便能同时升级普通接

口板和业务处理板。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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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升级业务处理板 

操作 命令 

下载业务处理板主机软件至系统内存
update l3plus slot slot-no filename file-name 
ftpserver server-name user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 port port-num ] 

 

  注意： 

 用 update l3plus 命令升级业务处理板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包含 L3PLUS 业务处

理板加载程序的交换机主机 APP 文件。 
 用 update l3plus 命令下载的 L3PLUS 升级文件不能大于 24M。 

 

1.3  设备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设备管理的运

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8 设备管理的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下次启动采用的 APP display boot-loader 

显示交换机各单板的模块类型及工作状态 display  device [ detail | [ shelf shelf-no ] 
[ frame frame-no ] [ slot slot-no ] ] 

显示交换机内置风扇的工作状态 display fan [ fan-id ] 

显示交换机的 CPU 使用状态 display cpu [slot slot-no ] 

显示交换机的电源状态 display power [ power-id ] 

显示交换机的内存使用状态 display memory [ slot slot-no ] 

 

1.4  利用设备管理命令实现远程升级交换机配置举例 

1.4.1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 实现远程升级配置举例（以 9505 为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到 9505 交换机上，从 FTP Server 上下载交换机的应用程

序到交换机的 Flash，通过命令行实现交换机的远程升级。 

交换机作为 FTP Client，远端的 PC 作为 FTP Server，在 FTP Server 上作了如下

配置：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 PC 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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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目录的读写权限。交换机上的一个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PC 的 IP
地址为 2.2.2.2，交换机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 

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和 boot.app 保存在 PC 上。交换机通过 FTP 从远端

的 FTP Server 上下载 switch.app 和 boot.app。 

2. 组网图 

Switch PC

Internet

 
图1-1 FTP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在 PC 上配置 FTP Server 的相关参数：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

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 PC 机上 Switch 目录的读写权限。此处不详细说

明 

 交换机上的配置 

# 交换机上已经配置了 telnet 用户的用户名为 user，级别为 3 级用户，口令为 hello，
验证方式为需要进行用户名和口令的验证。 

# 用户在 PC 上执行 telnet 命令登录到交换机上。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 Flash Memory 空间不够大，请删除 Flash 中原有的应用程序然后再

下载新的应用程序到交换机的 Flash 中。 

 

# 在用户视图下输入命令进行FTP连接，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FTP Server。 

<H3C> ftp 2.2.2.2  

Trying ...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220 WFTPD 2.0 service (by Texas Imperial Software) ready for new user            

User(none):switch                                                               

331 Give me your password, please                                                

Password:*****                                                              

230 Logged in successfully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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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get 命令将 FTP Server 上的文件 switch.app 和 boot.app 下载到交换机的

Flash。 

[ftp] get switch.app 

[ftp] get boot.app 

# 执行 quit 命令中断 FTP 连接，退回到用户视图下。 

[ftp] quit 

<H3C> 

# 升级主控板 0 的 BOOTROM。 

<H3C> boot bootrom boot.app slot 0 

# 指定下载的程序为下次启动时的应用程序，然后重启交换机，实现交换机应用程

序的升级。 

<H3C>boot boot-loader primary flash:/switch.app slot 0 

<H3C>disp boot-loader 

 The primary app to boot of board 0 at the next time is: flash:/switch.app  

 The backup app to boot of board 0 at the next  time is: flash:/switch.app 

 The app to boot of board 0 at this time is: flash:/switch.app 

<H3C> 

1.4.2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 实现远程升级配置举例（以 9505 为例） 

1. 组网需求 

9505 交换机作为 FTP Server，远端的 PC 作为 FTP Client。在 FTP Server 上作了

如下配置：配置了一个 FTP 用户名为 switch，密码为 hello，对该用户授权了交换

机上 Flash 根目录的读写权限。交换机上的一个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为 1.1.1.1，
PC 的 IP 地址为 2.2.2.2，交换机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 

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保存在 PC 上。PC 通过 FTP 向远端的交换机上传

switch.app，同时将交换机的配置文件 vrpcfg.txt 下载到 PC 实现配置文件的备份。 

2. 组网图 

Switch PC

Internet

 
图1-2 FTP 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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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交换机上的配置 

# 用户登录到交换机上。（用户可以在本地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交换机上，也可

以通过 telnet 远程登录到交换机上。各种登录方式请参见“登录交换机&用户界面配

置操作”的描述。） 

<H3C> 

# 在交换机上开启 FTP 服务，设置好用户名、密码和路径。 

[H3C] ftp server enable 

[H3C] local-user switch 

[H3C-luser-switch] service-type ftp ftp-directory flash:  

[H3C-luser-switch] password simple hello 

(2) 在 PC 上运行 FTP Client 程序，同交换机建立 FTP 连接，同时通过上载操作

把交换机的应用程序 switch.app 上载到交换机的 Flash 根目录下，同时从交换

机上下载配置文件 vrpcfg.txt。FTP Client 应用程序由用户自己购买、安装，

H3C 系列交换机不附带此软件 

  注意： 

如果交换机的 Flash Memory 空间不够大，请删除 Flash 中原有的应用程序然后再

上载新的应用程序到交换机 Flash 中。 

 

(3) 在上载完毕后，用户在交换机上进行升级操作 
<H3C> 

#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 boot boot-loader 来指定下载的程序为下次启动时的应用程

序，然后重启交换机，实现交换机应用程序的升级。 

<H3C> boot boot-loader primary flash:/switch.app slot 0 

<H3C>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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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配置文件管理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配置文件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配置文件管理简介  

了解配置文件管理的任务及操作过程 配置文件管理配置

 

1.1  配置文件管理简介 

配置文件管理模块，具有较好的用户操作界面。它以命令行文本格式保存用户对交

换机进行的配置，记录下用户的整个配置过程。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查阅这些配置

信息。 

配置文件的格式如下： 

 以命令格式保存； 

 只保存非缺省的配置参数； 

 命令的组织以命令视图为基本框架，同一命令视图的命令组织在一起，形成一

节，节与节之间通常用空行或注释行隔开（以# 开始的为注释行）； 

 文件中各节的安排顺序通常为：系统配置、物理端口配置、逻辑接口配置、路

由协议配置等； 

 以 return 为结束。 

1.2  配置文件管理配置 

配置文件管理操作包括： 

 查看交换机的当前配置和起始配置 

 保存当前配置 

 删除Flash Memory中配置文件 

 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 

1.2.1  查看交换机的当前配置和起始配置 

交换机上电时，系统从 Flash Memory 中读取配置文件，对交换机进行初始化。交

换 机 上 电 时 从 Flash Memory 中 读 取 的 配 置 文 件 被 称 为 起 始 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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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d-configuration）文件。如果 Flash Memory 中没有配置文件，则系统用缺省

参数进行初始化。与起始配置相对应，系统运行过程中正在生效的配置称为当前配

置（current-configuration）。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查看交换机的当前配置和起始

配置。 

下列配置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表1-1 查看交换机的配置 

操作 命令 

查看交换机的起始配置 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查看交换机的当前配置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controller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configuration 
[ configuration ] ] [ | { begin | exclude | include } 
regular-expression ] 

显示当前视图的运行配置 display this 

 

  说明： 

配置文件的显示格式与保存格式相同。 

 

1.2.2  保存当前配置 

用户通过命令行接口可以修改交换机的当前配置。如果想将当前配置作为系统下次

上电时的起始配置，请用 save 命令，将当前配置保存到 Flash Memory 中。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保存当前配置 

操作 命令 

保存当前配置 save [ file-name ] 

 

即使保存过程中出现设备重启动、断电等问题，配置文件仍然会保存到 Flash 中，

不会丢失。 

1.2.3  删除 Flash Memory 中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 reset saved-configuration 命令删除 Flash Memory 中的配置文件。配置

文件被删除后，交换机下次上电时，系统将采用缺省的配置参数进行初始化。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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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删除 Flash Memory 中配置文件 

操作 命令 

删除 Flash Memory 中配置文件 reset saved-configuration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删除 Flash Memory 中配置文件： 

 在交换机的软件升级之后，系统软件和配置文件不匹配。 

 Flash Memory 中的配置文件被破坏（常见原因是加载了错误的配置文件）。 

1.2.4  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名 

操作 命令 

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名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cfgfile 

 

cfgfile是配置文件的文件名，其扩展名为.cfg，且存储于存储设备（Harddisk或 Flash）
的根目录下。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文件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5 查看启动使用的文件信息 

操作 命令 

查看启动使用的文件信息 display 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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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件系统管理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文件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文件系统简介  

了解文件系统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文件系统操作

 

1.1  文件系统简介 

为了方便用户对 Flash 等存储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交换机提供了文件系统模块。

文件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文件和目录的访问管理功能，主要包括文件和目录的创建、

删除、修改、更名，以及显示文件的内容等。 

缺省情况下，对于有可能给用户带来损失的命令（比如删除文件、覆盖文件等），

文件系统将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根据操作对象的不同，可以把文件系统操作分为以下几类： 

 目录操作 

 文件操作 

 存储设备操作 

 设置文件系统的提示方式 

  说明： 

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主备倒换，它的主控板和备用板上都有程序系统。这两个单

板的程序用户都可以进行操作。用户在指定备用板下次启动采用的 APP 时，程序的

URL 形式必须以"slot[No.]#[flash: | cf:]/"开头，[No.]是备用板板号，[flash: | cf:]是设

备名，可以选择 flash 或 CF 卡。例如，如果备用板号为 1，备用板上 flash 根路径

下的 9500.app 程序的 URL 是“slot1#flash:/9500.app”。 

 

1.2  文件系统操作 

1.2.1  目录操作 

文件系统可以创建或删除目录、显示当前的工作目录以及指定目录下的文件或目录

的信息。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相应的目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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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目录操作 

操作 命令 

创建目录 mkdir directory 

删除目录 rmdir directory 

显示当前的工作目录 pwd 

显示目录或文件信息 dir [ / all ] [ file-url ] 

改变当前目录 cd directory 

 

1.2.2  文件操作 

文件系统可以删除文件、恢复删除的文件、彻底删除文件、显示文件的内容、重新

命名、拷贝文件、移动文件、显示指定的文件的信息。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进行

相应的文件操作。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2 文件操作 

操作 命令 

删除文件 delete [ /unreserved ] file-url 

恢复删除文件 undelete file-url 

彻底删除回收站中的文件 reset recycle-bin [ file-url ] 

显示文件的内容 more file-url 

重新命名文件 rename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拷贝文件 copy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移动文件 move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显示目录或文件信息 dir [ / all ] [ file-url ] 

执行指定的批处理文件（系统视图） execute filename 

 

  注意： 

使用 delete 命令删除文件，如果不进行彻底删除，被删除的文件被保存在回收站中，

仍会占用存储空间。如果用户经常使用delete命令删除文件（而不是彻底清除文件），

则可能导致交换机的存储空间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查看回收站中是否仍

有废弃文件；使用 reset recycle-bin 命令可以将回收站中的废弃文件彻底清除，以

回收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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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交换机对目录名和文件名有如下限制： 
 单个目录名或文件名的字符数不能超过 56； 
 包含了设备名、单个目录名、文件名后的目录名长度不能超过 136； 
 移动前的源文件和移动后的目的文件必须在同一个设备中。如果在两种不同设备

之间移动文件，move 命令将不会被执行。 

 

1.2.3  存储设备操作 

交换机支持 CF（Compact Flash）卡。当 CF 卡插入成功后，用户可使用 dir、cd、
copy、delete、move 等常规的文件操作命令对 CF 卡上的文件进行操作。用户可

以通过命令把 CF 卡从文件系统中卸载。 

考虑到直接拔 CF 卡时，用户可能正在进行写 CF 卡的文件操作，因此交换机提供

CF 卡卸载命令，以保证对 CF 卡上文件操作的安全性和一致性。即在拔 CF 卡前，

必须先执行 CF 卡卸载操作命令 umount 之后才能拔出 CF 卡。 

系统提供将日志保存在 CF 卡中的功能。CF 卡未分区时，日志文件默认保存在

cf:/logfile 下，CF 卡分区后，日志文件默认保存在 log:/logfile 下，文件命名如下：

logfileX.txt。其中，X 取值是 1～5 之间的整数。 

日志文件以文本方式记录在 CF 卡中，可以使用 more 命令直接在交换机上查看。 

  注意： 

 拔出 CF 卡之前，一定要使用卸载命令 umount，避免缓冲区中的数据丢失。 
 使用 CF 卡卸载命令 umount 后，可以将 CF 卡从槽位中拔出，重新插入后 CF
卡自动上线。 

 CF 卡的灯在常亮状态时可能没有进行读写操作，但不排除缓存中还有数据，建

议不要热插拔 CF 卡。 

 

