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专家视角

典型架构下数据中心新型网络技术
的应用和实现
海口办事处 黄辉

本文描述了在现今大数据背景之下，数据中心或者大型数据机房如何处理海量的数据

交换，原有的架构是否可以复用，有什么新的方法或技术可以解决新时代的网络问题。

一、前言

这次的分享，如下图所示，主要解决的是数据中心内部互联和

数据中心之间互联的关系。

二、虚拟化数据中心的扩张——TRILL

随着数据中心互联的到来，“虚拟化”、“大二层”概念的提出和

落地，在传统的网络设计中，我们遇到的典型网络结构为 “核心→汇

聚→接入”，三层网关通常被部署在汇聚设备上，一个二层 VLAN 的

范围被限制在一台汇聚交换机之下，所有的二层之间都运行 STP 协

议，阻断多余的路径，从而防止环路的发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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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会造成以下几个困扰：1、路径选择的非最优，两个

网桥之间只能有单一的可达路径，最短路径只是从根桥的角度去判

断的；2、带宽闲置不用，为了二层逻辑拓扑不存在环路，冗余链路

被 Blocking ；3、控制平面缺乏安全，根桥是按照 Switch-ID 选举

出来的 , 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造成故障；4、链路故障的收敛缓慢并且

不可靠 , 即使使用 RSTP，也会出现数秒的服务中断。

针对这个问题，思科和 IETF 分别推出了 FabricPath 和 Trill，

由于思科的 FabricPath 属于私有协议，我们重点分析下公开标准

TRILL 协议。

TRILL 在网络中实际运行的是一个简化版本的 IS-IS 协议，不

再依赖 MAC 地址进行寻址，而是依靠交换机 RBridges 工作，在节

点交换 IS-IS 信令构件路由表，IS-IS 协议会事先计算出最优路径做

为数据转发的依据。

如上图，TRILL 网关会为 TRILL 设备增加一个 RBridges 的网

络节点，TRILL 网关会为普通的以太网帧增加一个新的二层包头，

这个包头包含 TRILL 网关地址和 MAC 地址两部分，TRILL 网关

地址是数据帧进入和离开 TRILL 经过的 RBridges，由控制平面的

IS-IS 计算得出，并由 Rbidges 写入新帧头。TRILL 完全按照三层

交换设备的规律工作，新添加的帧头中的 TRILL 网关就是一个三层

地址，数据帧在转发过程中保持 TRILL 网关地址不变，而 MAC 地

址在每一跳转发时都被改写成新的源设备 MAC 地址和下一跳目的设

备 MAC 地址。

数据包在 TRILL 网络中转发过程图

实现的效果图

汇聚层和接入层设备之间可以任意互联，实现了无阻赛，低延

迟转发，同时可以有效避免环路。在配置命令方面，TRILL 配置也

很人性化，简单易懂，下图为华三交换机参考配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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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了打破思科的垄断，以 HP 为首的公司

