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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多数的读者看到O ' reilly的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
“为什么封面是一只鸭子？”
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备选封面是一只金光闪闪的独角兽，身上还装饰着彩虹肩带。
对于这个答案读者可能会感到十分好笑，但它确是代表了目前对软件定义网络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的普遍看法，其中包括了许多有丰富经验的网络专业人士
的意见。尽管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鸭子与神话中的独角兽更本质的区别可能是
前者身上的肉更多。

言归正传，对于封面为什么是一只鸭子，我们认为更好的回答是鸭子在水里游动时不只
在水面上有动作，其大部分动作在水下，并不易被人所察觉。在水面下，有一双有力的脚在
划动使鸭子在水面上游弋。鸭子的游动在许多方面与软件定义网络的运作类似。
在大体了解了SDN之后，读者可能会关心几个问题。第一，目前SDN的定义。许多公司
和组织野心勃勃的恢复了自己的商业计划和标准制定组（standards-developing organizations，
SDOs），试图参与SDN标准的制定；第二，SDN的提出完全是为了对现有产品进行重塑，但
奇怪的是有些公司不这么做，他们声称自己四五年前的产品便是SDN的起源，因此他们所做
的一切也都是依照SDN进行的。
按照这样的路子，许多品牌的一切似乎应该在SDN的框架下重新定义。不少创业团队对
SDN提出了十分夸张的预期效应。但在过去的三四年中，这些团队却并未对SDN的建立做出
应有的贡献。
如果观察者们出于政策或信仰的原因倾向于他们各自的网络而忽略了SDN，那么SDN看
起来便像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想法。

现在移动鼠标，点击进入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Gartner hype-cycle）的页面
（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research/methodologies/hype-cycle.jsp）后，我们便可以对SDN目前在
曲线中所处的位置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且可以预测SDN下一步的走向。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也曾努力游说出版社以金光闪闪的独角兽作为本书封面，以体现我
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见解。
两年多来,我们在各种客户会议以及论坛、协会和SDOs的活动中讨论这个话题。同时我
们和许多的创业公司、SDN的研究者以及早期应用者一同工作的经历，使我们相信SDN真正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水面之下的动作”。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才是真正的推动SDN向目标
方向前进：使网络以及网络应用在效率和灵活性两方面达到最优。
现在有实例表明SDN的提出对网络编程,控制模型, 现代计算机网络应用程序接口以及
真正的开放的相关技术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现今通过虚拟化方式对网络节点进行管理已成为潮流，目前这股潮流正是推动SDN发展
的源动力，但SDN技术并不局限于如数据中心这样单一的网络领域中。SDN也不局限于特定
的用户类型(如：研究或教育),应用程序(如：数据中心的流程编制),协议/架构(如：
OpenFlow)。SDN甚至不局限于单一的架构模型(如：有控制中心的标准模型或交换机集群)。
我们希望你能在这本书中看到SDN的这些特点。
在编写本书的第一版时, Thomas·Nadeau和Ken·Gray在瞻博网络公司（Juniper Networks）
的系统平台部门担任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ist’s Office，CTO）。我们都曾不同设备厂
商,如思科公司（Cisco）,和服务提供商,如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BT）、贝尔大西洋(现
在Verizon)这样的公司中任职，有丰富的技术经验。在这本书中，我们尽最大努力包含所有
的相关人员的工作，包括那些并不精通SDN领域相关专业知识却能提供丰富材料的人。在某
些情况下,我们在正文中引用或参考的示例来自于我们从最密切雇主（瞻博网络)那获得的经
验，但这仅仅出于我们雇主也只是调查对象的一部分的原因，或者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可选
择的示例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我们希望读者发现的本书中的任何偏见都是出于偶然的,而不
是刻意的或有失偏颇的。如果书中的错误可以纠正，其内容也可以补充，我们将在随后的版
本中进行修改。以目前SDN的年轻态势和发展速度来看，这样的更新多多益善。在不断的完
善中，使得本书的内容与SDN的发展步调一致。
最后,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广泛且深入的内容获得些许乐趣，并从中得到有用的
信息。对于某些问题，我们在给出材料及其优缺点后，会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给出我们的意
见。

预备知识
对于当前世界上的网络架构，SDN 是一种新方法，但它仍然是网络。当读者开始阅读这
本书时，我们假设读者具备一定程度的网络知识。你不必是网络工程师或相关专业人员，但
需要知道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坦率地说，不过多参与实际工作反而会帮助你对本书内容
的理解。
我们假设读者熟悉以下术语和概念:
OSI 模型
开放系统互连(OSI)模型从技术上将网络定义为七个不同的层次：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这个模型允许网络工程师和网络供应商方
便地讨论或将技术应用于特定的 OSI 层次。这种分割方式可以让工程师把某一网络应用
的整个问题分解为各个离散的部分，以便于管理。每一层都用特定的属性描述，每一层
与相邻层之间交互方式都已明确定义。这 7 个层次以外的知识不是必须掌握的，电子和
光子的微观知识并不会对理解互操作性有所帮助。

交换机（Switches）
这类设备工作在 OSI 模型的第二层，使用本地逻辑寻址（ logical local addressing）的方
法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帧。这类设备广泛存在于以太网及其各类变体网络，VLANs，聚类
网络（aggregates）以及冗余网络（redundancies）当中。

路由器（Routers）
这类设备工作在 OSI 模型的第三层和 IP 子网相互连接的地方。路由器在网络中以逐跳
方式传输数据包。

以太网（Ethernet）
多个终端通过一个共享的基础设备连接到一起，形成一个广播域。主机之间使用 OSI
中第二层的介质访问控制(MAC)地址相互通信。
IP 地址和子网划分（IP addressing and subnetting）
主机使用 32 位二进制 IP 地址相互通信。为了符合人类的习惯，常常使用点分十进制表
示这个地址。
IP 地址包括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通常以类似 192.168.1.1/24 的形式表示。

传输控制协议（TCP）和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OSI 模型第四层中的协议定义了网络上主机之间通信的方法。传输控制协议(TCP)使用面
向连接的方式通信，而用户数据报协议(UDP)使用无连接模式通信。TCP 还具有流量控
制、动态调整窗口/缓存大小以及显式确认等优点。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ICMP）
这个协议可以帮助网络工程师排除网络故障和调整网络运作。在某些平台上，ICMP 协
议是 Ping 通信协议和路由跟踪（Traceroute）的核心。此外, ICMP 协议用于 IP 网络主机
之间通告传输错误和其他消息。

数据中心（Data center）
包括建筑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系统以及相关组件，如电信和存储系统。数据中心一般包括
有一定冗余度或备用的电源，额外的数据通信线路，环境控制系统(如：空调和灭火)和
安全设备。大型数据中心的运营规模一般是工业级别的，其消耗的电能与一个小镇差不
多。

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是一种在高性能网络中运行的机制。MPLS 并不是像传统路由通过较长
的网络地址作为标识传输数据，而是采用短路径标签的方式，避免复杂的路由查表操作。
标签标记的是节点之间的虚拟链接(路径)而不是端点。MPLS 能封装各种网络协议的数
据包。MPLS 支持一系列访问技术。

北向接口（Northbound interface）
北向接口是底层细节（数据或指令）使用的一种接口概念。北向接口一般用于与上层组
件的南向接口相连接，用于对上层提供服务。在体系结构的描述中，这类接口一般画在
组件顶部，因此得名北向接口。JSON 和 Thrift 便是北向接口的典型实例。

南向接口（Southbound interface）
与北向接口相对应的接口概念。南向接口通常表示在架构图的底部。南行接口的例子有
I2RS、NETCONF或某些命令行操作界面。

网络拓扑（Network topology）
网络拓扑是计算机网络各种网络组件（如链接、节点、接口、主机等）的分配布置方式。
网络拓扑结构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逻辑上的。物理拓扑结构是指网络的各种组件
的位置,包如设备位置和线路的连接；而逻辑拓扑结构表示数据流在网络中的走向，与
网络的实际物理结构无关。节点之间的物理连接方式和传输速率可能不同，两个网络之
间的信号类型也可能不同，但是它们的拓扑结构却可能是相同的。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API）
API是一组软件组件之间交互的编程规范。实际上，API通常是一个包含变量规范，例程，
对象类和数据结构的库。API规范有国际标准（如POSIX）、厂商技术文档（如JunOS SDK）)
或编程语言的库文件等多种形式。