文件系统可以格式化指定的存储设备。可以使用 format 命令来格式化指定的存储设

备。 

交换机支持对 CF 卡进行分区，分区后，系统启动文件和日志文件分开存放，这将

更有效的保护启动文件不受损坏。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存储设备操作 

操作 命令 

格式化存储设备 format fil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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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文件系统修复 fixdisk device 

卸载 CF 卡 umount device 

对存储设备分区 fdisk device  

 

1.2.4  设置文件系统的提示方式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当前文件系统的提示方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文件系统操作 

操作 命令 

文件系统的提示方式 file prompt { alert | qui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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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HGMP V1 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HGMP V1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HGMP V1 简介  

了解交换机作为 HGMP Server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HGMP Server配置

显示交换机作为 HGMP Server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调试配置

信息等 HGMP Server显示和调试

HGMP V1 的配置举例 HGMP V1 配置举例

 

1.1  HGMP V1 简介 

HGMP（Huawei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主要实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

本协议，管理设备可以对交换机实现集中管理，如交换机的注册、软件的升级、配

置查询和设定、重启动等操作；二是可以通过本协议支持交换机的级联工作方式，

即一台交换机可以不与管理设备直接相连，而是通过级联的其它交换机与管理设备

相连。 

HGMP 的发展共经历了两个版本：HGMP V1 与 HGMP V2。 

 HGMP V1 主要运用于组网环境简单，业务类型单一的网络环境，为用户提供

简单、便捷的管理方式； 

 HGMP V2 主要运用于较为复杂的组网需求、提供给用户更为丰富、灵活、个

性化的服务。具有组网方便、管理灵活、功能丰富、可靠性强的特点； 

 运用 HGMP V2 协议所管理的集群成员设备必须有三层协议栈的支持，对于没

有三层协议栈的支持的成员设备只能依靠 HGMP V1 进行管理。 

 HGMP V1 分为 HGMP Server 和 HGMP Client。HGMP Server 在管理设备上

实现，主要是提供人机命令输入接口，控制维护命令的显示，同时提供一定的

数据结构以存储其下挂的多台交换机的相关信息。而 HGMP Client 则主要要

求根据管理设备下发的维护和查询命令作出相应的处理，同时保证与管理设备

之间的通信。 

HGMP V1 的主要应用情况如下： 

 S9500 作为 HGMP Server，下挂的交换机作为 HGM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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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403F交换机、S2008B/S2016B/S2026B/S3026 交换机作为HGMP Client，

其他交换机作为HGMP Server，典型的组网情况如图 1-1所示。 

S2403F S2026B S2008 S2016BB

中低端 系列等以太网交换

络，它们之间以 HGMP V2

HGMP V1

机构成的网

进行管理

 
图1-1 HGMP V1 典型组网示意图 

  说明： 

 S3026/S2008/S2016/S2026/S2403F交换机支持HGMP Client，可以接受S9500
的管理，也支持 HGMP Server，可以对 S2403F、S2008B/S2016B/S2026B 交

换机进行管理，但是两种情况不能同时在一个组网环境中应用。 
 目前，S9500 系列交换机支持 HGMP V1 协议以及 HGMP V2 中的 NDP 协议。 

 

1.2  HGMP Server 配置 

HGMP Server 的主要配置包括： 

 在管理设备上启动HGMP Server 

 通过管理设备升级交换机 

 在管理设备上保存下挂交换机的配置数据 

 设置交换机的状态和别名 

 通过管理设备配置特定的低端交换机  

1.2.1  在管理设备上启动 HGMP Server 

  说明： 

这里的管理设备指的是交换机，它通过 HGMP V1 来管理下挂的交换机。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在管理设备上启动 HGM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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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管理设备的相应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 在管理设备上启动 HGMP Server 

操作 命令 

启动全局 HGMP Server 功能并进入 HGMP 视图（系统

视图） hgmpserver enable 

关闭全局 HGMP Server 功能（系统视图） hgmpserver disable 

恢复全局 HGMP Server 功能为缺省状态（系统视图） undo hgmpserver 

启动端口 HGMP 功能（以太网端口视图） hgmpport enable 

关闭端口 HGMP 功能（以太网端口视图） hgmpport disable 

配置端口下交换机的星型组网模式（HGMP 视图） 
spanning-hub { enable | 
disable } slotno subslot port-list 

显示端口下交换机的星型组网模式信息（HGMP 视图） query hgmpport-mode 

 

HGMP 必须在系统和端口上都启动：首先启动全局 HGMP Server，然后启动端口

上的 HGMP 功能。 

如果需要管理级联的交换机，需要在管理设备的端口下使用命令 spanning-hub 
{ enable | disable } slotno subslot port-list 实现管理级联的交换机。 

HGMP Server 利用交换机的位置 lanswitch-loc 来维护各个交换机。此位置参数是一

个以槽位号、子槽号、端口号、序号组成的序列来表示的（如 3/1/3-/）。但是在星

型组网模式中，位置参数并不能表示实际的物理位置。lanswitch-loc 的构成如下：

slot/subslot/port-/p1/p2/。 

port 表示该交换机接在管理设备上的端口号。 

p1 表示该交换机接在第一层交换机的端口号。 

p2 表示该交换机接在第二层交换机的端口号。 

例如：参数为“3/1/3-/”时，表示这是一个直接接在管理设备的 3 号槽 1 子槽 3 号

端口的第一层交换机。 

参数为“3/1/3-/2/”时，表示这是一个接在第一层交换机 2 号端口上的第二层交换

机，其根节点为管理设备的 3 号槽 1 子槽 3 号端口。 

参数为“3/1/3-/2/1/”时，表示这是一个接在第二层交换机 1 号端口上的第三层交换

机，其根节点为管理设备的 3 号槽 1 子槽 3 号端口。 

1.2.2  通过管理设备升级交换机 

利用 HGMP 协议，用户可以在管理设备上实现对下挂的交换机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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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需要将升级的程序下载到管理设备的 flash memory 中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在管理设备启动时从 bootrom 的菜单中下载相应的程序，而应

该在管理设备启动后利用系统提供的 FTP、TFTP 服务将升级程序下载到管理设备

的 flash memory 中。 

下面以系统提供的 TFTP 为例下载升级程序。此时需要注意网络环境已经搭建好：

对管理设备进行本地配置的计算机的串口和管理设备的 Console 口连接，计算机的

网口和管理设备的以太网端口连接；通常在进行本地配置的计算机上启动 TFTP 
Server，管理设备作为 TFTP client 下载文件，二者的 IP 地址在同一子网内。之后

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请在管理设备的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 用 TFTP 下载文件 

操作 命令 

用 TFTP 获取文件 tftp tftp-server get source-file [ dest-file ] 

 

其中 tftp-server 表示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主机名；source-file 表示要下载的

T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信息；dest-file 表示下载后存储在交换机上的文件名。关于 tftp 
get 命令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见命令手册中的“系统管理”模块对应的描述内容。 

2. 将升级程序从管理设备的 flash memory 下载到管理设备的升级内存区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 

表1-3 加载升级程序到管理设备上的升级内存区中 

操作 命令 

加载交换机的升级程序到管理设备上的升级内存区中 load lswprogram filename 

 

其中 filename 为管理设备的 flash memory 中的升级文件名。 

3. 升级指定的交换机 

用户需要通过交换机的位置对交换机进行升级，用户可以使用命令 display lanswitch 
all 命令来查询所有注册过的交换机的位置参数。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如下配置。其中 display 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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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升级指定的交换机 

操作 命令 

升级指定交换机 upgrade lanswitch lanswitch-loc { app | bootrom } 

查询已经注册过的交换机的信息 display lanswitch { all | port slot subslot port | 
position lanswitch-loc } [ error ] [ inactive ] 

 

lanswitch-loc 为下挂的交换机的位置参数，以槽号、子槽号、端口号、序号组成的

序列来表示，形式如“3/1/1-/”。 

4. 重启下挂的交换机，使升级生效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如下操作。 

表1-5 重启交换机 

操作 命令 

复位指定的交换机 reset lanswitch lanswitch-loc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证指定的交换机 flash memory 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以便将

升级程序正确写入 flash memory。 

5. 删除管理设备上的升级程序 

管理设备的 flash memory 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需要升级下挂的不同交换机，就需

要将升级完毕后的升级程序删除，以便下载其它交换机的升级程序。 

请在管理设备的用户视图下进行如下操作。 

表1-6 删除管理设备上的升级程序 

操作 命令 

删除管理设备上的升级程序 delete [ /unreserved ] file-url 

 

关于 delete 命令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见命令手册中的“系统管理”模块对应的描述内

容。 

1.2.3  在管理设备上保存下挂交换机的配置数据 

用户可以在管理设备上保存被管理交换机的配置数据。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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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保存交换机的配置数据 

操作 命令 

保存指定交换机配置数据到管理设备的内存中 save lswconfig lanswitch-loc 

保存交换机的配置数据到 flash memory 的指定位置 backup lswconfig 

 

save lswconfig 命令用来将指定的交换机的配置数据保存到管理设备主机上的指定

内存，但是在管理设备重新启动后这些数据仍然会丢失。 

backup lswconfig 命令用来将通过 save lswconfig 收集上来的交换机配置数据保存

到 flash memory 中，在管理设备重新启动后数据不会丢失，从而在遇到复位等情况

时可以将交换机的配置数据恢复到复位前的设置。例如： 

# 保存 1 号槽位子槽号 1 端口 20 下挂的直接连接的交换机的配置数据到内存中。 

[H3C-hgmp] save lswconfig 1/1/20-/ 

  Waiting........  

# 将内存中保存的交换机的配置数据写入到 flash memory 中。 

[H3C-hgmp] backup lsw  

 Writing lanswitch configuration to flash...... 

1.2.4  设置交换机的状态和别名 

HGMP 协议以位置来维护各个交换机，而用户无法利用位置参数迅速定位到被管理

的交换机。为了便于定位到各个被管理的交换机，可以使用命令 set lswname 给各

个交换机配置别名。 

此外，用户可以在管理设备上设置各个交换机的状态为激活或未激活。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如下操作。 

表1-8 设置交换机的状态和别名 

操作 命令 

设置指定交换机的状态 set lanswitch lanswitch-loc { inactive | active } 

给交换机配置别名 set lswname lanswitch-loclist name-list 

取消交换机别名 undo set lswname lanswitch-loclist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毕后使用 backup lswconfig 命令将配置保存到管理设备的

flash memory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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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通过管理设备配置特定的低端交换机 

低端系列交换机包括 S2008B/S2016B/S2026B 交换机和 S2403F 交换机。在管理设

备上启动了 HGMP Server 功能，在低端交换机上启动了 HGMP Client 功能，就可

以通过管理设备来管理下挂的低端交换机。 

利用 HGMP 协议，管理设备可以对下挂的任何一台低端交换机进行配置，取得和本

地配置同样的效果，如端口速率配置、端口汇聚配置、VLAN 配置、地址表配置、

管理 VLAN 配置等。 

1. 指定某交换机的配置数据为该型号产品统一配置数据 

此配置适用于 S2008B/S2016B/S2026B/S3026 交换机。 

可以将某交换机的配置数据指定为产品统一配置数据，这些配置数据包括端口的速

率、流控、双工状态、端口的 tag 状态。这样用户可以在管理设备上使用 auto config
命令按照此配置自动设置其它的交换机。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9 指定某交换机的配置数据为该型号产品统一配置数据 

操作 命令 

指定某交换机的配置数据为该型号产品统一配置

数据 set lswconfig lanswitch-loc asdefault 

 

要对一台交换机进行配置，首先要在管理设备上进入这台交换机的配置视图。 

请在管理设备的 HGMP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10 进入指定交换机的配置视图 

操作 命令 

进入指定交换机的配置视图 lanswitch lanswitch-loc 

 

只有在管理设备上进入指定交换机的配置视图，用户才可以通过管理设备对指定交

换机进行配置，如通过管理设备配置指定交换机的端口速率、端口汇聚、VLAN 设

置等。 

2.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端口、VLAN 等 

此配置适用于 S2008B/S2016B/S2026B/S3026 交换机。 

请在管理设备的 lanswitch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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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端口 

操作 命令 

将多个端口设置成一个汇聚端口 set link-aggregation port-list { sa | dasa } 
groupid 

设置禁止交换机端口的地址学习 lock port port-list  

查询设备地址老化时间 query address agedtime 

查询交换机的网关 IP query gatewayip 

查询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 query manageip vlan-id  

查询交换机端口的锁定状态 query port lockstate 

查询设备系统的信息 query system info 

查询端口的 VDSL 链路速率 query vdsllink [ port-list ] 

查询设备的 VLAN 状态信息 query vlanstate 

设置交换机的地址老化时间 set address agedtime agedtimevalue 

设置交换机的网关 IP 地址 set gatewayip ip-address 

取消交换机的网关 IP 地址设置 undo set gatewayip ip-address 

设置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 set manageip ip-address netmask [ vlan-id ]