在原有协议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推出了

VEPA。因为思科是私有协议，我们在这里

重点分析 VEPA。

3.1 标准版 VEPA

标准版 VEPA 的办法就是重写生成树

协议，或者说在接入交换机的下联端口强制

进行反射数据帧的行为。当两个处于同一服

务器内的虚拟机要交换数据时，从虚拟机 A

出来的数据帧首先会经过服务器网卡送往上

联交换机，上联交换机通过查看帧头中自带

的 MAC 地址（虚拟机 MAC 地址），发现目

的主机在同一台物理服务器，因此又将这个

帧送回原服务器，完成寻址转发。如下图。

三、连接虚拟机的交换机——VEPA

随着虚拟机的兴起，虚拟化正成为数据中心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

器被改造成虚拟化平台，服务器的物理网口越来越少，以往 10 个系统就意味着 10 台服务器，

然后对应的是 10 根网线或者光纤。而现在，这 10 个系统可能是驻留在一台物理服务器内的

10 个虚拟机，共享一条上联链路。

从网管员角度上来看，原来针对单个端口的策略已经无法部署，增加了管理难度。在虚

拟机内部交换的流量，甚至都不用经过交换机，通过虚拟机内置的 VEB（vSwitch）即可。

软件 VEB 会消耗内部的 CPU 和内存资源，部分厂家又提出了硬件 VEB，也就是将连接到

vSwitch上的虚拟机直接连接到服务器的硬件网卡上，从而提供更高的转发效率和更低的转

发时延。

虽然 VEB 确实解决了部分的需求，但是目前不管是软件 VEB 和硬件 VEB，都或多或

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缺乏 QOS 机制和二层安全策略，流量镜像功能薄弱；2、网管人

员没有独立的管理界面；3、VEB 交换机部署在二层，理应定义为接入层，但由于承载流量

过杂，简单的物理端口的策略无法直接移植到 VEB上面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思科又一次站了出来，推出了私有协议解决方案 VN-TAG。其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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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增强版 VEPA

增 强 版 VEPA 使 用 了 802.1ad 的

VLAN 堆叠技术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802.1ad 是 IEEE 以太网协议集的一部分，

是对 802.1Q VLAN 的一个增强功能。一

个标准的 802.1Q 以太网帧带有一个 VLAN

标签，而 802.1ad 则是在这个标签之外，再

加上一个标签，俗称 VLAN 堆叠。

如下图，802.1ad 有多个标签头，其

中外层标签为 S-TAG，VEPA 通过给虚拟

机流量打上 S-TAG 和不同的 VLAN ID 来

区分不同的虚拟机流量，从而实现更复杂

的流量需求服务。VEPA 将这种增强模式

下的技术称为“多通道技术（Multichannel 

Technology）”。

四、数据中心互联设计——VPLS

在早期的网络架构中，当多个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机房之间有互联需求时，可以使用运

营商提供的广域网链路将各地地点连接起来。由于跨越了多个三层网络链路，必须通过出口

路由器的 NAT 功能协助才能传递数据。随着云计算的兴起，数据中心的规模越来越大，数

量越来越多，数据中心之间的交互机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跨越三层网关的网络逐渐不能满

足新业务的需求。假若有主备两个数据中心，如果主备中心之间通过一条三层链路互联，那

么对于某些要求所有软件运行在同一个 VLAN 内的系统来说，就需要在主备中心之间启用

NAT 来欺骗上层软件，增加网络部署的复杂度。

因此，在云计算环境下，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链路除了要达到低延时、高带宽等指标外，

还提出了延伸二层网络的需求。其中，主要的玩家有 VPLS 以及思科的 OTV，由于思科的

OTV 属于私有协议，我们重点分析下公开标准 VPLS。

VPLS 网络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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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LS 相当于 ATOM（通过 MPLS 承载