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SDN 简介
本章介绍 SDN 以及本书谈及的架构下 SDN 的相关概念，以及它们的来源和重要性。
第二章 集中式与分布式的控制面及数据面
在面向未来的网络架构模型中，SDN 被描述为分布式一致（Distributed/Consensus）或
集中式网络控制面（Control Plane）模型。在本章中，将会介绍集中式与分布式控制的
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在这两种模型中数据面（Data Plane）的产生过程。过去，在两种
模型下都曾提出过一些假想性的功能，我们希望在当前分布式一致模型中也能实现类似
的功能，并保留这些功能在以前模型架构下的优点。
第三章 OpenFlow
在开放网络基金会（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的精心运营下，OpenFlow 在市场上
被认为几乎等价于 SDN，或者说 OpenFlow 是实现 SDN 的关键组件。可以相信，这会引
起业界对集中控制模式的探讨。在本章中，将会介绍 OpenFlow 模型的现状。
第四章 SDN 控制器
有时对 SDN 技术的讨论几乎都与网络状态的管理有关。SDN 控制器的功能便是对网络
状态进行管理。在本章中，本书将考察现有 SDN 控制器（包括开源的和商业的）的结
构和功能，然后与理想化模型（本书第九章中会详细介绍）进行比较。
第五章 网络可编程性
本章介绍了 SDN 的关键原理之一：网络可编程性。首先描述了当前网络的划分（network
divide）问题。这个问题可归咎为旧有的管理界面以及通过编程范式来保证在网络上各
应用程序之间的公平。在本章中，将阐明这种方式的缺点以及如何使用现代编程接口来
纠正。本章会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正在使用的网络应用程序与网络设备会随着 SDN
模式的改变而产生具体的变化。
第六章 数据中心的概念和结构
数据中心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桌面为中心到现在高度分散化，本章通过对数据中

心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介绍了现代数据中心的概念。在目前这个时期，应用程序以及
组成应用程序的各组件都是分布在多个数据中心当中的。本章介绍了作为数据中心虚拟
化的主要驱动力的多租户技术（Multitenancy）以及其他相关的虚拟化技术。最后，说
明了为什么这些技术会成为实现 SDN 的关键，以及它们为什么会极大地促进 SDN 的运
作。
第七章 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
在本章中，将真正建立起一些前面提到的 SDN 的概念，如如可编程性、SDN 控制器、
虚拟化和数据中心等。本章会将以这些关键概念和组件搭建起一个网络虚拟化服务。在
这基础上，会进一步以新颖而令人感兴趣的方式组合这些实体，以探讨 SDN 的前沿领
域。
第八章 网络拓扑结构和拓扑信息抽象
本章向读者介绍了网络拓扑的概念，网络拓扑当前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演化趋势，并将探
讨为什么网络拓扑及后续维护会与应用程序交互一样，对 SDN 及 NFV 中某些概念的形
成至关重要。本章节中讨论了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现状，其中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制定的 I2RS 标准有可能是最终解
决方案。
第九章 搭建一个 SDN 框架
本章对 SDN 控制器、应用程序和及其生态系统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 SDN 架构模型。这
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现今所有应用中的 SDN 控制器的基础，从这个架构中也
可以管中窥豹的预测 SDN 的发展方向。在本章中将列举这个架构的几种变体，以及架
构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目前以 Open Daylight 联盟制定的架构标准为主的
态势。在目前存在的架构模型中，笔者认为这个理想架构模型是最优秀的，因为它在技
术上是可靠的并且讲究实用。这是笔者在许多类似的模型间进行了大量对比试验，并认
识到了许多错误之后得出的结论。
第十章 带宽调度，网络操作及日程表的用例
本章展示了一些带宽调度，网络操作及日程表的用例。本书的演示用例有的是在实验室
为了概念验证而实际搭建的，有的是其他人在自己实验环境下搭建的。其中某些用于概
念验证的实验在资金的支持下，已经变成了实际应用的产品。这说明即使只是玩具般的
示例，在现实世界也有其应用价值。
第十一章 数据中心，大数据（Big Data）和网络功能虚拟化的用例
本章展示了一些属于数据中心领域的用例。其中，数据中心 Overlays 以及网络功能虚拟
化用例十分有参考价值。本章节中也讨论大数据是如何推动 SDN 发展的。
第十二章 输入流量监测（Input Traffic Monitoring）
、分类、和触发动作（Triggered Actions）
用例
本章展示了一些输入流量/触发动作分类的用例。其中有些用例是在网络边缘接收部分
流量后采取一定的操作，从而触发整个网络产生全局行为。遇到网络流量时的设备所采
取的动作可能预先在集中控制器内编写好；也可能需要向其他控制器发起询问后再采取
动作。这里通过两个用例来演示这些概念。首先，我们将使用 Openflow 控制器和一些
实体路由器对网络访问控制协议（NAC）及其他活动部分进行替换，并对此替换的有效
性进行概念验证，以解决目前大型企业网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其他解决方法收效甚微。
其后，本章中也将展示虚拟防火墙是如何基于控制器交互感知并触发某些动作的。

第十三章 结语与结论
本章中会再次强调目前为止（在撰写本书时）笔者对 SDN 当前状态的一些基本观点，
并阐述了一些结论性意见。

本书中使用的约定
斜体（Italic）
表明新条款、URL、电子邮件地址、文件名、文件扩展名、路径名、目录和 Unix 实用程序。
等宽字体（Constant width）
表示命令、选择、开关、变量、属性、键、功能、类型、类、名称空间、方法、模块、属性、
参数值、对象、事件、事件处理程序、XML 标记、HTML 标记、宏、文件的内容及键入命令
得到的输出。
等宽粗体（Constant width bold）
表示命令和应由用户输入的文本，以及重要的代码。
等宽斜体（Constant width italic）
表示应将此处的内容应由用户提供。

此图标表示提示，建议或一般性说明。

此图标表示警告或慎用。

第一章 引言
直到几年前，存储资源、计算资源以及网络资源才被人为的从实体上和运作上分离。即
使是这些资源的管理系统，通常也从实体中分离出来。为了公平起见，应用程序与资源的任
何交互（如运行监视系统）都需要遵守安全的访问策略，制度以及流程。这种方式得到了 IT
部门的青睐。在数据中心的环境中引进廉价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后，机构必须将这些资
源整合到一起。在改变后的机制下，应用程序可使用更直接的方式对资源进行管理和操作。
数据中心最初的分离设计是将传统的计算组件（例如，PC 服务器）
，相关的存储资源，
以及它们与终端用户相连的网络进行分离。在这种类型的数据中心中的计算资源专注于运行
特定的服务功能，如邮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或目前广泛使用的服务桌面客户端（Serve
Desktop Clients.）等实际应用。以前，在有上千台（或更多）终端的企业机构中，这类
功能都是由本地部门服务器（Departmental Servers）所提供的，其支持的范围也仅限于本部
门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方便管理和企业中用户更好地共享资源，将部门服务器提供
的功能迁移到了企业数据中心。
大约 10 年前，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变。一家名为 VMware 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有趣的技
术。这种技术允许在一个主机端操作系统（如流行的 Linux 发行版）中运行一个或多个客户
端操作系统（如 Windows）
。VMware 创造了一个小程序，这个程序综合了实际的计算环境
（如虚拟网卡，BIOS，声卡和视频输出）创建了一个虚拟计算环境。然后，将实际资源封装
进虚拟的机器中。这个监控管理程序被称之为虚拟层（Hypervisor）
。
最初，VMware 是为那些计算机系统运行有特别要求的工程师设定的，他们的计算机上
绝大部分时间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只有在对操作系统环境有特殊要求时才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当他们运行完 Windows 系统后，就像关闭一个普通程序一样将它关闭，然后继
续运行 Linux。这会产生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允许用户将客户端操作系统像一个普通程序
文件一样（尽管它很大）保存在自己的硬盘中。这个文件可以像普通文件一样执行各种操作，
也就是说，他可以它可以移动或复制到其他机器上运行，与在它最初被安装的那台机器上运
行一样。更有趣的是，可以在不被操作系统感知的情况下将其中断，实际上也就是使其进入
假死状态（Suspended Animation）
。
过去服务器通常运行一个单一的、专门的操作系统（例如微软的 Windows Sever 操作系
统）和专门针对此系统开发的应用程序。随着操作系统的虚拟化，现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无
处不在的计算和存储平台。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内存容量、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不断增加，使
其越来越适应在虚拟环境中同时运行各种操作系统。VMware 在其单机版本的虚拟机的基础
上，开发了数据中心版本的虚拟机，使其能够在一个控制台下运行并控制成百上千台虚拟机。
操作系统（如 Windows Server）从先前占据 “裸机”
（物理机器的所有硬件）
，到成为在虚
拟机环境下根据客户端用户的的要求运行每一个程序。后者相比于前者唯一的区别是：每一
个运行的操作系统的环境都是各自独立的，可以被暂停，重定位，克隆或复制（作为备份）
。
这种机制开启了弹性计算（Elastic Computing）时代的序幕。
在弹性计算环境下，业务部门能够通过暂停虚拟机，复制移动操作系统文件，从而可以
十分容易的将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移动到数据中心的任何地方。他们甚至可以只需通过克隆
相同的文件，并告知虚拟层将它作为一个新的实例运行来不断增加新的虚拟机。由于这种机
制十分灵活，因此网络运营商开始对数据中心的资源单位进行优化，以降低电力和冷却设备