取消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设置 undo set manageip ip-address netmask 
[ vlan-id ] 

设置交换机端口的 VDSL 链路速率 set vdsllink port-list uprate uprate-list 
downrate downrate-list 

查询端口汇聚的设置情况 query link-aggregation 

配置交换机端口与 VLAN 的关系及 tag 状态 set port port-list  vlanid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设置流控信息 flow port port-list { both | none } 

设置端口双工状态 duplex port port-list { auto | half | full } 

设置端口速率 speed port port-list { auto | 10m| 100m  } 

关闭交换机的端口 close port port-list 

开启交换机的端口 undo close port port-list 

查询端口信息 query port port-list  

设置端口镜像 set mirror monitor-port monitor-port 
[ port-list ] 

删除端口镜像 undo set mirror 

查询端口镜像信息 query mirror 

设置端口环回测试 set loop-test { internal | external } port-list 

按照缺省配置设置交换机的各项数据 auto config default port-start-vla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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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设置端口的优先级 set priority { high | low } port-list 

设置交换机高优先级端口的 QoS 权值 set qos_weight weight 

取消整个交换机高优先级端口的 QoS 权值的

设置 undo set qos_weight 

设置 VLAN 属性 set vlanid vlanid port-list 

恢复 VLAN 属性的缺省值 undo set vlanid vlanlist 

查询交换机的 rmon 统计信息 query rmon port port-list { forward | trans 
|recv | err | all } 

设置用户保护密码 set superview_password password 

取消用户保护密码 undo set superview_password 

设置交换机系统名 set sysname name-word 

保存和删除配置文件 set config-flash { write | erase } 

查询交换机当前运行的配置信息 query active-configuration 

查询交换机保存的配置信息 query saved-configuration 

 

用户可以使用 auto config 命令来按照缺省配置设置交换机的各项数据，这些缺省配

置包括端口的速率、流控、双工状态、端口的 tag 状态。同时使用 auto config 命令

时用户必须指定端口的起始 VLAN ID，这样可以一次把每个端口分配到一个 VLAN
中去。 

这些配置同样可以通过本地配置实现，关于这些配置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考所配置交

换机的操作手册。 

3. 配置指定交换机的地址表 

此配置适用于 S2008B/S2016B/S2026B/S3026 交换机。 

请在管理设备的 lanswitch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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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配置 S2008B/S2016B/S2026B/S3026 的地址表 

操作 命令 

增加地址表项 
add addritem mac-addr { unicast port 
[ aged | noaged | permanent ] | multicast 
vlanid port-list mctype } 

删除组播地址表项 delete multicast mac-addr vlanid vlanid  

删除单播地址表项 delete uniaddr mac-addr  

修改组播地址表项 modify multiaddr mac-addr vlanid port-list 
mctype 

修改单播地址表项 modify uniaddr mac-addr { aged | noaged | 
permanent } 

在地址表中搜索组播地址 search multiaddr mac-addr-list vlanid 
vlanid-list 

在地址表中搜索单播地址 search uniaddr mac-addr-list 

显示指定端口的单播地址表项 query uniaddr port spec-port index 
shownum  

显示指定 vlanid 的 VLAN 中的组播地址表项 query multiaddr vlanid vlanid 

查询已经被占用的地址表项的数目 query used addrnum 

查询下挂交换机的当前运行配置 query active-configuration 

查询下挂交换机的启动配置 query saved-configuration 

 

这些配置同样可以通过本地配置实现，关于这些配置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考所配置交

换机的操作手册。 

4. 对指定的 S2403F 交换机进行管理 IP 配置、管理 MAC 地址配置、端口配置、VLAN
配置等 

请在管理设备的 lanswitch 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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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配置 S2403F 交换机 

操作 命令 

按照缺省配置设置交换机的各项数据 auto config default port-start-vlanid 

显示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缺省网关 query ip address 

设置或者取消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

缺省网关 
set ip address ip-address mask 
[ gateway-address ] 

设置交换机的管理 MAC 地址 set mac mac-address 

设置交换机的端口数据 set  port  port-list vlanid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设置交换机的 VLAN 数据 
set vlan vlan-index-list { vlanid 
vlan-id-list [ port-list ] | broadcast  
port-list [ vlan-id-list ] } 

设置交换机端口的工作模式 set workmode port-list { auto | 10m-full 
| 10m-half | 100m-full | 100m-half } 

允许指定的端口自环 loop port port-list 

禁止指定的端口自环 undo loop port port-list 

关闭交换机的端口 close port port-list 

开启交换机的端口 undo close port port-list 

 

用户可以使用 auto config 命令来按照缺省配置设置交换机的各项数据，这些缺省配

置包括端口的速率、流控、双工状态、端口的 tag 状态。同时使用 auto config 命令

时用户必须指定端口的起始 VLAN ID，这样可以一次把每个端口分配到一个 VLAN
中去。 

这些配置同样可以通过本地配置实现，关于这些配置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考所配置交

换机的操作手册。 

1.3  HGMP Server 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命令都可以显示配置后HGMP Server
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debugging 命令可以对 HGMP Server 模块进行调试。 

表1-14 HGMP  Server 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 HGMP server 的配置信息 display hgmpserver 

显示当前 HGMP 运行状态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开启/关闭 HGMP 的调试开关 [ undo ] debugging hgmps { all | error | info | pac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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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GMP V1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交换机作为管理设备，下面通过端口 Ethernet1/1/1 和端口 Ethernet1/1/2
挂了两台 Switch B 和 Switch C 交换机。 

2. 组网图 

Switch C

Ethernet1/1/2 

Device for management

Switch B

Switch

Ethernet1/1/1 

A

 
图1-2 HGMP 集群管理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Switch B 上启动 HGMP Client 功能。（参照 Switch B 的随机手册） 

以下配置仅供参考，实际操作应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配置。 

# 在管理设备 Switch A 上启动 HGMP Server。 

[H3C] hgmpserver enable 

Start HGMP protocol successfully! 

[H3C-hgmp] spanning-hub enable 1 1 1-2 

[H3C-hgmp]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1 

[H3C-Ethernet1/1/1] hgmpport enable 

[H3C-Ethernet1/1/1] interface ethernet 1/1/2 

[H3C-Ethernet1/1/2] hgmpport enable 

# 通过 display 命令显示已经在管理设备注册的交换机的信息，从而获取各个交换机

的位置参数。 

<H3C> display lanswitch all  

Lanswitch list......... 

 

 ------------------ 

   No.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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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 LANSWITCH[1/1/1-/1/] 

            PortMode        : STAR_MODE 

            Lanswitch Name  : lan1 

            Model           : H3C S2008 

            Device ID       : Vc.3.2 

            MacAddr         : 00e0-fc2d-1f9c 

            Status          : NORMAL 

 

 ------------------ 

   No. 2 

 ------------------ 

            Position        : LANSWITCH[1/1/2-/1/] 

            PortMode        : STAR_MODE 

            Lanswitch Name  : lan2 

            Model           : H3C S2026B 

            Device ID       : V10.30.1 

            MacAddr         : 00e0-fc26-dfb7 

            Status          : NORMAL         

# 通过管理设备设置交换机“1/1/1-/”的别名。 

[H3C-hgmp] set lswname 1/1/1-/ switch1 

# 通过管理设备设置 Switch B 交换机的端口 1 的双工状态为 auto。 

[H3C-hgmp] lanswitch 1/1/1-/ 

[H3C-lanswitch1/1/1-/] duplex port 1 auto  

# 通过管理设备设置 Switch C 交换机的端口 1 的双工状态为 auto。 

[H3C-hgmp] lanswitch 1/1/2-/1/ 

[H3C-lanswitch1/1/2-/1/] duplex port 1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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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NDP 特性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NDP 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NDP特性简介  

了解 NDP 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NDP配置任务简介

显示配置 NDP 后的运行情况、清除 NDP 的统计信息等 NDP显示和维护

NDP 的配置举例 NDP配置举例

 

2.1  NDP 特性简介 

NDP（Neighbor Discovery Protocol，邻居发现协议）属于 HGMP 协议的一部分，

用来发现直接相连的邻居设备信息，包括邻接设备的类型、软/硬件版本、连接端口、

设备 ID、端口地址、硬件平台等。 

运行 NDP 的设备定时向所有使能 NDP 的端口发送 NDP 协议报文，同时接收邻居

设备发送的 NDP 协议报文。接收到 NDP 报文的设备并不将该报文转发，而是在本

机上维护一张 NDP 邻居信息表，将 NDP 报文中的邻居信息保存在此表中。NDP 报

文除了携带邻居设备的信息，还包含 NDP 信息有效保留时间，用来指定该 NDP 报

文在接收设备上的保存时间。如果达到 NDP 信息有效保留时间，而此 NDP 邻居信

息仍然没有更新，则设备将自动删除该 NDP 信息在 NDP 邻居信息表中相应表项；

如果设备收到的邻居信息与原来不同，则更新 NDP 邻居信息表中的相应表项；如果

设备收到的邻居信息与原来相同，则只更新 NDP 邻居信息表中的 NDP 信息的有效

保留时间。 

用户也可以清除当前的 NDP 信息以重新收集 NDP 邻居信息。 

  说明： 

没有使能NDP特性的交换机在收到NDP报文时直接向同VLAN内的所有端口转发，

而系统使能了 NDP 特性的交换机不转发 NDP 报文。 

 

2.2  NDP 配置任务简介 

NDP 主要配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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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NDP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配置系统的 NDP 特性 必选 请参见2.2.1  

配置端口的 NDP 特性 必选 请参见2.2.2    

配置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 可选 请参见2.2.3    

配置 NDP 报文发送的时间间隔 可选 请参见2.2.4    

 

  说明： 

 管理设备上需要启动系统和端口上的 NDP 特性； 
 成员设备和候选设备上也需要启动系统和相应端口上的 NDP 特性，在 NDP 协议

运行过程中，采用管理设备发送过来的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 

 

2.2.1  使能系统的 NDP 特性 

要收集端口邻接设备发送的 NDP 信息，用户需要在交换机上使能系统 NDP 特性。

当系统 NDP 使能后，交换机将定时收集 NDP 信息，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ndp 命

令查询这些信息；当系统的 NDP 特性禁止后，交换机将清除交换机保存的所有 NDP
邻居信息，但是仍然会转发 NDP 报文。 

表2-2 使能系统的 NDP 特性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系统 NDP 特性 ndp enable [ interface 
port-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系统关闭 NDP
特性 

 

  说明： 

使能所有端口的 NDP 时，被使能的端口只包括支持 NDP 协议接口板的端口：普通

以太网端口以及千兆以太网端口。 

 

2.2.2  配置端口的 NDP 特性 

用户可以控制端口的 NDP 使能/禁止状态，从而控制对指定端口进行邻接设备的信

息收集。如果使能端口的 NDP 特性，并且启动了系统 NDP，则系统将定时收集该

端口邻接节点的 NDP 邻居信息；如果禁止端口 NDP 特性，则系统不能通过该端口

收集 ND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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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配置端口的 NDP 特性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目前支持 NDP 的接口板类型只包

括普通的 Ethernet 和
Gigabitethernet 接口板 

使能端口的 NDP 特性 ndp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关闭 NDP 特性 

 

2.2.3  配置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 

交换机在接收到 NDP 报文时，可以从报文中携带的有效保留时间知道发送报文的邻

接设备的 NDP 信息的有效时间，并在超出有效时间后丢弃该邻接设备的 NDP 邻居

信息。通过本配置，用户可以设置本设备 NDP 信息在邻接设备上的有效保留时间。 

表2-4 配置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 NDP 信息的

有效保留时间 
ndp timer aging 
aging-in-secs 

缺省情况下，NDP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为180秒；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必须大于 NDP 报文发

送时间间隔，否则将引起 NDP 信息表的不稳定。

 

2.2.4  配置发送 NDP 报文的时间间隔 

邻接设备的 NDP 信息必须定期更新，以保证邻接设备配置信息改变后，交换机能够

及时更新本地的 NDP 邻居信息表。用户可以通过以下命令配置 NDP 报文的周期性

发送间隔。 

表2-5 配置发送 NDP 报文的时间间隔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配置发送 NDP 报

文的时间间隔 ndp timer hello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发送 NDP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60 秒； 

NDP报文发送时间间隔必须小于 NDP信息

的有效保留时间，否则将引起 NDP 邻居信

息表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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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DP 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NDP 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NDP 的相关统计信息。 

表2-6 ND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系统的 NDP 配置信息（包括报文发送时

间间隔和信息有效保留时间） display ndp 

显示指定端口的 NDP 邻居信息 display ndp interface port-list 

清除 NDP 端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ndp statistics [ interface port-list ] 