任意传输线路）的一个翻版，只不过 VPLS

能够实现点对多点的链接，凡是加入VPLS

的节点都处于同一个广播域中。

4.1 网络图表说明

CE 是部署在用户机房的设备，是连入

VPLS 的接口，VPLS 的 CE 设备没有特殊

要求，可以是任意一台路由器，无须启用

MPLS 或 VPLS 特殊协议。

PE 设备相当于运营商的网络边界，一

方面它要终结 VPLS 隧道，另一方面它要将

CE 设备接入VPLS 网络。

P 设备是运营商的核心网路由器，负责

告诉转发 MPLS 标签数据，P 设备并不知

道自己转发的数据包是否是 VPLS 数据。

VPLS 在建立隧道的方法上利用了一种

双重隧道的概念。VPLS 的基础是 MPLS

的 Full Mesh 链接（即任意两点之间的直

连链路），又称作 LSP。在这些 LSP 之上，

VPLS 利用 PW（伪线）建立起两个 PE 之

间的连接关系，一条 PW 包括一对单向的点

对点 LSP 链路。

在 VPLS 网络架构图中，PE 节点负责

终结 PW 和 LSP，并针对每一个本地局域

网保存一个 VPLS 实例。VPLS 实例标注出

了同属于一个局域网的 PE 节点，并维护一

个包含这个局域网内的 MAC 地址信息的地

址，类似于交换机上的 FIB。通过动态更新

FIB，PE 路由器便能够获得所有局域网内节

点设备的信息，从而实现二层的数据转发。

4.2  VPLS 缺陷

虽然 VPLS 作为 IETF 的公开标准，是

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二层网络扩展技术，但是

VPLS 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主要概括有以下

三点：

1、由于 VPLS 模拟以太网进行转发，

因此会转发广播流量，除了浪费宝贵的广域

网流量不说，而且在 ARP 学习时，由于面

对是广域网的传播，如果不加节制的学习

MAC 地址，很快 FIB 地址空间就会撑满。

　　2、VPLS 的核心设备是 PE 路由器，

而 PE 设备是运营商部署在网络边界的接入

点，属于运营商的范畴，普通用户难以独立

完成 VPLS 部署。

3、VPLS 部署的前提，用户得有一张

MPLS 核心网，而找出能够维护 MPLS 和

VPLS 的网络 IT 队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人力资源成本上会比较昂贵。

五、虚拟机的移动管理——LISP

在传统的网络结构中，所有的计算设备

都通过固定的网络线缆连接在一起，每台设

备分得一个 IP 地址，所有发出的数据包都

标注了本机唯一的 IP 地址，路由器 / 交换

机依照这个地址进行寻路和转发，大部分服

务器上架后基本不会再移动位置，这个 IP

地址既说明设备在网络中的位置又标注了设

备的身份，一举两得。云计算兴起后，计算

机资源大部分都进行了虚拟化，一台虚拟机

可能会在不同的物理机进行逗留。当一台虚

拟机发生漂移时，其身份在移动前后保持一

致，而寄存的服务器位置发生了变化，然而

由于 IP 地址的天然属性，既代表了设备的

身份又表明了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如果在漂

移后修改 IP 地址，必然导致上层业务对虚拟

机的身份重新识别；如果不改变 IP 地址，则

虚拟机在新的地址空间内可能完全无法通信。

为了改进这一局面，IETF 主导并开发

了基于 LISP 的新一代地址空间框架。LISP

把传统的地址拆分为表明未知的 RLOCs（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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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标识符）和表明身份的 EIDs（节点标识符）。相较于传统的 IP 包，LISP 最大的变化是将

IP 包头分为外层包头和内层包头（如下图）：

外层包头即 RLOCs，表示离目的 EID 最近的 LISP 站点；内层包头携带 EID 信息，是

一个非 LISP 的常规站点。

在 LISP 网络中，每个站点都有独立的 EID，这些站点将数据包发送到离它最近的

LISP 边界路由器完成通信。为了完成这个工作，LISP 在传统的 IP 网络中添加了两个重要的

新单元：

1、ITR—入向隧道路由器

2、ETR—出向隧道路由器

其中，ITR 部署在 LISP 网络的边界，接受非 LISP 站点发来的数据包，并添加上

ROLCs，然后依据 ROOCs 做出转发决定；ETR 的工作恰恰相反，它坐落与 LISP 数据路

径的最后一站，ETR 把接收到的数据包去

掉 RLOCs 信息，还原成普通 IP 包，并转

发给非 LISP 站点。这样，就解决了在云计

算环境中，大量虚拟机迁移可能需要重新搬

移机柜，甚至修改原虚拟机 IP 地址的问题。

六、总结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次的分享内容。随

着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原先的旧有技术已

经不能满足现今数据中心虚拟化部署和快速

扩张的需求，然而，新问题必然伴随着新的

解决方法。概括来讲，在数据中心内部，使

用 TRILL 协议解决连接二层交换机链路的

拓展和收敛问题，连接到每个二层交换机端

口的物理机，使用 VEPA 协议解决二层内部

传输流量黑盒问题；在数据中心之间，使用

VPLS 解决两端数据中心的二层互联问题，

使两端数据中心看起来像在一个局域网之

内，同时使用 LISP 解决虚拟机在不同物理

机漂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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