的能耗。通过将活动的虚拟机打包集中运行，数据中心其他位置上的几排或几列服务器就可
以睡眠或空载，运营商便可以降低这部分机器的冷却能耗，从而优化数据中心的冷却负荷。
同样，运营商可以根据不同地域的需求移动或动态的扩展计算、存储及网络资源。
与所有技术的进步一样，这种新发现的灵活性在运营部署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时产生
了新问题：运营效率不仅要求存储和计算资源的使用率达到最高，而且要求在电力和冷却方
面也达到最优。如前所述,网络运营商开始意识到计算能力需求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为了满足计算需求， IT 部门（一般它们的预算会逐年递增）将根据预估，订购它们下
一年所需要的所有设备。然而，一旦这个设备到达并放置在机架上，即使它尚未使用，它也
会消耗电力，增加冷却设备负载并占用空间。这种窘境是在亚马逊（Amazon）的运营中初
次出现的。当时，亚马逊的业务量是以“曲棍球棒”曲线图的模式增长——即每六到九个月
业务量便翻一番。因此，为了保证零售订购业务，股票，仓库管理系统以及内部 IT 系统的
正常运营，必须保证计算服务能力满足业务需求。亚马逊的 IT 部门为此被迫订购了大量的
存储、网络和计算设备，但却面临着前面所讲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设备为等待未来的业务
需求而不得不闲置着。为了利用这个未使用的资源库，亚马逊推出了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在商业化的运作下，使得这些未使用资源的利用率接近 100%。当内部需要更多资
源时，以前的做法是将零售用户的服务请求推迟，但现在零售用户可以通过 AWS 使用那些
未被利用的资源。某些文献把这些称为弹性计算服务，但本书将这称为超虚拟化（Hyper
Virtualization）。
像亚马逊和 Rackspace 这样的大公司，为了其定价有效性（Pricing Efficiency）购买了大
量的存储和计算资源后，发现他们没有有效地利用他们所有的计算和存储资源。因此，他们
为了回收部分投资，会向外部用户转售其闲置的存储和计算资源。这样，便产生了多租户数
据中心（Multitenant Data Center）
。多租户数据中心的诞生也带来了新问题，要将成千上万
潜在租户的资源需求划分开来，并将这些需求提交给不同数据中心的虚拟机来处理，把这些
做好并不容易。
以上所阐述的窘境还有另一层理解。超虚拟化的环境一般由企业或组织运营，也就是说，
他们通常拥有并可以操作的所有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包括某些租用的空间）
，就好像它们
连接着大量虚拟或实际的机器和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 Attached Storage.），但操作上却像
一个单一且扁平的局域网（LAN）一样。（除了在金融机构中，其监管部门规定某些部分要
强制分离。
）然而，这种情况的部门数量较少，一般在 100 以下，所以这些可以很容易由 OSI
第 2 层或第 3 层的 MPLS 、VPN 等工具解决。在多数情况下，使用网络组件将所有的计算和
存储资源连接到一点是相当容易的，一般可以通过一个扁平的以太网，将所有的物理机器和
虚拟机器连接起来。这类环境大多要为其同一网络（可能是与 IP 子网）上的所有设备（虚
拟或物理）分配 IP 地址，使得拥有这些机器的企业用户可以对它们进行访问。这也意味着，
将虚拟机在企业内部的不同数据中心之间转移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因为无论怎样移动，他们
都处于在同一个路由域内，虚拟机发送的数据可以到达域内任一目的地，与在物理上所处的
位置无关。
在多租户数据中心中，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一般是被分割成彼此独立的部分后再提供
用户。实际上，保持各部分的独立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并且
是在过去单一租户数据中心的环境下所没有的。这种环境允许任意数量的操作系统及操作系
统中的应用程序同时运行，但如果他的所有者或外部用户（如客户）要对其进行访问，则需
要对每一台设备指定一个唯一的网络地址。在过去，地址可以从一个内部私有地址段内进行
分配，内部网络间的路由也是容易实现的；然而现在则需要指定一个可以从外部路由到达并

访问的唯一地址。此外，要考虑每个虚拟机有一个独特的 OSI 第二层地址（MAC 地址）的
问题。当路由器转发一个数据包时，它最终会通过以太网（不仅仅只使用 IP 地址）来递交
数据包，这通常不会有问题。但虚拟机具有可迁移（VM mobility）的特点，当虚拟机因电力，
冷却，或计算负载等原因要进行物理上的迁移时，问题便出现了。因为物理位置的改变意味
着物理地址的改变。为了确保先前发往该虚拟机所在的实际机器的数据包可以到达，需要改
变第三层路由，使得数据包转向到虚拟机新的实际位置。
在数据中心不断发展的同时，网络设备却似乎在降低能耗和提高速度等方面停滞不前。
也就是说，在以后交换阵列容量和接口速度会稳步增长，数据通信却并没有因为 IP ，MPLS
和移动技术的出现而产生改进。IP 和 MPLS 允许网络运营商在基础网络上进一步创建实体网
络或虚拟网络，就像数据中心的运营商能在计算虚拟化出现后，在实体机器上创建并运行虚
拟机一样。网络虚拟化通常被称为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s，VPN）。VPN 包
括多种类型，有点对点式 VPN（point-to-point）
，例如可以通过在笔记本上运行个人 VPN 连
接到公司网络；有三层的 VPN（Layer 3 VPNs）
，例如通过虚拟化的 IP 和网络路由，使网络运
营商能够安全地承载其他企业在分离出的流量；还有二层的 VPN（Layer 2 VPNs），例如交换
网络虚拟化，与三层的 VPN 类似，但使用的是以太网地址）。
商用路由器和交换机通常配备了管理接口，允许网络运营商配置和管理这些设备。管理
界面多种多样，包括命令行接口， XML / NETCONF ，图形用户界面（GUI）和简单网络管理
协议（SNMP ）
。通样这样的方式提供接口，使运营商有适当的访问设备的能力，但这些设
备仍然常常隐藏了最底层操作的细节。例如，网络运营商可以设定静态路由表或其他静态转
发表项，但这些最终都是通过向设备的操作系统发出请求来实现。如果想使用设备内存在的
语法语义及功能，对设备重新进行编程则是不行的。如果有人想在该设备上尝试一些新的路
由协议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设备的固件中并未加入对该协议的支持。
与此同时，分布控制层（Distributed Control Plane）
（至少逻辑上）的概念也在现实中得
到了应用。一个网络设备通常由数据层和控制层组成，数据层通常是一个在设备上连接有各
种网络接口的交换阵列，控制层是设备的大脑。比如，过去用于构建无回路网络的路由协议
现在常常应用在分布式场景中。也就是说，在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有一个实现该协议的控制
层。它们通过相互之间的通信共同建立了网络路径。然而在中央控制层范例中，只有一个单
一的控制层（至少逻辑上）存在。这个控制层能够向每一个设备发出命令，从而去控制它的
物理线路交换和路由硬件。现在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那些在数据层运行的设备功能比较单
一，并且价格也十分昂贵；而控制层的设备却着朝着便宜、功能通用的方向前进，比如英特
尔公司生产的 CPU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有上述提到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构成了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的运行核心。早期的 SDN 支持者预见了网络设备供应商不会迎合他们的需求，
尤其在功能开发和留有创新空间等方面。高端的路由和交换设备被认为过高估了他们设备中
的控制层组件的价值。同时，他们发现通用且灵活的计算力的价格正快速降低，在一次处理
过程中同时使用上千颗处理器进行运算已经可行。然后他们意识到这样的计算力或许可以用
与逻辑中央控制层的运行，甚至有可能用于廉价且有商业价值的交换设备。来自斯坦福大学
的一群工程师发明了一项被称为 OpenFlow 的协议，该协议能够在上述的硬件配置中使用。
OpenFlow 是这样一种架构：只包含有大量数据层设备的网络，可以响应来自逻辑上的中央
控制器（即抽象封装的单个控制层）所发出的的命令。该控制器负责控制所有网络路径，同
时可以它控制的每一个网络设备重新编程配置。在 OpenFlow 协议中，这些命令和对这些命
令的响应都有具体描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开放网络基金会（ONF）对 SDN 的商业运作，