 

2.4  NDP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三台交换机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Switch A 的端口 Ethernet1/1/1 与 Switch B 的端口 Ethernet1/1/1 直连，Switch 

A 的端口 Ethernet 1/1/2 与 Switch C 的端口 Ethernet 1/1/1 直连 

 要求通过配置 NDP 在 Switch A 上能看到与其直连的邻居交换机 Switch B 和

邻居交换机 Switch C 的信息。 

2. 组网图 

Ethernet 1/1/1

Switch A

Switch B

Ethernet 1/1/1

Ethernet 1/1/2

Switch C

Ethernet 1/1/1

 
图2-1 NDP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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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启动系统的以及端口 Ethernet 1/1/1、Ethernet 1/1/2 上的 NDP 特性。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ndp enable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1 

[H3C-Ethernet1/1/1] ndp enable 

[H3C-Ethernet1/1/1] quit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2 

[H3C-Ethernet1/1/2] ndp enable 

# 配置 NDP 信息的有效保留时间为 200 秒。 

[H3C-Ethernet1/1/2] quit 

[H3C] ndp timer aging 200 

# 配置 NDP 报文发送的时间间隔为 70 秒。 

[H3C] ndp timer hello 70 

(2) 配置 Switch B（以一台邻居交换机为例，与 Switch C 上的配置类似） 

# 启动设备上的 NDP 和端口 Ethernet1/1/1 上的 NDP。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ndp enable 

[H3C] interface ethernet 1/1/1 

[H3C-Ethernet1/1/1] ndp enable 

  说明： 

在进行了上述配置之后，用户只要在 Switch A 上通过命令 display ndp interface 
port-list 命令就可以查看该端口所连的邻居交换机信息。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系统维护与调试 目  录
 

i 

目  录 

第 1 章 系统维护与调试...........................................................................................................1-1 

1.1 系统基本配置 ..................................................................................................................... 1-1 

1.1.1 设置交换机的系统名 ................................................................................................ 1-1 
1.1.2 设置系统时钟........................................................................................................... 1-1 
1.1.3 设置时区 .................................................................................................................. 1-2 
1.1.4 设置夏令时 .............................................................................................................. 1-2 

1.2 查看系统状态和配置代理信息 ............................................................................................ 1-2 

1.3 系统调试............................................................................................................................. 1-3 

1.3.1 打开/关闭调试开关................................................................................................... 1-3 
1.3.2 显示技术支持信息.................................................................................................... 1-4 

1.4 网络连通测试功能 .............................................................................................................. 1-5 

1.4.1 网络连通测试功能配置任务简介.............................................................................. 1-5 
1.4.2 用PING IP地址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 1-5 
1.4.3 开启系统的tracemac&pingmac功能 ........................................................................ 1-5 
1.4.4 用PING MAC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 1-6 
1.4.5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径的完好性 ................................................................... 1-6 
1.4.6 打开系统PING分布式功能 ....................................................................................... 1-7 
1.4.7 测试报文从发送主机到目的地所经过的网关............................................................ 1-7 

1.5 命令行Cache功能............................................................................................................... 1-8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系统维护与调试 第 1 章  系统维护与调试

 

1-1 

第1章  系统维护与调试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系统调试与维护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系统基本配置

查看系统状态和配置代理信息

系统调试

网络连通测试功能

命令行Cache功能

 

1.1  系统基本配置 

系统基本配置和管理包括： 

 设置交换机的系统名 

 设置系统时钟 

 设置时区 

 设置夏令时 

1.1.1  设置交换机的系统名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 设置交换机的系统名 

操作 命令 

设置交换机的系统名 sysname sys-name

恢复交换机系统名的缺省值 undo sysname 

 

1.1.2  设置系统时钟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 设置系统时钟 

操作 命令 

设置系统时钟 clock datetime HH:MM:SS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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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设置时区 

该配置任务用于配置本地时区的名称以及相对标准 UTC 时区的时间差。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3 时区设置 

操作 命令 

设置本地时区 clock timezone zone-name { add | minus } HH:MM:SS

恢复为缺省的 UTC 时区 undo clock timezone 

 

缺省为 UTC 时区。 

1.1.4  设置夏令时 

该配置任务用于设置夏令时的名称和起始、终止时间。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配置。 

表1-4 夏令时设置 

操作 命令 

设置夏令时的名称和时间范围 clock summer-time zone-name { one-off | repeating } 
start-time start-date end-time end-date offset-time

取消夏令时设置 undo clock summer-time 

 

缺省为无夏令时设置。 

1.2  查看系统状态和配置代理信息 

交换机提供相关的 display 命令来查看系统状态和配置代理信息。 

有关各协议和各种端口的 display 命令请参见相关章节。下面介绍的 display 命令

都用于显示系统的状态和配置代理信息。 

下列操作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表1-5 系统 display 命令 

操作 命令 

显示系统时钟 display clock 

显示系统版本 display version 

显示调试开关状态 display debugging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moduname ] 



H3C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操作手册 
系统维护与调试 第 1 章  系统维护与调试

 

1-3 

操作 命令 

显示当前机框上在位光接口所

接的光模块信息 

display fiber-module 
或者 

display fiber-modul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单板序列号和生产时间 display device manuinfo [ slot slot-number ] 

 

1.3  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的管理包括： 

 打开/关闭调试开关 

 显示技术支持信息 

1.3.1  打开/关闭调试开关 

交换机提供了种类丰富的调试功能，对于交换机所支持的绝大部分协议和功能，系

统都提供了相应的调试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对错误进行诊断和定位。 

调试信息的输出可以由两个开关控制： 

 协议调试开关，控制是否输出某协议的调试信息。 

 屏幕输出开关，控制是否在某个用户屏幕上输出调试信息。 

二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1 2 3

ON

协议调试开关

ON OFF

ONOFF

1

3 3

1

屏幕输出开关

1 3

调试信息

 
图1-1 调试信息输出示意图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操作上述两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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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6 调试开关的打开和关闭 

操作 命令 

打开协议调试开关 debugging { all | timeout interval | 
module-name [ debugging-option ] } 

关闭协议调试开关 undo debugging { all | module-name 
[ debugging-option ] } 

打开屏幕输出开关 terminal debugging 

关闭屏幕输出开关 undo terminal debugging 

 

具体调试命令的使用和调试信息的格式介绍参见相关章节。 

  说明： 

由于调试信息的输出会影响系统的运行效率，请勿轻易打开调试开关，尤其慎用

debugging all 命令，在调试结束后，应关闭全部调试开关。 

 

1.3.2  显示技术支持信息 

在交换机出现故障时，可能需要查看很多运行信息来帮助定位问题。各个功能模块

都有其对应的运行信息显示命令。这条命令的功能是显示既定的相关模块的运行信

息，以供定位分析。 

请在任意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7 显示技术支持信息 

操作 命令 

显示技术支持信息 display diagnostic-information 

 

  说明： 

 用户在使用 display diagnostic-information 命令捕获交换机的运行信息时，应

该至少连续使用两次，以便比较运行信息的前后差异，以利于故障定位；同时，

该命令会不间断打印大量信息，对系统性能造成一定影响，请谨慎使用。 
 使用 display diagnostic-information 命令前，请先在用户视图下配置 terminal 

debugging、terminal monito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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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网络连通测试功能 

1.4.1  网络连通测试功能配置任务简介 

表1-8 网络连通性基本测试方式 

配置任务 说明 详细配置 

用 PING IP 地址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可选 请参见“1.4.2  ” 

开启系统的 tracemac&pingmac 功能 可选 请参见“1.4.3  ” 

用 PING MAC 地址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可选 请参见“1.4.4  ”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径的完好性 可选 请参见“1.4.5  ” 

打开系统 PING 分布式功能 可选 请参见“1.4.6  ” 

测试报文从发送主机到目的地所经过的网关 可选 请参见“1.4.7  ” 

 

1.4.2  用 PING IP 地址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表1-9 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操作 命令 说明 

检查网络连接及

主机是否可达 

ping [ ip ] [ -a ip-address | -c count | -d | -f | -h ttl | -i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 | - p pattern | 
-q | -r | -s packetsize | -t timeout | -tos tos | -v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host

ping命令可以在任

意视图下使用 

 

命令执行结果输出包括： 

 对每一 PING 报文的响应情况，如果超时到仍没有收到响应报文，则输出

“Request time out”，否则显示响应报文中数据字节数、报文序号、TTL 和

响应时间等。 

 最后的统计信息，包括发送报文数、接收报文数、未响应报文百分比和响应时

间的最小、最大和平均值。 

1.4.3  开启系统的 tracemac&pingmac 功能 

表1-10 开启系统的 tracemac&pingmac 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开启系统的

tracemac&pingmac 功能 tracemac enable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

tracemac&pingmac 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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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mac&pingmac功能需要 ndp协议的支持，去使能 ndp协议和 tracemac功能后，

tracemac&pingmac 功能将会失效。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关闭 ndp 协议、tracemac&pingmac 功能。 

  注意： 

对于一些二层协议（比如 LACP），如果该协议报文的源 MAC 是桥 MAC,且这些报

文不受 STP、MSTP 的影响（即如果 STP 的端口处于 Discarding 状态，报文还是

能发送），则在使用 MacTrace 和 MacPing 的时候,一定要关掉这些协议，否则

tracemac&pingmac 功能有可能不生效。 

 

1.4.4  用 PING MAC 的方式检查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表1-11 用 PING MAC 的方式检查二层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开启全局 NDP 功能 ndp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全局 NDP 功能关闭

进入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开启端口下 NDP 功能 ndp enable 
必选 

缺省情况下，端口 NDP 功能关闭

用 PING MAC 的方式检查二

层网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
pingmac mac-address 
vlan vlan-id

pingmac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

使用 

命令执行结果输出包括：目的地址

可达或不可达 

 

  说明： 

目前 pingmac 命令只支持探测同一 VLAN 内的主机。 

 

1.4.5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径的完好性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径的完好性，进而定位故障信息以及网络攻击源的端口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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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径的完好性 

操作 命令 说明 

检查测试通信网络中某一路

径的完好性 

tracemac { by-mac 
mac-address vlan vlan-id | 
by-ip ip-address } [ nondp ] 

该命令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

行 

 

1.4.6  打开系统 PING 分布式功能 

目前,S9500 交换机对于 Ping 命令请求报文的回应速度比较慢，主要是因为对 Ping
命令的所有处理（包括 ICMP Request 报文）都上送到主控板，对系统造成较大负

荷，甚至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为此，交换机提供了命令行 quick-ping enable 机制

使得对 Ping 命令的所有处理都在接口板上进行，从而减少了主控板的负担，加快了

Ping 命令的处理。 

表1-13 打开系统 PING 分布式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打开系统 PING 分布式功能 quick-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系统开启 PING
分布式功能 

 

  说明： 

MPLS 报文、使能 MPLS 的接口上收到的 Ping 报文以及 Ping 大包(需要分片处理的

Ping 报文)，以上情况中的报文，仍然送到设备主控板上处理。 

 

1.4.7  测试报文从发送主机到目的地所经过的网关 

测试报文从发送主机到目的地所经过的网关，检查网络连接是否可达，辅助用户分

析网络在何处发生了故障。 

操作 命令 说明 

测试报文从发送主机到目的

地所经过的网关，检查网络连

接是否可达 

tracert [ -a source-IP | -f first-TTL | -m 
max-TTL | -p port | -q num-packet | 
-vpn-instance vpn-instance-name | -w 
timeout ] string 

该命令可以在任意

视图下执行 

 

tracert 命令的执行过程是：发送主机首先发送一个 TTL 为 1 的数据包，因此第一跳

发送回一个 ICMP 错误消息以指明此数据包不能被发送（因为 TTL 超时），之后此

数据包被重新发送，TTL 为 2，同样第二跳返回 TTL 超时，这个过程不断进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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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达目的地。执行这些过程的目的是记录每一个 ICMP TTL 超时消息的源地址，

以提供一个 IP 数据包到达目的地所经历的路径。 

1.5  命令行 Cache 功能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某些命令执行解析的时间较长，尤其当批量执行该类命令时，

会对系统造成较大负荷，甚至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为此，交换机提供了命令行 cache
机制以提高命令的解析执行效率。 

表1-14 使能命令行 Cache 功能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使能命令行 cache 功能 parser cache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命令行解

析 cache 功能关闭 

 

  说明： 

仅当用户输入的所有命令元素都是完整命令时，命令行 cache 功能才起作用。即用

户必须未使用任何缩写，例如：不将 undo arp 1.1.1.1 写成 und ar 1.1.1.1。因此，

建议用户仅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需要批量执行某个命令时使用 parser cache 命令

加快系统执行命令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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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信息中心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信息中心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信息中心简介