使其成为制定标准时的权威和主要的市场组织者。基于上述的基本架构，我们能够想象在商
品价格的硬件中，可以快速并容易的去设计一个新的网络协议，并使它在数据中心中上线。
甚至可以在虚拟机灵活的计算环境中更好的得以实现。
与软件定义网络相对应，在业界对 SDN 有一种不同的见解，称之为 软件驱动网络
（Software-Driven Networks）。这样类似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迷惑读者，而是代表着在思维方
式上的很大不同。在软件驱动方法中，有些观点认为 OpenFlow 及其架构作因功能的不同，
作为目前网络的一个子集，而不是将网络视为由非智能的网络设备和逻辑上的中央控制层组
成。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像是旧的和新的东西的混合。更具体地说，本质上就是认为将已经存
在的网络体系结构推翻，以便为由开放网络基金会和软件定义网络提出的新世界让路这种做
法是不切实际的。抛弃在如今网络技术中的所有优点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们还在现在的
互联网服务中发挥作用。反而，在部分网络中有很多混合方法被逻辑中央控制器所采用，同
时其它部分更多的有传统分布控制层来控制运行。这也暗示着这两个种观念之间需要更深入
的交流。
令人欣慰的是，有一部分 SDN 和 OpenFlow 的主要支持者在努力使网络设备具有更好及
更灵活的可编程性。他们不关心网络控制层与数据层的位置，但是他们关心如何对设备进行
编程。发明 SDN 和 OpenFlow 是为了解决如何在网络设备上灵活编程，而不仅仅是哪里编程
的问题。在现有的 SDN 架构的描述中，这些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使网络设
备具有可编程性是否是最佳选择。
为了解决网络可编程性的问题， Juniper、Cisco、Leve3以及其它供应商和服务提供者牵
头制定了路由系统接口（Interface to the Routing System，I2RS）标准。这些公司中的许多人
都曾致力于一些IETF标准的起草，Alia Atlas、David Ward和Tom等人是最初的需求和框架制定
的先驱。在今后一段时间，会有一大堆围绕该话题的草案在互联网上出现。明显对这个方向
的努力有很大的兴趣。I2RS的基本的观点是发明一种使用快速路径协议对网络设备的路由信
息库（Routing Information Base ，RIB）进行编程的组件；再创立可以以快速直通的方式与
RIB进行实时的交互的协议，使RIB的管理器对其进行控制。先前，仅能通过设备配备的系统
对RIB进行访问（如Juniper、Netconf或SNMP中的例子)。
要了解I2RS首先要知道它不仅是一个协议，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重要概念的完整解决方
案，需要对网络组件加速，网络可编程性、状态和数据的收集统计，以及事后处理分析之间
的反馈环路等整体性问题的处理。如今，这个环路的优化相当缓慢。参与I2RS的人认为可编
程网络未来的关键依赖于该环路的优化。
为此，I2RS依照网络路径、策略和端口配置的可编程性，提供不同的抽象层次，但是在
所有例子中，它拥有人工监督的可编程性，意味着它有可以对所提交的命令进行检查的优势。
比如，如今一些协议是为在硬件抽象层（HAL）编程而制定的，这种协议为了提高网络效率，
对编程要求颗粒度十分精细，细节也很多，使得实际运行中操作系统的负载很大。另一个例
子是业务支持系统（Operational Support Systems，OSS）应用程序，它可以以快速而最优的
方式访问RIB，以达到快速改变程序并得到结果的目的，只有通过快速重新编程的方式才能
使最优化网络行为得以实现。上述这些例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通过RIB管理器将应用程序
和RIB联系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运营商在Junos或 IOS-XR等设备的操作系统中运行
有智能化的路由选择协议，它们希望保留这部分投资，同时利用这种新的且高效的编程范式，
在其他层面上优化他们的网络。
I2RS自身的特点也使其能很好的适应逻辑上的集中路由、路径选择和可编程性的增长。

该协议需要运行在一个设备上或者设备的外部。在这种方式下，分布的控制器功能可以运用
到有这种需求的实例中。而且，它可以很好地支持更多典型地分布控制的实例。
最终，另一个I2RS的关键子部件是标准化和抽象化拓扑结构，定义一个常用的和可扩展
的对象模型来代表这些拓扑结构。这种服务还可以表多重抽象的拓扑（Multiple Abstractions
of Topological）
。该模型的关键是非路由设备（nonrouters）能够容易地在运作时操纵和改变
RIB状态。现在，非路由设备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获得这些信息。对于今后
的网络管理或者OSS、分析，或者其它应用程序，我们不能够预见他们可以通过路由状态和
网络拓扑快速而有效地交互。
所以，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需要恰当的定义SDN。笔者认为SDN的定义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如下：
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 networks, SDN）：这是一种在实体或虚拟环境下，通
过应用程序、网络设备及驱动间更加紧密的交互（如服务提供，消息和警报等），使网络得
以优化和简化的架构方式。这常常是通过逻辑上集中的网络控制达到的，而这种控制通常是
由SDN控制器实现的。SDN控制器起到协调与介质的作用，使得应用程序可以与网络设备交
互通信，网络设备也可以向应用程序提供数据。控制器通过现代的，应用友好型的双向编程
接口，对外提供抽象化的的网络功能和操作。
所以，正如所见到的，软件定义、软件驱动和可编程网络是伴随着大量复杂的历史传承，
挑战和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诞生的。前面提到的软件定义网络、软件驱动网络以及可编程的
网络这些技术的成功，使得先进技术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得以实现。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网络，
包括因特网，都是在IP、BGP、MPLS和以太网这些技术的基础上运行。如今的虚拟化技术以
多年以前的VMware以及其他相关产品为基础。网络附加存储也有着同样丰富的历史。
如果能解决网络，计算和存储虚拟化的问题，以及这些资源的可编程性，可访问性，定
位和在超虚拟化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程序位置迁移的问题，I2RS会有相当光明的未来。
SDN控制器从诞生起便一直是主流方式，当我们正在写这本书时，SDN的本身也产生了
不少改进。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便是Open Daylight项目。Open Daylight的任务是促进以社区
为主导，行业支持的开源框架，包括代码和架构，以加速和推进统一的，健壮的软件定义网
络平台。Open Daylight是在Linux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为了改变游戏规则以
及潜在的致力于SDN控制器领域的发展而成立的项目。笔者认为，这些努力很可能在应用这
方面引发不少创新。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了在控制器方面的许多进展，控制器真正
代表了SDN功能的应用的基础架构。本着这一精神，在过去的几年里行业内一直在致力于设
计和开发的控制器，而大多忽略了应用程序的改进。我们认为，不过分的关注基础设施，而
是使业内将重点放在SDN架构中应用程序和驱动层的创新上，这才是使SDN优化运行及提高
效率的最佳途径。
这本书专注于包括软件定义、软件驱动以及可编程网络的网络方面，同时对虚拟化、定
位、存储编程、网络和计算类似方面给出了丰富全面的介绍。这本书的目的是，探索在网络、
存储和计算超虚拟化环境下的网络技术的细节和运行机制，这些技术作为SDN的一部分，正
在不断推动着SDN前进。

第二章 集中式与分布式的控制面及数据面
在前面的内容中曾介绍过，SDN在网络设备的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分离方面具有潜在优
势。这种分离在集中式或半集中式编程控制方面为运营商提供了不少便利。此外，SDN还
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优势，因为它可以将一个或几个地方的相当复杂的软件配置整合起来，将
其成本控制到较低水平，这也就是所谓的通用硬件（Commodity Hardware）
。

简介
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是 SDN 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是它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尽管这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现今的思维方式依然受到一些旧观念的影响：控制面要置于什么位置？
距离数据面有多远？需要同时运行多少（虚拟机）实例，才能满足弹性计算和高可靠性
（High-Availability）要求？以及控制面是否具有 100%的控制能力？其实，在任何方面前进
一步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认为实现这些想法有一系列可以形成连续过渡的方案
（Spectrum），即从规范的全分布式（Fully Distributed）控制面，到以半集中（Semi-）或逻
辑上（Logically）集中的控制面，最终到完全的（Strictly）集中控制面。图 2-1 说明了可供
网络运营商选择的一些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利弊。

图 2-1.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各种布置方案

发展与变革
对于控制面位于哪一层面的问题， SDN 革命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从全新方案，即网络
的控制方式是完全集中式的。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在现实中，
由于网络规模及高可靠性的要求，使逻辑上完全集中的控制方式很难得以应用。在这个模型
中，网络设备中没有控制面的功能，它可以说是位于集中式控制面远程控制之下的非智能开
关装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这一点，并说明为什么它通常适用于新部署的网络，
而不适用于已在运行中的网络。
在折中的方案中，网络演进的支持者注意到了在一般意义的网络领域中，集中控制模式
会提供一些新功能，但不会取代所有功能，也不能将控制面从设备中完全删除。相反，这种
模式通常适合以某种方式与分布式控制面相结合。这意味着网络设备会保留一些传统的控制
面的功能（例如，ARP 功能或 MAC 地址学习功能）
，同时集中式控制器可以以更为方便的操
作模式在其他方面发挥其控制功能。这种观念常常作为混合运作模式或 Underlay/Overlay 概
念的特点，其中分布式控制面是基础，而集中控制面是利用这种网络传输基础增加了一部分
逻辑上的功能。
最后，另一种极端的方案是采用经典的完全分散的控制面。在这种模型中，在数据面之
外，所有网络设备都运行一个控制面的实例。另外，在这种模型中，每个独立的控制面必须
与其他控制面合作，以支持网络的运营及健壮性。该方法显然没有进行任何革命性的创新与
改进。
在本章内不会对控制/数据面的设计和开发作一个全面的讨论，因为这是整本书的主题。
因此，我们将讨论涉及 SDN 专业领域以及其他参考文献内所提及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可能，
则做进一步详细的考察【注 1：作为 SDN 演进的一部分，开放网络基金会有时会使 OpenFlow
与 SDN 紧密相连（即 OpenFlow=SDN）
，有时又使两者联系松散（即 OpenFlow 是 SDN 的重
要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这是无可否认的是 OpenFlow 的存在和开放网络基金会的积极营
销会引发市场和公众对 SDN 的讨论和兴趣】
。我们将探讨前面所说的几种解决方案中控制面
的分布情况和运作机制。其中包括集中式控制，混合运作模式和完全分布式运行方面曾经的
或现在的一些例子。

基本组件及其作用
让我们考察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基本组件及其运作；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将其
实现。

控制面
控制面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利用本地数据集建立了转发表中的条目，数据面利用这些
转发表转发在设备端口上流入和流出的流量【注 2：在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s，
ACL）或基于策略的路由（Policy-Based Routing，PBR）中，管理层面对网络组件的配置，可
能会影响本地的转发决策（即转发功能）】
。用于存储网络拓扑结构的数据集被称为路由信息
库（Routing Information Base，RIB ）
。 RIB 经常需要通过通网络中控制面的实例之间的信息
交流来保持一致（即无环路）
。转发表的条目通常被称为转发信息库（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FIB ）
，并且 FIB 通常镜像备份于数据面及控制面的典型设备中。一旦观测到 RIB 具有
一致性或稳定性，FIB 就会被重新编程。要完成此任务，需要在控制实体/程序中开发出在网
络拓扑结构中有一定约束条件的视图。该视图下的网络可以以手动方式编程，通过观测进行
学习，或者通过与其他控制面的实例进行交流收集信息，这些可以通过一种或几种路由协议，
手工编程或将这两者组合而实现。
图 2-2 表示了在一个互连的交换机的网络中，控制和数据面的技术细节。在该图的顶部，
表示交换机网络，将其中两个交换机（记为 A 和 B）的控制和数据面的细节的扩展出来。在
图中，在控制面最左端的交换机 A 接收到数据包，并最终转发给右侧交换机 B。请注意，在
每个扩展的小图里，控制和数据面是分离的，即使在同一个机柜中，控制面与数据面也是分
别在各自的处理器或板卡中运行。我们主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主题中关于控制和数据面的
物理位置的其他问题将在本章稍后讨论。在图中，数据包被运行在数据面的线路卡的输入端
口所接收。如果，当接收到的数据包是来自一个未知的 MAC 地址，它被推给或重定向（图
中过程 4）到控制层设备，经过控制层的学习和处理，然后将数据包向前转发。这种方式也
可以处理用于控制流量的包含路由协议信息的数据包（如 OSPF 的链路状态通告）
。一旦一
个数据包被传送到控制面，其中包含的信息被控制面处理，可能会导致 RIB 中的信息改变以
及附带的消息通告，以提醒其他的交换机需要更新 RIB 信息（即学习到了一条新的路由）
。
当 RIB 变得稳定后， FIB 会在控制面和数平面更新信息。随后，在转发的更新中会反映出这
些变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接收到的数据包是来自一个未学习过的 MAC 地址，控
制平面将数据包 C 返回给数据面（图中过程 2），然后将数据包继续转发（图中过程 3）
。额
外的，如果需要对 FIB 进行编程，这也发生在过程 C 中。在上述情况中，经过了过程 C 后，
数据面的 FIB 便已学习了这个未知的 MAC 源地址。右边的下一个交换机，也会执行相同的
算法来处理收到的数据包。

图 2-2.一个典型网络中的控制面和数据面

互联网的历史几乎就是可达性信息管理及控制方案不断演进的历史，对可达性信息制定
协议以及使用算法优化路径从而面对诸多挑战。在后者中，需要对不断增长的信息库（即路
由表规模增长）进行管理。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物理网络中存在大量不稳定要素。这
写反过来会使得网络变动十分频繁，甚至达到不可控的地步。路由信息的增长带来的的另一
个挑战是网络通告的可达性，它不仅可以在本地实例的数据面传输，也可以通过管理层面进
行传输。
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刚刚讨论过的互联网控制面是由位于网络第 2 层或第 3 层控制面组
成的。
因此，十分自然的，这种控制面会随着第 2 层或第 3 层网络或协议的改进而发生演变。
事实上，正因为这些协议的改进才导致了网络的进步，这些改进包括功能性的改进以及硬件
厂商实现其高扩展性和高可靠性方面的改进。
位于第 2 层的控制面一般侧重于硬件或物理层地址的处理，如 IEEE MAC 地址。第 3 层
控制面是为了诸如 IP 协议一类的网络层地址的便利操作而建立的。在第 2 层网络，通过对
习 MAC 地址的学习，该机制（通过大部分读者熟悉的生成树协议）可产生一个无环图，但
因为了提高扩展性而产生的 BUM（Broadcast, Unicast unknown, and Multicast，广播，未知单
播和多播）的洪泛流量也限制了其可扩展性。现在已经有几种基于迭代或生成的第 2 层控制
协议标准，
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扩展性和其他问题。其中 IEEE 的 SPB/802.1aq 标准和 IETF
的 TRILL 标准尤其值得注意。
概括的来讲，对第 2 层和第 3 层扩展性的关注也许会导致各种类型控制面的合并，因为
第 2 层网络最终难以在由大量的终端主机组成的网络中的得以扩展。存在扩展性问题的根本
原因是由于终端主机在网内的不断迁移，从而导致转发表中大量条目失效，但又无法在不影
响正常网络流量的情况下，对转发表内的信息进行快速的更新。第二层网络的转发侧重于
MAC 地址的可达性。
因此，
第二层网络主要对与存储 MAC 地址相关的数据包进行目的转发。
在大型企业网络中，主机 MAC 地址的数目十分巨大，因此对这些地址管理极其困难。管理
多个企业网络或互联网的 MAC 地址的难度则更加难以想象。
在第三层网络中，转发的重点在于网络地址的可达性。第三层网络（IP）地址的可达性，
主要取决于其本身 IP 地址前缀的可达性。这包括以单播和组播方式形成的地质簇的网络前
缀。所有的第三层网络都使用将网络分段或聚合的方式，以克服第二层网络的扩展性问题。
具体来说，在第二层通过网桥的连接形成 IP 子网，这些 IP 子网在第三层中通常通过路由器
连接到一起。第三层中的各路由器连接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网络，这与 IP 子网的地址范围
有巨大的差别。更大的网络通过功能十分专一的网关路由器相互连接。然而，在所有情况下，
第三层网络上的路由器如果知道数据包可以到达第三层网络中的最终目的地，并会被递交给
一台特定的主机，则只需将要转发的数据包交给第二层处理即可。
现在来简要讨论一下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协议，以太网虚拟专用网络（Ethernet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EVPN）协议，定位编号分离协议（Locator/ ID Separation Protocol, LISP）
。
MPLS 协议一套真正完整的协议，将第二层转发（或交换）技术与第三层 IP 路由技术两者的
精华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快的数据包转发的技术。在这项技术与 IP 网络所采用的灵活
多变的路径信令技术结合的基础上，诞生了 ATM（异步传输模式）
。EVPN 协议是为了试图
解决前面所说的网络第二层的扩展性问题而制定的。EVPN 以 MPLS (或 GRE)协议为基础，采
用高效的隧道技术将第二层的网桥之间连接起来，第二层的地址及可达性信息只会在隧道中
进行传输，因此不会影响第三层网络的扩展性。网桥之间可达性信息交的换作为一种新的
BGP 地址簇里面的数据进行传输，不会影响底层网络。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化，以防止过度使
用通道进行信息交换，并在网桥之间的交互层面上进行了优化。这种设计可以很大程度上减