了解信息中心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信心中心的配置

显示配置后信息中心的运行情况 信息中心的显示和调试

了解信息中心典型配置 

配置举例 1：日志发送到UNIX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日志发送到LINUX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日志发送到控制台的配置举例

 

1.1  信息中心简介 

信息中心系统是交换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系统软件模块的信息枢纽。信息

中心管理大多数的信息输出，并且能够进行细致的分类，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

筛选。通过与 debugging 程序的结合，信息中心为网络管理员和开发人员监控网络

运行情况和诊断网络故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信息格式如下： 

% <优先级>时间戳 主机名 模块名/级别/信息摘要:内容 

% <priority> timestamp sysname module/level/digest:content 

以上格式中的尖括号（< >）、空格、斜杠（/）、冒号（:）是有效的、必须的，%
是可选的。 

输出到日志主机的日志格式的例子如下： 

% <189>Jun 7 05:22:03 2006 H3C IFNET/6/UPDOWN:Line protocol on interface 

Ethernet0/0/0, changed state to UP 

以下对每一个字段做详细说明。 

(1) % 

在实际输出信息的例子中，有些信息是以%开始的，以%开始表示需要记日志。 

(2) 优先级 

优先级的计算按如下公式：facility*8+severity-1，facility 默认为 23，severity 的取值

范围为 1～8，含义见对级别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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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与时间戳之间没有任何字符。优先级只有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上时才能有效。 

(3) 时间戳 

发向日志主机的日志的时间字段是 date 型。 

时间戳的格式为“Mmm dd hh:mm:ss yyyy”。 

“Mmm”为英语月份的缩写，即为如下的值：Jan，Feb，Mar，Apr，May，Jun，
Jul，Aug，Sep，Oct，Nov，Dec。 

“dd”为日期，如果日期的值小于 10，则必须写为“空格＋日期”，如“7”。 

“hh:mm:ss”为本地时间，hh 采用 24 小时制，从 00 到 23；分钟和秒的值均从 00
到 59。 

“yyyy”为年份。 

时间戳与主机名之间以一个空格隔开。 

(4) 主机名 

主机名是本机的系统名，默认为“H3C”。 

可用 sysname 命令修改主机名。 

主机名与模块名之间以一个空格隔开。 

(5) 模块名 

该字段表示信息是由哪个模块产生的，部分模块的列表如下： 

表1-1 模块名字段列表 

模块名 说明 

8021X 802.1X 模块 

ACL 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ACL）模块 

ADBM MAC 地址管理模块 

ARP 地址解析协议（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模块 

BGP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模块 

CFM 配置文件管理（Configuration File Management）模块 

CMD 命令行模块 

default  所有模块的缺省设置 

DEV 设备管理模块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模块 

DIAGCLI 诊断模块 

DNS 域名服务器模块 

DRV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驱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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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 说明 

DRVL2 二层驱动模块 

DRVL3 三层驱动模块 

DRVL3MC 三层组播模块 

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Multiprotol Label Switching）模块 

DRVPOS POS 驱动模块 

DRVQACL  QACL 驱动模块 

DRVVPLS 虚拟专用局域网服务( Virtual Private LAN Service )驱动模块 

ETH 以太网模块 

FTPS FTP 服务器模块 

HA 高可靠性（High Availability）模块 

HABP HABP(Huawei Authentication Bypass Protocol，华为鉴权旁路协议)模块

HGMPS HGMPS(Huawei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Service ) 模块 

HWCM 华为配置管理私有 MIB 模块（Huawei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FNET 接口管理模块 

IGSP IGMP snooping 模块 

IP 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模块 

ISIS IS-IS（Intermediate System-to-Intermediate System intra-domain rout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tocol）模块 

L2INF 接口管理模块 

L2V L2 VPN 模块 

LACL 交换机访问控制列表（Lanswitch ACL）模块 

LDP LDP（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模块 

LINKAGG LINKAGG 模块 

LQOS 交换机服务质量（Lanswitch QoS）模块 

LS 本地服务器（Local Server）模块 

LSPAGENT LSP（Label Switched Path） Agent 模块 

LSPM 标签交换路径管理（Label Switch Path Management）模块 

MIX 双主控网管模块 

MMC MMC 模块 

MODEM MODEM 模块 

MPLSFW 多协议标记交换转发（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 Forward）模块 

MPM 组播端口管理（Multicast Port Management）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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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 说明 

MSDP 组播源发现协议（Multicast Source Discovery Protocol）模块 

MSTP 多生成树协议（Multiple Spanning Tree Protocol）模块 

NAT 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模块 

NTP 网络时间协议（Network Time Protocol）模块 

OSPF 开放最短路由优先协议（Open Shortest Path First）模块 

PHY 物理子层和物理层（Physical Sublayer & Physical Layer）模块 

POS_SNMP POS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模块 

PPP 点到点连接协议（Point to Point Protocol）模块 

PSSINIT PSSINIT 模块 

RDS Radius 模块 

RM 路由管理（Routing Management） 

RMON 远程监控（Remote monitor）模块 

RPR 弹性分环组（Resilent Packet Ring）模块 

RSA RSA 加密系统（Revest，Shamir and Adleman） 

RTPRO 路由协议 

SHELL 用户界面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OCKET 套接字 

SSH 安全外壳（Secure Shell） 模块 

SYSM 系统管理板（System Manage veneer）模块 

SYSMIB 系统管理 MIB 模块 

TAC  终端访问控制器（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模块 

TELNET 远程登录 Telnet 模块 

USERLOG 用户呼叫登录（USER Calling Logging）模块 

VFS 虚拟文件系统模块 

VLAN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模块 

VOS 虚拟操作系统（Virtual Operate System ）模块 

VRRP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模块 

VTY 虚拟类型终端（Virtual Type Terminal）模块 

 

模块名与级别之间以一个斜杠(/)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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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级别 

交换机的信息分为三类：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按信息的重要级别或紧

急程度，交换机把每类信息都划分为八个等级。在按等级来进行信息过滤时，采用

的规则是：禁止重要级别大于所设置阈值的信息输出。越紧急的日志报文，其重要

级别越小，emergencies 表示的等级为 1，debugging 为 8，因此，当设置重要级别

阈值为 debugging 时，所有的信息都会输出。它们的定义和说明见下表。 

表1-2 信息中心定义的信息重要级别 

重要级别 取值 描述 

emergencies 1 系统不可用信息 

alerts 2 需要立刻做出反应的信息 

critical 3 严重信息 

errors 4 错误信息 

warnings 5 警告信息 

notifications 6 正常出现但是重要的信息 

informational 7 需要记录的通知信息 

debugging 8 调试过程产生的信息 

 

级别与信息摘要之间以一个斜杠(/)隔开。 

(7) 信息摘要 

信息摘要是一个短语，代表了该信息的内容大意。 

信息摘要与内容之间以一个冒号（:）隔开，信息摘要不超过 32 个字符。 

1.2  信心中心的配置 

1.2.1  信息中心的配置简介 

交换机支持信息向 7 个方向进行输出。 

目前，系统对每个输出方向缺省分配一个信息通道，请参见下表。 

表1-3 输出信息的信息通道名和通道号 

输出方向 信息通道号 缺省的信息通道名 

控制台 0 console 

监视终端 1 monitor 

日志主机 2 lo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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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方向 信息通道号 缺省的信息通道名 

告警缓冲区 3 trapbuffer 

日志缓冲区 4 logbuffer 

snmp 5 snmpagent 

日志文件 6 logfile 

 

  说明： 

七个方向的设置相互独立，但首先需要开启信息中心，其余的设置才会生效。 

 

交换机的信息中心系统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支持控制台（ Console ）、监视终端（ monitor ）——Telnet 终端、日志缓冲

区（ logbuffer ）、日志主机（ loghost ）、告警缓冲区（ trapbuffer ）、SNMP、

日志文件七个方向的信息输出。 

 信息按重要性划分为八种等级，可按等级进行信息过滤。 

 信息按来源模块进行划分，可按模块进行信息过滤。 

 信息在输出时可以进行中英文选择。 

(1)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表1-4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

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配

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loghost - 

交换机上关于日志主机的配

置和日志主机上的配置一定

要保持一致，否则信息将无法

正确发送到日志主机上 Switch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些

信息能够发送出去、信息的时

间戳格式等。如果用户定义输

出调试信息，则需要打开相应

模块的调试开关 

日志主机 日志主机的相关配置

请参考配置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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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信息发送到控制台 

表1-5 配置信息发送到控制台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

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配

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Console - -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些

信息能够发送出去、信息的时

间戳格式等。如果用户定义输

出调试信息，则需要打开相应

模块的调试开关 

Switch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用户才能

看到调试信息 

 

(3) 配置信息发送到监视终端 

表1-6 配置信息发送到监控终端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

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配

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monitor - -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些

信息能够发送出去、信息的时

间戳格式等。如果用户定义输

出调试信息，则需要打开相应

模块的调试开关 

Switch 

打开当前终端显示功能

及相应信息的终端显示

功能 
- 

对于 Telnet 终端和哑终端，必

须使用 terminal monitor 命令

打开当前终端显示功能，用户

才能看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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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表1-7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

中心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配

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logbuffer - 用户可以同时配置交换机日

志缓冲区的大小 
Switch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些

信息能够发送出去、信息的时

间戳格式等。如果用户定义输

出调试信息，则需要打开相应

模块的调试开关 

 

(5) 配置信息发送到告警缓冲区 

表1-8 配置信息发送到告警缓冲区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

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配

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trapbuffer - 用户可以同时配置交换机告

警缓冲区的大小 
Switch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些

信息能够发送出去、信息的时

间戳格式等。如果用户定义输

出调试信息，则需要打开相应

模块的调试开关 

 

(6) 配置信息发送到 SNMP 

表1-9 配置信息发送到 SNMP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

心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

他配置才能有效 

配置信息输出方向为 SNMP - -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

哪些信息能够发送出去、

信息的时间戳格式等。如

果用户定义输出调试信

息，则需要打开相应模块

的调试开关 

Switch 

SNMP 特性配置 - 请参考“SNMP RMON 操

作”章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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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网管工作

站 
和交换机的 SNMP 配置保持

一致 - - 

 

(7) 配置信息发送日志文件 

表1-10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文件 

设备 配置 缺省值 配置说明 

启动信息中心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

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启动了信息中心，其他

配置才能有效 

配置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向

日志文件输出信息，每

个日志文件允许的大小

为 2 (MBytes)，系统最

多允许保存 5 个日志文

件，日志文件的存放路

径为“cf:/logfile” 

用户可以配置交换机每个

日志文件允许的大小

（1MBytes - 5Mbytes），

允许保存日志文件的个数，

以及日志文件的存放路径 
Switch 

配置信息源 - 

用户可以定义哪些模块、哪

些信息能够发送出去。如果

用户定义输出调试信息，则

需要打开相应模块的调试

开关 

 

1.2.2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1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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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日志主机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2 配置向日志主机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日志主机输出信息 

info-center loghost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host-ip-addr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facility local-number | 
language { chinese | english } ]* } 

取消向日志主机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loghost host-ip-addr

 

请注意配置正确的日志主机 IP 地址。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日志主机上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

级别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3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modu-name是模块名；default代表所有模块；all代表 channelnum通道上除 default
之外的所有信息过滤配置；level 是信息重要级别；severity 是信息级别，在此级别

以下的信息不输出；channel-number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号；channel-name 是要

设置的信息通道名。 

在定义发送到日志主机上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loghost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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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4. 日志主机的配置 

日志主机上的配置要和交换机上对日志主机的配置保持一致。日志主机的相关配置

可以参考后面的配置举例。 

1.2.3  配置信息发送到控制台 

配置信息发送到控制台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4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控制台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5 配置向控制台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 Console 方向输出信息 info-center console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取消向 Console 方向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console channel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控制台上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级

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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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6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al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在定义发送到控制台上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Console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用户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

此配置将影响到用户看到的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说明： 

loghost 信息的时间戳格式不受影响。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7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 
boot | date | none } 

禁止输出时间戳字段 undo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4.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对于交换机发往控制台的日志、调试和告警信息，用户需要首先在交换机上打开相

应的日志、调试和告警显示功能，才能从控制台上观察到输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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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用户在配置了发往控制台的信息为日志信息后，需要在交换机上使用命

令 terminal logging 打开终端显示日志信息功能，这样用户才可能从控制台上观察

到交换机发送过来的日志信息。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8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操作 命令 

打开终端显示调试信息功能 terminal debugging 

关闭终端显示调试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debugging 

打开终端显示日志信息功能 terminal logging 

关闭终端显示日志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logging 

打开终端告警信息显示功能 terminal trapping 

关闭终端显示告警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trapping 

 