少必要的广播和多播寻址。另一种值得一提的混合协议是 LISP （请参阅 RFC 4984 ）
。本质
上来说，LISP 通过运用多宿主技术，增加新的寻址域，将地址从所提供的新网络中分离以及
采用封装控制、转发协议等方式，试图解决一般的分布式控制面模型的缺点。
在较低的层面上，对于某一特定的网络，有专门的辅助控制方法用于扩充高层控制面所
需的信息。通过这些方法提供的服务包括链路可用性或质量信息的通知和验证，邻居发现及
地址解析。
由于某些服务有非常严格的性能反馈机制（简称事件的检测时间）
，使得它们几乎完全
位于数据面（例如 OAM）
，与控制面的策略选择无关。图 2-3 展示了各种路由协议，以及 RIB
到 FIB 的控制，包括了其控制面核心架构。注意，我们并没有规定控制面和数据面所驻留的
位置，只是在本图中数据面运行于线路卡（表示在图 2-3 的 LC 框图中）上，而控制面是位
于路由处理器（表示在 RP 框图中）中。

图 2-3.典型网络设备的控制面和数据面

数据面
数据面通过一系列链路层的操作来处理（通过有线，光网络或无线媒介等方式）传入的
数据报，包括收集数据包，并执行基本检查链路层操作。在数据面中，一个完整的（即正确
的）数据报【注 3：包括一系列对传输数据的操作，使数据大小，对齐方式和封装要求符合
协议标准，并对数据进行校验和完整性检查。特别地，一但确定数据报的“类型”，可使用

附加的“ bogon ”规则检查特定行为的类型】
。通过由控制面编程操作的 FIB 表（或其他方
式实现的表）中进行查找来进行转发处理。这有时被称为用于分组处理的快速路径（Fast
Path）
，因为它只需使用 FIB 的编程操作来识别数据包地址即可，不需进行其他询问。当接
收到的数据报不符合上述规则要求时，如当检测到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时的数据包，些数据包
就会被送到控制面，由路由器使用 RIB 进一步对其进行处理。FIB 表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转
发实体中，因此软件、硬件对软件的加速（GPU / CPU，其实例有英特尔或 ARM）
、通用的集
成电路芯片（NPU，在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实例有博通，英特尔及 Marvell 公司） ， FPGA 和
专用芯片（ASIC 的实例有瞻博的 Trio）或根据网络设计的各种组合【注 4：这是一种特殊硬
件平台，它设计了一个“溢出”表，用于处理失败的查找或在“快速路径”/硬件（通常取
决于端口数量及端口带宽）中查找详细信息，然后重新尝试路由。与软件“慢”路径查找相
对应，现在在第三层之前执行第二层基本功能的集成电路和 ASIC 都已普及，不需要将这些
功能整合到一个单一芯片中】都对此十分重要。
这里阐述的软件路径（Software Path）是 CPU 驱动转发（CPU-Driven Forwarding）的现
代专用网络组件（如路由器或交换机）的一个实例，它是通过处理器密集查询(也许在内核
和用户空间中，设备供应商会有特殊设计，使得该操作受主机操作系统特点的影响)存储空
间中几乎没有限制转发表来实现的。在现代计算环境下，基于虚拟层的交换机或网桥在硬件
转发模式上已经做了很多优化（和一些限制）
。
从以前的情况来看，在硬件中进行表查找已被证明会带来很高的数据包转发性能，因此
已经占据网络设计的主流，特别是对于有更高带宽需求的网络。然而,最近 I / O 处理通用处
理器的进步，刺激着云计算的增长和创新。特别是在中低性能范围内，处理器中有专门的设
计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硬件转发的差异是由于其设计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主板和机架的）空间，预算，
电源利用率和吞吐量指标【注 5：ASIC 的设计中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工艺和模具尺
寸的收益率/成本比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向下流入逻辑布局/布线，时序和时钟频率以及表
共享中。另外，还有电源，散热和尺寸等方面的考虑】等因素。这些差异会导致内存的类型
（速度，带宽，大小和位置）以及操作的开支（对数据包进行编号，拍序或指定其类型）的
改变，以维持特定的大小的数据包以线路速率（Line-Rate，如接近线路最大传输速率或接口
的理论吞吐量）进行转发。最终，这些设计将导致在转发功能的支持类型和转发规模（如转
发表项的数目，转发表的数目）的差异。
数据面中转发查找典型动作是向前转发（在特殊情况下如组播中，还包括复制）
，丢包，
重标记，计数和加入队列。这些动作可以被组合或连接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前向转发返
回一个本地端口，表示这些流量需要在本地进行处理，如 OSPF 或 BGP【注 6：还有很多其
他例子，包括前面提及的 OAM、BFD、RSTP 和 LACP】。这些数据包会从硬件转发路径离开，
并使用内部通信信道转发至路由器进行处理。这种路径的流量一般相对较低，因为它并不是
为正常流量下的数据包高速转发而设计的；但是，在设计中简单地添加一个额外的路径用于
内部交换，会使得在机柜内的转发速率接近线路速率。
除了转发决策，数据面还可以实现一些小范围内的服务和功能，这些通常被称为转发功
能（Forwarding Features，例如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s）和 QoS 策略）。在一些系
统中，这些功能都使用自己独立的表作为转发表的一种扩展（增入口带宽）。此外，不同的
设计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和转发操作序列（如图 2-4 所示）。有些序列可能会做出一些排他
性的功能操作。

有了这些功能，就可以（在很小的程度上）局部改变或抢占转发查询的结果。例如：


访问控制列表的条目可对特定的匹配数据流进行丢包处理（在 ACL 中，转发决策需要的
参数数量很多，范围也很广）
。对于有合法的转发表项的流，数据包则不会被丢弃。



QoS 策略能够最终将数据流映射到出口队列，并标注其 TOS/ COS，根据策略保证网络
服务的正常运行。而且与 ACL 类似，无论转发表中是否存在其对应的目的地或流，只要
数据包被做上特殊标记，就会被丢弃。

图 2-4. 传统的路由器/交换机上的入口功能应用的通例
这些转发功能与第 7 章中的服务定义有部分重叠的地方。可以说，数据面和控制面只是
作为这些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当我们开始讨论会话管理，代理和数据报报头的大规
模转换时，它们的定义似乎又不是那么明确。作为转发的操作的一部分，数据面的组件必须
做到可以将数据报头的重写的水平。

控制面和数据面之间的信息交换
大型的，多槽/多卡的分布式转发系统已能够模拟 SDN 中的逻辑上集中，但物理上分散
的控制机制。这里我们主要关注转发表的分布以及它们在硬件中运行的实例。通过对典型的
分布式交换机的内部工作的观察，揭示了一些模拟时外部控制面的功能和行为。例如，在系
统中控制面和数据面分别运行在在不同的独立的处理器/板卡上，这些元件之间的通信的系
统必须是弹性的，且有容错机制。如果控制面是可以从机箱中被拆下并迁移的，所有这些（即
逻辑或严格集中的运行方式）是否是必须的就十分值得探讨。
让我们从基本数据包转发概念开始。当数据面收到控制面转发数据包的指令，数据面是
否要听从指令？它每收到一个数据包都要根据指令来进行操作吗？更具体地讲，是否有办法

分辨哪些流量是“带宽黑洞（Black Hole）
” 【注 7：分布式转发表中通常保存在多个设备中
的 DRAM 中（通常被称为基于软件的转发表），如果并任该软件的控制过程产生的表版本之
间出现差异时，就会产生“黑洞”
。同一系统内其他处理器的软件转发表及硬件转发表都会
根据这些转发表创建新条目。后者一般会要求将转发信息变换一种封装形式，再写入专门的
硬件呢内存中。在传输和写入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发现硬件级别的错误，还能发现导致条目
不完整或错误的软件错误（最终会导致丢包）
。另外，黑洞问题也会因分布式转发表系统中
低效且不同步的算法更新创建转发条目时产生（例如在相邻表中没有下一跳的硬件目标地址，
但路由却要使用下一跳目标中的路由表，因此导致一个“无法解析”的路由条目）】
（如不同
厂商是如何解决基于硬件的转发系统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丢包的问题）？还有一个值得
问的问题，独立的控制实体或程序是是集中式，半集中式，还是网络组件之间具有同步机制
的分布式？在这些系统中，用于检测转发表的分布错误的机制，应当嵌入到数据（如转发表
的版本），或传输机制（如通过计算转发表的哈希值来标注转发表，或根据表的内容生成
cookie）中。这种机制确保在一次编程后，分布式软件表的版本能保持同步并且正确。类似
地，转发表的软件版本和硬件版本之间的验证程序是在内存中的驱动软件（对应于特定的转
发硬件）中实现的。
一些厂商已经实现了控制面对数据面编程后，对硬件条目进行确认的过程，即检查转发
芯片和与其内存中的软件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关的程序来标记坏块，移动条目和引用
条目。不过，这些硬件验证程序十分昂贵，所以它们通常作为后台处理而实现。为此，传送
和存储器写程序也进行了优化，以降低传输的开销，通常是通过批处理和增量的技术来实现
的。
有些多槽/多卡系统会将查找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数据进入时简单地识别其出
口所在的插槽或板卡，为第二阶段的查找做准备。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查找可以
使用称之为本地化的优化以减少出口 FIB 的大小。这种情况下，两个阶段中因异步丢失的数
据包需要特别注意，实际上传输失败之前，这些丢失的数据包很难检测出来。这些由相关的
SDN 功能来转发控制。

图 2-5. 两阶段的异步损失
图 2-5 的左半部分显示了一个多插槽路由器/交换机进行两阶段的查找的过程。当链路
A-B 建立起来后，
（A-B 间路由）在卡 1 进行 FIB 查找的结果由卡 3 变成了卡 2。如果在这之
前不能更新卡 2 的路由信息，那么第二阶段（出口上）的查找将会失败。同样，在 SDN 环
境（在图中有半部分的云中）中，如果在这些系统中，连接 A 和 B 的通道从接口 3 迁移到
了接口 2（由于管理层操作或网络事件），则这些组件上流的映射从 1-3 跳到 1-2，必须由 SDN

控制器（CP）进行同步。
讨论这些技术/优化方式是为了进一步探究集中是控制面的上下文一致性做准备。

分离思想的重要性
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分离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例如，在过去 10 年中，所有多插槽路由器/
交换机内都有供控制面运行的专用处理器或板卡（为了有一定冗余度通常是两个）
，以及供
数据面交换功能独立运行的一个或多个线路卡，其中每个线路卡都有一个专用处理器和/或
分组处理器。图 2-6 通过路由处理器引擎架构（图 2-6 中的路由处理器框图）说明了这一点。
在图 2-6 中，下面方框中的是数据面，将是一个单独的线路卡，使用端口处理（如以太
网接口）专用的 ASIC 来处理流入和流出数据。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图 2-6 中的端口都由
转发表来决定他们如何对数据从进入到流出的过程进行接口转换。这些表是由路由器的 CPU
或控制面程序进行扩展和管理。当这些接口收到控制面消息或未知的数据包时，它们一般会
将这些数据上推至路由器作进一步处理。使用路由处理器和线路卡连接，形成小而高速的内
部网络，这实际上便是一台现代交换机的工作原理。

图 2-6.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实现实例
另外，一些协议采用这一架构实际上是为了优化和提高其性能。例如，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协议使用 IP 协议族控制流量，其中理想情况是使用通用 CPU 来实现专用路由处理
器引擎的功能，同时利用一个固定的基于标签的，更简单但性能更强的数据包处理引擎在不
同的线路卡之间实现模式切换。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 SDN 控制面和数据面的距离都在米的数量级上（例如，位于单机箱
或相连的多机箱系统内） ，上一节中描述的控制面和数据面是分布式的，但对硬件和软件
封装的建立和管理是紧密集成的（位置相对接近）。除了基础设施内大量的部件，还有很多
来自系统外观察者的隐藏的部件，对这些组件的封装导致的目的导向（Purpose-Driven）的
网络组件越来越多。的在注重服务，管理，控制和数据平面之间的平衡的基础上，相同硬件
上建立起的网络组件却会有不同的吞吐效率（和复杂度） 。围绕创新，稳定，规模等要素，
解决相互依存紧密耦合的面之间产生的问题，最终导致在这些方面性能的提高。然而，这些
设计由于极其复杂而导致其成本很高，这也是激励 SDN 改进的一个因素 。接下来将会探讨
这些组件，突出组件的所有问题或优势，当然这些看法也会因人而异。

规模的问题
路由和交换系统的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进行扩展，对于这个范围内原始数据包的转发性能，
功耗的问题仅举几例。最终，可扩展性的问题不断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寻找其平衡：


服务卡（Service Card）一般只为一定的用户/流/服务的状态提供专门的服务。此外，由
于服务卡（尤其是那些使用特殊的嵌入式 CPU）必须使用制造商提供的互联方式和交换
结构【注 8：使用“结构”一词是因为连接多板卡的技术众多】
，因此对新推出的处理
器的优点的应用，在服务卡上存在明显的滞后。这里的底线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做
更多的定制设计。这不幸导致系统成本的增加。



转发卡（Forwarding Card）可以使用特定设计的转发芯片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的转发表
项，但其中的一些卡有单独的，本地从机或对等处理器作为控制板上的控制处理器，而
这些反过来又体现了本地处理的局限性，例如，在某些转发卡上对数据流进行采样，CPU
的某些设计会使得本地 CPU 占用率上升，消耗的 CPU 处理的系统开销。



控制卡【注 9：根据设备（路由器或交换机）的类型，一般被称为路由处理器或上层监
督程序（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名称）。这种设备可能不是多插槽机柜一类的设计，它可
能只是一个子卡上的处理器（甚至集成到单一的电路板中）。】的内存中可以处理一定规
模的路由或其他状态的数据流，由于卡上使用的 CPU 复杂性，有其处理的局限。但这
种内存也被用来存储控制协议状态以及管理 BFD 或 SNMP 等协议。这些设计另一个根
本限制是，这个内存一般来说是可以通过花钱最快买到的，因此是最昂贵的。

演变
在过去，网络运营商采用硬件升级的办法来解决规模或控制面处理的相关的问题。这样
做的同时，运营商不得不盯紧转发卡规模，在性价比最高的正确时机对硬件进行升级。虽然
这是更贴近于的控制面分离的讨论，但在高度专业化的平台解决方案中，他们可能不得不平
衡服务卡和转发卡的比例，但这会显著降低设备的整体的转发潜能（放为增加服务槽而放弃
转发槽）
。设备供应商试图通过将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来改善现状，使他们能够独立的发展
和扩大规模——至少比他们合在一起要好。

SDN 驱动下一般设备的演变中，可能依然存在增长/规模周期和控制（和服务）面的升
级，以适应规模化的要求，这是在 COTS 的计算环境下很容易实现。尤其是考虑到创新在这
个环境中的驱动力，比如云计算的例子。此外，从管理流程剖析控制面，发现控制面受到在
COTS 硬件的路由器/交换机内隔离【注 10：网络组件的操作系统设计在不断发展，有一种观
点认为，管理进程可以从中脱离，但仍能提供控制进程（路由/转发）服务，这有可能在 Pubsub
的基础上实现。这可以将库存管理，环境管理，较低级别的日志记录，警报处理，以及其他
机箱管理等任务从控制进程中脱离出来，同时使他们能够察觉到相关转发事件的发生（比如
一张转发卡重启）
。
】运行的用户级进程的冲击，甚至来自远程的冲击。
硬件转发的组件仍然会按照自己的升级周期来应对转发规模的增长，与控制面（即路由
处理器）的配置无关。根据转发平台的带宽/吞吐量需求升级是一个正常的方案，其中很大
一部分低速转发部件被重新定位到更接近网络边缘的层面上（这是使其一部分功能可能变得
更加通用的一个方案）
。图 2-7 说明了这一点。

图 2-7.将一体的管理、控制、服务、和转发面进行分离，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扩展