缺省情况下，系统关闭终端显示调试信息功能。 

1.2.4  配置信息发送到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 

配置信息发送到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19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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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 配置向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输出信息 info-center monitor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取消向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monitor channel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

信息的级别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1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在定义发送到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monitor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说明： 

同时有多个 Telnet 用户或哑终端用户时，各个用户之间共享一些配置参数，其中包

括按模块过滤设置，中英文选择，信息级别阈值，某一个用户改变这些设置时，在

别的用户端也有所反映。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用户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

此配置将影响到用户看到的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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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2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 boot | date | 
none } 

禁止输出时间戳字段 undo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4.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对于交换机发往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的日志、调试和告警信息，用户需要首先在交

换机上打开当前终端显示功能，然后打开相应的终端信息显示功能，才能从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上观察到输出的信息。 

例如，如果用户在配置了发往控制台的信息为日志信息后，需要在交换机上使用命

令 terminal monitor 打开当前终端显示功能，然后使用命令 terminal logging 打开

终端日志信息功能，这样用户才可能从 Telnet 终端或哑终端上观察到交换机发送过

来的日志信息。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3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操作 命令 

打开终端信息显示系统日志发送的调试/日志/
告警信息功能 terminal monitor 

关闭终端显示上述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monitor 

打开终端显示调试信息功能 terminal debugging 

关闭终端显示调试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debugging 

打开终端显示日志信息功能 terminal logging 

关闭终端显示日志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logging 

打开终端告警信息显示功能 terminal trapping 

关闭终端显示告警信息功能 undo terminal trapping 

 

1.2.5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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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日志缓冲区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5 配置向日志缓冲区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日志缓冲区输出信息 info-center logbuffer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size buffersize ]* 

取消向日志缓冲区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logbuffer [ channel | size ]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向内存缓冲区输出信息，内存缓冲区的大小为 512。即内存缓

冲区最多可容纳 512 条消息。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日志缓冲区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

级别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6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modu-name 是模块名；default 代表所有模块；all 代表清除 channelnum 通道上除

default 之外的所有信息过滤配置；level 是信息重要级别；severity 是信息级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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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级别以下的信息不输出；channel-number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号；channel-name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名。 

在定义发送到日志缓冲区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logbuffer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用户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

此配置将影响到用户看到的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7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 boot | 
date | none } 

禁止输出时间戳字段 undo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1.2.6  配置信息发送到告警缓冲区 

配置信息发送到告警缓冲区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8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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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告警缓冲区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29 配置向告警缓冲区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告警缓冲区输出信息 info-center trapbuffer [ size buffersize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取消向告警缓冲区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trapbuffer [ channel | size ]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向告警缓冲区输出信息，内存缓冲区的大小为 256。即内存缓

冲区最多可容纳 256 条消息。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告警缓冲区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

级别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0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在定义发送到告警缓冲区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trapbuffer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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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用户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

此配置将影响到用户看到的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1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 boot | date | 
none } 

禁止输出时间戳字段 undo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1.2.7  配置信息发送到 SNMP 网管 

配置信息发送到 SNMP 网管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2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 SNMP 网管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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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配置向 SNMP 网管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 SNMP 输出信息 info-center snmp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取消向 SNMP 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snmp channel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 SNMP 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级别

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4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modu-name 是模块名；default 代表所有模块；all 代表清除 channelnum 通道上除

default 之外的所有信息过滤配置；level 是信息重要级别；severity 是信息级别，在

此级别以下的信息不输出；channel-number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号；channel-name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名。 

在定义发送到 SNMP 网管上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

为 SNMP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用户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配置日志信息、调试信息和告警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

此配置将影响到用户看到的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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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操作 命令 

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 boot | 
date | none } 

禁止输出时间戳字段 undo info-center timestamp { log | trap | debugging } 

 

4. 交换机上 SNMP 的配置和网管工作站的配置 

为了使信息可以正确发送到 SNMP 网管，交换机上还需要对 SNMP 进行配置，同

时在远端的网管工作站上也需要作相应的配置。这样才能在网管工作站上获得正确

的信息。SNMP 可以参见《系统分册》的“SNMP 操作”部分。 

1.2.8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文件 

配置信息发送到日志文件需要经过如下配置。 

1. 开启信息中心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6 开启或关闭信息中心 

操作 命令 

开启信息中心 info-center enable 

关闭信息中心 undo info-center enable 

 

  说明： 

信息中心缺省情况下处于开启状态。信息中心开启时，由于信息分类、输出的原因，

在处理信息较多时，对系统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2. 在交换机上配置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7 配置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 

操作 命令 

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 

info-center logfile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size logfile-size | directory directory | number 
logfile-num ]*  
info-center logfile [ flush ] 

取消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 undo info-center logfile [ channel | size | directory | 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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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向日志文件输出信息，每个日志文件允许的大小为 2 (MBytes)，
系统最多允许保存 5 个日志文件，日志文件的存放路径为“cf:/logfile”。 

3. 在交换机上配置信息源 

本配置可以定义发送到日志文件的信息是哪些模块产生的、信息的类型、信息的级

别等。 

请在系统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 

表1-38 定义信息源 

操作 命令 

定义信息源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 debu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log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trap { level severity | 
state state }* ]* 

删除信息源的配置 undo info-center source { modu-name | default | all }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modu-name 是模块名；default 代表所有模块；all 代表清除 channelnum 通道上除

default 之外的所有信息过滤配置；level 是信息重要级别；severity 是信息级别，在

此级别以下的信息不输出；channel-number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号；channel-name
是要设置的信息通道名。 

在定义发送到日志文件的信息时 channel-number 或者 channel-name 要设定为

logfile 方向对应的通道。 

对每个信息通道设有一条缺省记录，它的模块名为 default，模块号为 0xffff0000，
但对于不同信息通道，此记录对日志、告警、调试类信息的缺省设置值可能不同。

当某一个模块在此通道中没有明确的配置记录时，系统使用这条缺省的配置记录。 

  说明： 

当用户需要查看交换机某些模块的调试信息时，需要在配置信息源时将信息类别选

择为 debugging，同时使用 debugging 命令开启相应模块的调试开关。 

 

1.3  信息中心的显示和调试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信息中心的运

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

令可以将信息中心统计信息清除。 

请在用户视图下进行下列操作。display 命令还可以在任意视图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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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信息中心显示和调试 

操作 命令 

显示信息通道的内容 display channel [ channel-number | 
channel-name ] 

显示系统日志的配置及内存缓冲区记录的信息 display info-center 

显示交换机日志缓冲区的状态和缓冲区记录的

日志信息 

display logbuffer [ summary ] [ size 
sizenum | [ reverse ] | level { levelnum | 
emergencies | alerts | critical | errors | 
warnings | notifications | informational | 
debugging } ] * [ | { begin | include | 
exclude } text ] 

显示交换机日志缓冲区的概要信息 display logbuffer summary [ level 
severity ] 

显示交换机告警缓冲区的状态和缓冲区记录的

告警信息 

display trapbuffer [ summary ] [ level 
[ levelnum | emergencies | alerts | critical 
| debugging | errors | informational | 
notifications | warnings ] ] [ size sizenum]

清除日志缓冲区内的信息 reset logbuffer 

清除告警缓冲区内的信息 reset trapbuffer 

 

1.4  信息中心配置举例 

1.4.1  日志发送到 UNIX 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的日志信息发送到 UNIX 日志主机上，日志主机的 IP 地址为 202.38.1.10，
重要级别高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将会发送到日志主机上，输出语言为英文，

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为 ARP 和 IP。 

2. 组网图 

Switch PC

Network

 
图1-1 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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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交换机上的配置 

# 开启信息中心。 

[H3C] info-center enable 

# 将 IP 地址为 202.38.1.10 的主机用作日志主机，设置重要级别阈值为

informational，输出语言为英文，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为 ARP 和 IP。 

[H3C] info-center loghost 202.38.1.10 language english 

[H3C] info-center source arp channel loghost log level informational 

[H3C] info-center source ip channel loghost log level informational 

(2) 日志主机上的配置 

此配置是在日志主机上进行的配置。下面的配置示例是在 SunOS 4.0 上完成的，在

其它厂商的 Unix 操作系统上的配置操作基本与之相同。 

第一步：以超级用户（root）的身份执行以下命令。 

# mkdir /var/log/H3C 

# touch /var/log/H3C/information 

第二步：以超级用户（root）的身份编辑文件/etc/syslog.conf，加入以下选择/动作

组合（selector/action pairs）。 

# H3C configuration messages 

local4.info    /var/log/H3C/information 

  说明： 

在编辑/etc/syslog.conf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注释只允许独立成行，并以字符#开头。 
 选择/动作组合之间必须以一个制表符分隔，而不能输入空格。 
 在文件名之后不得有多余的空格。 
 /etc/syslog.conf 中指定的设备名及接受的日志信息级别与交换机上配置的

info-center loghost 和 info-center loghost a.b.c.d facility 应保持一致，否则日志

信息可能无法正确输出到日志主机上。 

 

第三步：当日志文件 information 建立且/etc/syslog.conf 文件被修改了之后，应通过

执行以下命令给系统守护进程 syslogd 一个 HUP 信号来使 syslogd 重新读取它的配

置文件/etc/syslog.conf。 

# ps -ae | grep syslogd 

147 

# kill -HUP 147 

进行以上操作之后，交换机系统就可以在相应的日志文件中记录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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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日志主机记录工具（facility）、信息级别阈值（severity）、模块名称（filter）以及

syslog.conf 文件，可以进行相当细致的分类，达到信息筛选的目的。 

 

1.4.2  日志发送到 LINUX 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的日志信息发送到 LINUX 日志主机上，日志主机的 IP 地址为 202.38.1.10，
重要级别高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将会发送到日志主机上，输出语言为英文，

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为所有模块。 

2. 组网图 

Switch PC

Network

 
图1-2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交换机上的配置 

# 开启信息中心。 

[H3C] info-center enable 

# 将 IP 地址为 202.38.1.10 的主机用作日志主机，设置重要级别阈值为

informational，输出语言为英文，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为所有模块。 

[H3C] info-center loghost 202.38.1.10 language english 

[H3C] info-center source default channel loghost log level informational 

(2) 日志主机上的配置 

此配置是在日志主机上进行的配置。 

第一步：以超级用户（root）的身份执行以下命令。 

# mkdir /var/log/H3C 

# touch /var/log/H3C/information 

第二步：以超级用户（root）的身份编辑文件/etc/syslog.conf，加入以下选择/动作

组合（selector/action pairs）。 

# H3C configuration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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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7.info    /var/log/H3C/information 

  说明： 

在编辑/etc/syslog.conf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注释只允许独立成行，并以字符#开头。 
 选择/动作组合之间必须以一个制表符分隔，而不能输入空格。 
 在文件名之后不得有多余的空格。 
 /etc/syslog.conf 中指定的设备名及接受的日志信息级别与交换机上配置的

info-center loghost 和 info-center loghost a.b.c.d facility 应保持一致，否则日志

信息可能无法正确输出到日志主机上。 

 

第三步：当日志文件 information 建立且/etc/syslog.conf 文件被修改了之后，应通过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系统守护进程 syslogd 的进程号，杀死 syslogd 进程，并重新用-r
选项在后台启动 syslogd。 

# ps -ae | grep syslogd 

147 

# kill -9 147 

# syslogd -r & 

  说明： 

对 LINUX 日志主机，必须保证 syslogd 进程是以-r 选项启动。 

 

进行以上操作之后，交换机系统就可以在相应的日志文件中记录信息了。 

  说明： 

日志主机记录工具（facility）、信息级别阈值（severity）、模块名称（filter）以及

syslog.conf 文件，可以进行相当细致的分类，达到信息筛选的目的。 

 

1.4.3  日志发送到控制台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的重要级别高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将会发送到控制台上，输出语言为

英文，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为 ARP 和 IP。 

2. 组网图 

SwitchPC

Console

 
图1-3 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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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交换机上的配置： 

# 开启信息中心。 

[H3C] info-center enable 

# 配置控制台日志输出，允许 ARP 和 IP 模块的日志输出，重要级别限制为

emergencies～informational。 

[H3C] info-center console channel console 

[H3C] info-center source arp channel console log level informational 

[H3C] info-center source ip channel console log level informational 

# 打开终端显示功能。 

<H3C> terminal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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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远程供电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远程供电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远程供电特性简介  

配置远程供电 远程供电配置

查询远程供电配置的运行情况以及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远程供电配置的显示

配置举例 综合组网案例

 

1.1  远程供电特性简介 

1.1.1  交换机 PoE 特性 

支持 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功能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

在配备了外置供电设备和支持 PoE 供电的单板后，就可以以双绞线为传输介质向远

端下挂 PD（Powered Device）设备（IP Phone、WLAN AP、Network Camera 等）

提供 48V 直流电源，实现对下挂 PD 设备远程供电。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 LEGACY 供电标准。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也可

以对不符合 LEGACY 标准的 PD 设备供电。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所使用的供电电源由主控板统一管理，S9500 系列路由

交换机上所插入每块支持 PoE 的单板均可视为一台供电方 PSE（Power 

Sourcing Equipment）设备，每块单板对板内所有端口的供电进行独立管理。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可通过 3/5 类双绞线的信号线（1、3、2、6）同时进行

供电和数据传输，也可通过转接设备向只支持空闲线（4、5、7、8）方式受电

的 PD 设备进行供电。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通过分布在接口板上的以太网电接口对外供电，同一时

刻每块接口板最多可以向 48 台下挂设备进行远程供电，最长供电距离为

100m。 

 每个以太网口向下挂设备提供的最大功率为 15.4W。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进行远程供电时，对外提供的最大总功率为 4500W

（220V）/2250W（110V），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会根据当前对外提供的功

率判断是否对检测到的下一个设备进行远程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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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利用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对下挂 PD 设备进行远程供电时，远端受电方设备可

以不接外接电源。 
 如远端受电方设备连有外接电源，此时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与远端设备的外

接电源对受电方 PD 设备进行电源冗余备份。 

 

1.1.2  PSE4500-A 外置电源系统 

如果外置供电设备使用 PSE4500-A 电源系统，其电源分配情况如下：  

(1) 在 110V（AC）输入电压的情况下： 

 PSE4500-A 电源系统的单个或者两个电源模块最大可以提供 1200W 功率； 

 如果 PSE4500-A 电源系统的电源模块采用 2＋1 冗余备份，功率输出是

2500W，其中一个电源模块起备份作用。 

(2) 在 220V（AC）输入电压的情况下： 

 PSE4500-A 电源系统的单个模块最大可以提供 2500W 的功率，两个模块最大

可以提供 4500W 的功率，采用 1＋1 备份时，最大输出功率是 2500W； 

 如果 PSE4500-A 电源系统的电源模块采用 2＋1 冗余备份，最大输出功率是

4500W，其中一个电源模块起备份作用。 

1.1.3  支持 PoE 供电的单板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接口板中，GV48 型号的接口板支持 PoE 供电： 

  注意： 

 当实际供电功率超出设置值后，优先级较低的供电端口将被取消供电，以满足高

优先级的端口供电。 
 为了“最后一个 PD”的供电保证以及提供冗余功率防止瞬间单板功耗上升，芯

片默认预留了 19W 的缓冲。举例来说，当设置单板最大供电功率为 400W 的时

候，只能保证 381W 可以快速响应稳定供电。 
 目前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的 POE 单板可设置的供电范围是 37W～740W，缺

省情况下，POE 单板的供电功率为 740W。 

 

1.2  远程供电配置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可以自动检测连接的设备是否需要远程供电，并对需要远程

供电的设备进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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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组网需要，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设置交换机整机对外提供的 PoE 最

大功率； 

 可以通过命令行设置单板的最大供电功率； 

 可以通过命令行分别控制不同 PoE 端口远程供电特性（使能/关闭端口的远程

供电特性、设置端口的最大供电功率、设置端口供电方式、设置端口供电优先

级）。 

1.2.1  远程供电配置 

远程供电配置过程如下： 

表1-1 S9500 交换机远程供电配置 

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2 配置交换机整机供电的最

大功率 
poe power max-value 
max-value 

可选；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整

机的最大供电功率为
4500W 

3 使能单板的POE供电功能 poe enable slot slot-num 
必选； 

缺省情况下，单板关闭

POE 供电功能 

4 使能单板对下挂 PD 设备

的兼容性检测功能 
poe legacy enable slot 
slot-num 

可选； 

缺省情况下，单板对下

挂 PD 设备的兼容性检

测功能关闭 

5 配置交换机对单板POE供

电的管理方式 

poe power-management 
{ auto | manual } slot 
slot-num 

可选；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对

单板 POE 供电的管理

方式为手动方式 

6 进入以太网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此命令执行后，端口视

图提示符和所选的端

口类型有关 

7 使能端口远程供电特性 poe enable 
可选； 

端口供电功能默认为

禁止 

8 设置端口供电的最大功率 poe max-power max-power

可选；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 PD
设备的功率设置端口

供电的最大功率，缺省

情况下，max-power 为
15400 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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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9 设置端口供电方式 poe mode { signal | spare| 
auto } 

S9500 只支持信号线

供电方式，缺省情况

下，端口供电的方式为

采用信号线供电 

10 设置端口供电优先级 poe priority { critical | high 
| low } 

可选；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设置端口供电优先

级，缺省情况下，端口

的供电优先级为 low 

 

取消相关配置可以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具体的参数说明请参见命令手册。 

  说明： 

 设置单板最大功率之前需保证交换机剩余功率不小于单板的满功率，单板的功率

范围是 37～740 瓦。 
 如果用户在有保留功率的空槽位插入不支持 PoE 的单板，该槽位的保留功率会

自动回收。 
 在单板对外供电接近满负荷的情况下，如果有新的 PD 设备接入，此时交换机要

结合端口设置的 PD 供电优先级对新接入的 PD 设备进行响应。 
 所有端口供电优先级是基于板级的，即端口供电优先级比较是不能跨板比较的。 
 端口的当前功率、当前电压和当前电流采样周期为 1 秒，接口板的当前功率采样

周期为 1 分钟；端口和接口板的峰值功率、平均功率采样周期为 5 分钟。 

 

1.3  远程供电配置的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S9500 交换机远程供电配置的显示 

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1 显示指定端口的供电状态

或者所有端口的供电状态 

display poe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 ]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执行 display poe interface
命令表示显示所有端口的供

电状态 

2 
显示交换机指定端口的供

电功率信息或者所有端口

的的供电功率信息 

display poe interface 
power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 ]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执行 display poe interface 
power 命令表示显示所有端

口的供电功率信息 

3 显示各个单板的供电状态

和供电功率信息 display poe pse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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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4 显示交换机上进行 PoE 供

电的单板的信息 
display poe slot 
slotnum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1.4  综合组网案例 

1. 组网需求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有两块支持远程供电的单板，分别插在第 3 和第 5 号槽

位 

 GigabitEthernet3/1/1 到 GigabitEthernet3/1/48 接 入 IP 电 话 ，

GigabitEthernet5/1/1 到 GigabitEthernet5/1/48 接入 AP(Access Point)设备 

 GigabitEthernet3/1/23 和 GigabitEthernet3/1/24 下接的 IP 电话暂不需要 PoE

功能 

 GigabitEthernet3/1/48 留给网管自己使用，需要较高的优先级 

 给 3 号槽单板分配 400 瓦功率，5 号槽单板满功率 

 GigabitEthernet5/1/15 下接的 AP 设备的功率不能超过 9000 毫瓦 

2. 组网图 

Network

S8500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48

GigabitE

GigabitEt

IP Phone AP AP
IP Phone IP Phone IP Phone AP AP

thernet5/1/1

hernet5/1/48

 
图1-1 远程供电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设置第 3 号槽位单板最大功率为 400 瓦；由于缺省状况下各单板的功率为满功率，

第 5 号槽位的单板不需再作配置。 

[H3C] poe max-power 400 slot 3 

# 使能端口 GigabitEthernet3/1/1 和 GigabitEthernet3/1/48 的远程供电功能。 

[H3C-GigabitEthernet3/1/1] poe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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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GigabitEthernet3/1/2] poe enable 

[H3C-GigabitEthernet3/1/3] poe enable 

依次类推，一直连续配置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3/1/48 

# 使能端口 GigabitEthernet5/1/1 和 GigabitEthernet5/1/48 的远程供电功能。 

[H3C-GigabitEthernet5/1/1] poe enable 

[H3C-GigabitEthernet5/1/2] poe enable 

[H3C-GigabitEthernet5/1/3] poe enable 

依次类推，一直连续配置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5/1/48 

# 设置 GigabitEthernet3/1/48 对外供电的优先级为 critical，保证在不中断其他端口

供电的前提下优先对 GigabitEthernet3/1/48 端口连接的设备供电。 

[H3C-GigabitEthernet3/1/48] poe priority critical 

# 设置 GigabitEthernet5/1/15 的端口最大供电功率为 9000 毫瓦。 

[H3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5/1/15 

[H3C-GigabitEthernet5/1/15] poe max-power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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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的配置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的基本原理

和概念 PoE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简介  

了解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的配置任务

及配置过程 PoE外置电源模块监控配置

查询电源监控模块的运行情况以及查看显示

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查询电源监控模块信息

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1：PoE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

压告警阈值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2：PoE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

压告警阈值配置举例

配置举例 3：PoE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组网

配置举例

 

2.1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简介 

支持 PoE 功能的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能通过 POE 外置电源系统上的电源监控

模块，对 PoE 外置电源模块进行监控。 

2.2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配置 

 配置PoE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告警阈值 

 配置PoE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告警阈值 

2.2.1  配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告警阈值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通过 PoE 电源监控模块，能够对输入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

交流电的电压告警阈值进行设置，实现了对输入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电电压的

实时监控。 

PoE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告警阈值配置任务如表 2-1所示。 

表2-1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告警阈值配置任务 

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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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配置项 命令 说明 

2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

输入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 

poe-power 
input-thresh upper 
string 

必选：最大值为
264.0V 

3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

输入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 

poe-power 
input-thresh lower 
string 

必选：最小值为 90.0V

4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

输入的状态 
display poe-power 
ac-input state 

可选：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说明： 

 用户可以在满足条件的范围内选取适当值进行阈值设置，但是要保证下限值必须

小于上限值； 
 在输入交流电为 220V 的情况下，建议用户把输入交流电的过压告警值设置为

264V，欠压告警值设置为 181V； 
 在输入交流电为 110V 的情况下，建议用户把输入交流电的过压告警值设置为

132V，欠压告警值设置为 90V。 

 

2.2.2  配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告警阈值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通过 PoE 电源监控模块，能够对从 PoE 外置电源模块输出

的直流电的电压告警阈值进行设置，实现了对 PoE 外置电源模块输出的直流电电压

的实时监控。 

PoE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告警阈值配置任务如表 2-2所示。 

表2-2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告警阈值配置任务 

序号 操作 命令 说明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2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

出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 

poe-power 
output-thresh 
upper string 

必选：取值范围是

55.0～57.0V 

3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

出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 

poe-power 
output-thresh 
lower string 

必选：取值范围是

45.0～47.0V 

4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

出的状态 
display poe-power 
dc-output state 

可选：该命令可在任

意视图下执行 

5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

出的（电压/电流）数值 
display poe-power 
dc-output value 

可选：该命令可在任

意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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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输入交流电为 220V 或者 110V 的情况下，建议用户把 PoE 外置电源模块输出直

流电的欠压告警值都设置为 45.0，过压告警值都设置为 57.0。 

 

2.3  查询电源监控模块信息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查询配置后交换机远程

供电功能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3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信息 

序号 操作 命令 说明 

1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基

本信息 

display 
supervision-module 
information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2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告

警信息 
display poe-power 
alarm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3 查询 PoE 外置电源的交流配

电开关的数目及当前状态 
display poe-power 
switch state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

下执行 

 

具体显示信息的描述请参见命令手册。 

2.4  PoE 外置电源模块配置举例 

2.4.1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告警阈值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输入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电进行电压过压告警设置，告警阈值为

264.0V 

 对输入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电进行电压欠压告警设置，告警阈值为

181.0V。 

2.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为 264.0V。 

[H3C] poe-power input-thresh upper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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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为 181.0V。 

[H3C] poe-power input-thresh lower 181.0 

#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的状态。 

[H3C] display poe-power ac-input state 

2.4.2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告警阈值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 PoE 外置电源模块输出的直流电进行电压过压告警设置，告警阈值为

57.0V。 

 对 PoE 外置电源模块输出的直流电进行电压欠压告警设置，告警阈值为

45.0V。 

2.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为 57.0V。 

[H3C] poe-power output-thresh upper 57.0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为 45.0V。 

[H3C] poe-power output-thresh lower 45.0 

#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的状态。 

[H3C] display poe-power dc-output state 

# 查询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的电压/电流具体值。 

[H3C] display poe-power dc-output value 

2.4.3  PoE 外置电源模块监控特性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9500 系列路由交换机支持远程供电的单板插在 3 号槽位。 

 GigabitEthernet3/1/1 到 GigabitEthernet3/1/48 接入 IP 电话。 

 按照用户建议值，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输入交流电压和输出直流电压的

告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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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GigabitEthernet3/1/1- GigabitEthernet3/1/48

Network

IP PhoIP Phone IP Phone ne

S8500

IP Phone  
图2-1 电源监控模块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H3C> system-view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为 264.0V。 

[H3C] poe-power input-thresh upper 264.0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交流输入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为 181.0V。 

[H3C] poe-power input-thresh lower 181.0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的过压告警阈值为 57.0V。 

[H3C] poe-power output-thresh upper 57.0 

# 设置 PoE 外置电源模块的直流输出电压的欠压告警阈值为 45.0V。 

[H3C] poe-power output-thresh lower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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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时钟模块配置 

下表列出了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您需要…… 请阅读…… 

了解系统时钟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时钟模块简介  

了解系统时钟的配置任务及配置过程 配置时钟模块

显示配置后系统时钟的运行情况 时钟模块的显示

系统时钟的配置举例 时钟模块配置举例

 

1.1  时钟模块简介 

时钟模块负责向各业务接口板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 SDH 38.88MHz 时钟信号，

完成输入时钟源的自动选择、软件锁相功能，并实时监测单板的时钟状态。时钟管

理模块是主控板上系统运行管理模块的一个分支，负责把网管和命令行下发的时钟

命令送到主控板上的时钟板上并对时钟板的响应进行处理，同时对时钟板主动上报

的消息也进行相应处理。 该模块支持时钟板的硬件复位。 

目前时钟模块支持 18 路时钟源，每路时钟源都有相应的槽位对应，硬件决定了这种

对应关系。以下是 S9500 系列交换机的时钟源槽位对应关系图。 

slo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9502    clock    - 7   5   8   - - - - - - - - - -
9505    clock    - - 3   10 11 18  12 - - - - - - - -
9508    clock    5   8   4   9   - - 3    10   11  18    - - -
9512    clock    6   7   5   8   4   9    - - 3   10    11  18  1

slo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9502    clock    - 7   5   8   - - - - - - - - - -
9505    clock    - - 3   10 11 18  12 - - - - - - - -
9508    clock    5   8   4   9   - - 3    10   11  18    - - -
9512    clock    6   7   5   8   4   9    - - 3   10    11  18  1

2 13

-
2  17               

2 13

-
2  17               

 
图1-1 线路时钟源与槽位的对应关系 

1.2  配置时钟模块 

表1-1 配置时钟模块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设置主控板时钟模块的工作

模式 
clock { auto | manual 
source source-no } 

可选； 

缺省情况下，主控板时钟模块

的工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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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设置参考源优先级 clock priority value source 
source-no 

可选； 

缺省情况下，时钟源优先级为
255 

设置 SSM 级别 
clock ssm { dnu | lnc | prc | 
sets | tnc | unknown } 
source source-no 

可选； 

缺省情况下，所有时钟源的

SSM 级别为 unknown 

设置 Bits 时钟源的时隙 
clock sa-bit { sa4 | sa5 | sa6 
| sa7 | sa8 } source 
source-no 

可选； 

缺省情况下，Bits 时钟源的时

隙为 sa4 

设置 SSM 是否提取标识 clock forcessm { on | off } 
source source-no 可选 

设置强制停止预热 clock stop warm-up 可选 

设置 SSM 参与控制 clock ssmcontrol { on | off }
可选； 

缺省情况下时钟模块 SSM 功

能不参与控制。 

选择线路时钟源的输出端口 clock lpuport slot slotid 
card cardid port portid 可选 

 

1.3  时钟模块的显示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主控板时钟模

块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主控板时钟模块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查询时钟设备详细信息 display clock device 

查询时钟设备版本信息 display clock version 

查询时钟设备的 D/A 值 display clock d/a 

查询时钟的相位基准 display clock basephase 

查询线路板输出时钟源的端口 display clock lpuport 

查询 18 路时钟源的状态 display clock source 

查询时钟自检结果 display clock self-test-result 

查询 18 路时钟源优先级 display clock priority 

查询 18 路时钟源的 SSM 级别 display clock ssm-level 

查询时钟 SSM 输出级别 display clock ssm-output 

查询时钟锁相状态 display clock phase-lock-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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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查询时钟工作模式 display clock work-mode 

查询时钟模块当前配置 display clock config 

 

1.4  时钟模块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两台 S9500 交换机通过 WAN 接口相连，交换机的主控板上需要带时钟扣板，

可以设置时钟相关的参数。 

 S9500 A 交换机的时钟由主控板上的时钟扣板提供，S9500 B 交换机上的时钟

通过提取线路时钟保持同 S9500 A 交换机的 SDH 线路同步。 

 第一条线路通过 Cpos 端口相连接；第二条链路通过 e1t1 单板端口相连； 

 S9500 A 所有单板时钟信号由主控板上的时钟扣板内部提供。 

 S9500B 上的所有单板时钟信号通过主控板上的板时钟扣板提取 Cpos 单板上

送的时钟源，然后输出到所有接口板。 

2. 组网图 

SDH 网络

S9500 BS9500 A

 
图1-2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S9500 A 上的配置（配置主时钟）。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con cpos 7/1/1 

# 设置端口为主时钟模式，此时的时钟信号为时钟扣板内部直接提供的 38.88MHz
时钟信号。 

[H3C-Cpos7/1/1] clock master 

# S9500 B 上的配置（配置从时钟）。 

<H3C>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H3C] con cpos 7/1/1 

# 设置端口时钟为从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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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Cpos7/1/1] clock slave 

# 设置时钟工作模式为人工，跟踪第 10 路时钟源，即 7 号槽。 

[H3C]clock manual source 10  

# 选择通过 CPOS 的 1 号端口上送时钟扣板跟踪时钟源。 

[H3C]clock lpuport Cpos 7/1/1  

通过以上设置，S9500 B 的其他 WAN 板的时钟频率都是时钟扣板通过 CPOS 板的

1 号端口线路时钟提取出来的。这样保持了整个交换机的各业务接口单板都有一样

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同步 SDH 线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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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缩略语表 

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A 

AAA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 认证、授权和计费 

ABR Area Border Router 区域边界路由器 

AC Access Control 访问控制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存取控制列表 

ADSL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非/不对称数字用户线（环）路 

AFI Address-Family Identifier 地址族标识 

AM Accounting Management 计费管理 

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应用程序界面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地址解析协议 

ASBR Autonomous System Boundary 
Router, AS Boundary Router 自动系统边界路由器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异步转移模式、异步传输模式 

B 

BDR Backup Designated Router 备份指定路由器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边界网关协议 

BOOTP Bootstrap Protocol 引导协议,自举协议 

BPDU 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 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软件包 

BSR BootStrap Router 自举路由器 

BT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British Telecom, BT Group 英国电信 

BUS Broadcast and Unknown Server 广播与未知地址服务器 

C 

CB Cell Broadcast 小区广播 

CCC Credit Card Calling 信用卡呼叫 

CIDR 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 无类域间路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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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CLNP Connectionless Network Protocol 无连接网络协议 

CON Conference Calling 会议呼叫 

COS Class of Service 服务等级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法） 

CV Cost Variance 成本变化 

D 

DA Destination Address 目的地址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MAC Destination MAC 目标 MAC 

DNS Domain Name Server 域名服务器 

DoD Direct Outward Dialing 直接拨出 

DOS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 

DR Designated Router 指定路由器 

DSLAM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ccess 
Multiplexer 数字用户线接入复接器 

DSP Destination Signaling Point 目的信令点 

DTE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数据终端设备 

DU DUration 工期 

DUT device under test 待测器件 

DVMRP Distance Vector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 距离矢量组播路由协议 

E 

EAP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扩展认证协议 

EAPoL EAP over LAN 局域网承载 EAP 协议 

EGP Exterior Gateway Protocol 外部网关协议 

EO End Office 端局 

F 

FDDI Fiber Distributed Data Interface 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 

FEC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前向纠错 

FIB Forward Information Base 转发信息库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FIN Fixed Intelligent Network 有线智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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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送）协议 

G 

GARP General Attribute Registration 
Protocol 一般属性注册协议 

GE Gigabit Ethernet 千兆比特以太网 

GMRP GARP Multicast Registration 
Protocol GARP 组播注册协议 

GRE 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 通用路由封装协议 

GVRP GARP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 GARP VLAN 注册协议 

H 

HA Home Agent 归属代理 

HDLC High level Data Link Control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HGMP Huawei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华为组播管理协议 

HTTP Hyper Text Transport Protocol 超级文本传送协议 

I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 
Authority 因特网地址分配组织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 

ICP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 信息内容供应商 

IDP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个人发展计划 

IDS Informix Dynamic Server Informix 动态服务器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美]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因特网工程任务组 

IF Information Frame 信息帧 

IFM IP Forward Module IP 转发模块 

IGMP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因特网组管理协议 

IGP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 内部网关协议 

ILM Integrated Laser Modulator 集成激光调制器 

ILS Internet Locator Service Internet 定位服务 

IPSEC 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 
extensions IP 协议安全扩展 

IPX Internet Packet Exchange 因特网分组交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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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IS-IS Intermedia System-Intermedia 
System IS-IS 路由协议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P Interim inter-switch Signaling 
Protocol 网间、内交换信令协议 

IST Immediate Service Termination 
(IST) 即时业务终止 

ITU-T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部 

L 

L2F Layer 2 Forwarding 二层转发 

L2TP Layer 2 Tunneling Protocol 二层隧道协议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本地网 

LDP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 标记分发协议/标签分发协议 

LER Label Edge Router 标记边缘路由器 

LIB Indicator Light Immobility Board 指示灯固定板 

LSA Link State Advertisement 链路状态公告（广播） 

LSB Least Signicant Bit 最低位 

LSD Low Speed Data 低速数据 

LSDB Link-State DataBase 链路状态数据库 

LSP Label Switched Path, Label Switch 
Path, Label Switching Path 标签交换路径 

LSR Label Switch Router 标签交换路由器 

M 

MAC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地址(网卡硬件地址） 

MAN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Metropolitan-Area Network 城域网 

MBGP Multiprotocol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多协议边界网关协议 

MIB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管理信息库 

MODEM MOdulator-DEModulator 调制解调器 

MPLS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 多协议标记交换 

MSDP Multicast Source Discovery 
Protocol 组播源发现协议 

MST Multiplex Section Termination 复用段终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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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MSTP Multi-Service Transmission 
Platform 多业务传输平台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U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最大传输单元 

N 

NAPT Network Address and Port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端口转换、网络地址端口

翻译、端口映射 

NAS Narrowband Access Server 窄带接入服务器 

NAT Net Address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转换 

NBMA Non Broadcast Multi-Access 非广播多访问 

NDP Neighbor Discovery Protocol 邻居发现协议 

NET NET Card 交换网板 

NetBIOS Network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网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NHLFE The Next Hop Label Forwarding 
Entry 下一跳标记转发入口 

NLRI Network Layer Reachable 
Information 网络层可达信息 

NSAP Network Service Access Point 网络业务接入点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网络时间协议 

O 

OAM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运行管理和维护 

OC-3 OC-3 光纤载波等级 3 

OSI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开放系统互连（模型） 

OSPF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 

P 

PAP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密码验证协议 

PAT Port Address Translation 端口地址转换 

PDU Protocol Data Unit 协议数据单元 

PHY Physical Sublayer & Physical 
Layer 物理子层,物理层 

PIM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协议无关组播（协议） 

PIM-DM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Dense Mode 密集模式协议无关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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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PIM-SM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Sparse Mode 稀疏模式协议无关组播 

PPP Peer-Peer Protocol 端对端协议 

PPTP Point to Point Tunneling Protocol 点对点隧道协议 

PSE Packet Switching Exchange 分组交换机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用交换电话网 

PVC Permanent Virtual Channel 永久虚通路、永久虚拟通道 

Q 

QoS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 

R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远端用户拨入鉴权服务 

RD Router Distinguisher 路由器标识 

RFC Remote Feature Control 远端业务控制 

RIP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路由信息协议 

RMON remote monitoring 远端监视 

RP Rendezvous Point 汇集点 

RPC Raman Pump Amplifier Unit For 
C-band C 波段 Raman 驱动单元 

RPF Reverse Path Forwarding 逆向路径转发、反转路径转发 

RPR Resilient Packet Ring 弹性分组环 

RPT Rendezvous Point Tree 共享树/汇集树 

RRP Resource Requirements Planning 资源需求计划 

RS Regenerator Section 再生段 

RSA Remote RSA Interface Board 远端用户模块接入板 

RSVP 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 资源预留协议 

S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同步数字体系、同步数字系列 

SDRAM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SEL Clock Selection Control Board 时钟选择控制板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简单网管协议

SNP Subnetwork Termination Point 子网终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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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语解释 中文解释 

SONET 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同步光网络，同步光纤网 

ST Segment Type 分段类型 

T 

TACACS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 终端访问控制器控制系统协议 

TCI Terminal Interface Board 终端接口板 

TCP Transfer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TFTP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普通文件传送

协议 

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传输层安全 

TOS Type of Service 服务类型 

TTL time to live 生存时间 

U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用户数据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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