成本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没有什么比成本更能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成本分为资本
（CAPEX）和运营（OPEX）两部分。成本由它的同伴来驱动：规模（CAPEX 驱动），复杂性
和稳定性（OPEX 驱动）
。我们首先对 CAPEX 做一个明确的阐述，为众多客户（特别是服务
提供商或大型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营商）
，由于使用通用计算（COTS）
，其计算成本往往很低；
相比之下，他们的网络通信成本却很高。集成与集成服务相关联的成本和控制卡的成本有所
差异。诚然，其中一些成本上的差异是由供应商操作系统(那些控制、管理和服务流程) 的
利润导致的，这并不总是可以单独授权。这是一种收回他们的知识产权投资的方式，以此为
基金对知识产权持续维护和发展。
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SDN 肯定会降低硬件集成组件的成本，供应商也许会察觉到它的
真正价值（通过市场的检验），因此包含供应商的知识产权（控制或服务）的组件可能会被
重新定价。此外，集成的成本在软件组件中也将如此【注 11：虽然预期松散耦合的组件和
开放标准的出现使得实现互操作性/可替代性的信心大为提升，但有可能只是某种组合对新
功能的兼容性管理，以及保证在集成封装中提供或多或少的支持】
。

创新
有一种论点认为有创新得益于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分离 （如果考虑到服务面的分离则对
这个论点则更为有利）
。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可以使客户改变软件发布模式，使创新可以
在任何面上相互独立进行（相对于当前模型下，某个面的创新要封闭的多功能集成的庞然大
物中经过长时间的构建才能完成）。
更多相关的控制/数据分离是通过在转发面引进新的硬件来实现，而无需复制控制面的
功能（例如，进行实际处理的设备将通过新驱动程序在数据面组件中得以改进）
。

稳定性
事实上我们讨论在 SDN 中各个面的分离，很可能会有一些控制面子组件无法以集中的
方式来控制，因此会产生一个本地代理（可能不止一个），接受并转发控制器的修改指令和/
或收集组件的管理信息反馈给中央控制点。尽管有这样的事实，通过分离控制和数据面，转
发组件可以凭借小且稳定的代码库变得更加稳定。前提是这个小的代码库是比较稳定的，且
是现今比较常见的。
例如，一般认为 SDN 是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技术，如果像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一样
曲折的进行功能升级,会使现有的代码库不断不膨胀。这种膨胀会导致其实现过于复杂，最
终使系统十分脆弱。使用集中分布式标签的方式来模拟实现 LDP 或 RSVP 功能和集中式网络
拓扑结构信息，要比市面上实现相同功能的商用代码库【注 12：网上有斯坦福的参考文档。
虽然这项研究的内容在本章讨论的 SDN 范围之外，但它们的前提是一致的，即较小的代码
库一般都比较稳定】小至少一个数量级。因此目前主张控制系统是高度规范和集中的，网络
行为几乎是完全静态转发，这样才无疑是稳定的。

复杂性及其导致的脆弱性
控制面的数目以及控制面的位置直接影响网络的规模，性能和弹性（Resiliency）。如果
网络缺乏弹性，这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性（Fragility）
。具体来说，网络运营商需要部署足够数
量的设备来满足短时段的高峰时的需求。当设备使用率接近极限时，就必须部署新设备以满
足需求。在传统的路由和交换系统中，明确在现有的管理设备和控制协议下，能够满足多少
本地转发吞吐量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讨论的交换机和路由器的一般设计模式是使用分
布式控制面模型，这通常意味着对于每个部署的装置中，控制面的实例将用于该机架内的数
据面的控制。另一个问题是：新增的的控制面对原有整体网络的控制面的规模有什么影响（如
何商定在同一时间段内让整个控制面执行同一动作，来保证网络的无环状态）？答案是，它
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和性能。控制面的数目越多，系统潜在的脆弱性也就越大。如果调
节得当，也会使系统抗脆弱性（Anti-fragility）增强，但是，但这需要创建一个在任何初始
条件下最终能趋于一致的系统。简单地说，这需要在分布式或有最终一致性的协议控制模型
中，增加复杂的管理和运营机制。
最初，是通过将单机组件扩展为小型系统集群的方式来解决控制面不断增长的问题。集
群中的每个组件通过一个机柜间共用的数据和控制交换结构连接起来，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一
个以太网交换机互联。在多机架系统把这个概念推进了一步，它在机架之间增加了交换机构，
使得整个系统逻辑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单一系统，且由一个单一的控制面来控制。但机柜之间
的连通是通过外部（网络）端口实现的，集中控制面也是由每一个机架上的虚拟控制面组成
的。也有将他们视为一个逻辑实体进行管理的，如通过网络运营商提供的单个 IP 地址管理。
图 2-8 中展示了这两种方法。

图 2-8. 集群和多机柜系统设计
在图 2-8 的集群和多机柜系统设计中，外部控制面是由互连控制的以太网构成的（通过
冗余的以太网交换机实现）
。允许外部控制协议数据包更新路由转发表，以及在线路卡（端
口）处理器和控制处理器（如路由引擎）之间交换设备管理信息。
这两种策略在解决系统的控制问题方面都有所改进：前者的分布式处理过程可以通过机
柜中的控制点更高效的利用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及分布规模），或在带外控制系统（即被连
接到系统中的控制结构）下进行集中式处理。后一种策略可能会使每一个处理点模块化程度
更高，更容易进行技术迁移（一般是将计算设备和处理器进行打包，不需要加装特殊的板卡
或专有的光纤接口）
。
需要注意的是，后者多机柜或集群系统的观点接与 SDN 的一些特点（中心化和可独立
扩展的控制面）接近，虽然它没有解决控制面可编程性及灵活性的问题。
当要求在组件中创立转发状态时，后者还有减少协议数量和交互的潜力。图 2-9 显示了
在数据面下转发时，IGP/ BGP/ MPLS 进行网络学习/通告前缀和标签绑定的交互过程。

图 2-9. 在 IGP/BGP/MPLS 网络内的交互过程

分布式控制面
网络的控制模式总是随着互联网一起演进，以当前的网络规模，使用分布式控制模式已
经成为一个共识。在这种模型中，每一个组件或其代理可共同参与，以制定一个一致的，无
环路的网络可达性信息的局部视图。我们使用标签模型作为最终方案，是因为在分布式控制
面内存在固有的可达性信息的更新传播延迟，使其不同于小型家庭网络，形成了一个十分复
杂的网络图。根据设计，该模型是间歇性且不同步的，这可能会导致转发时不会选择最佳路
径，但却能在整个网络路径上避免或限制暂时的网络回路（也称为微回路（Micro-loops）
）。
图 2-10 说明了这个概念。

图 2-10. 路由状态的最终一致性
观察图中左侧网络上的云和三个节点（A，B 和 C）
。在 0 时刻时，网络状态不一致，可
能会导致回环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包可能会被循环传输，如节点 A 和节点 B 都允许
流量从他们之间通过。然而，在 1 时刻时，由图中右侧的云所示，节点 A 和 B 之间的链路
被中断。这代表了网络的最终一致性（Eventual Consistency）概念。在第二种情况下，在网
络中的节点之间交换路由更新报文之前，链路会保持不稳定状态。

IP 和 MPLS
IP 和 MPLS 转发是分布式控制模式中典型的例子。这类转发模式中，路由和可达性信息
的交换，导致数据面内的路径被重新编程，以使其意识到这些路径。讲解 IGP 协议运行原理
的书已经很多了，IETF 制定的草案和标准也可以自由查看，所以我们不会对这些模型的细节
进行讨论。但是简要的概括一下这个特殊模型相关的优点和限制，将会对更好地理解 SDN
中控制面与数据面的相关概念有所帮助。

创建 IP Underlay
目前的 IP 控制面模式的基础是 IGP 协议。它通常使用链路状态协议的形式，如 OSPF 或
ISIS。IGP 协议是用来在相互连接，无环的 IP 转发图中建立起可达性。
配置完成后，IGP 协议便会与适当配置的邻居节点建立关系并管理控制协议会话，以交
换可达性信息（NLRI 或路由状态）。随着基础设施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出现了内置的保护
功能，以保护与邻居节点建立的关系以及协议所接收的相关数据。
网络节点通过参与这种交流，将其他节点的信息存储积累到状态数据库中（如 OSPF 数
据库）
，然后会根据这些数据运行最短路径算法，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
径的可达性视图。这些最佳路径形成了 RIB 的主要部分（也包括运行在同一组件上其他协议
的贡献）。

某个节点上关系（邻居）的损失/收益或链路上可达性的损失/收益与其邻居无关，但网
络上确实出现过绑定可达性的通告的事件。
这类事件使用协议中定义的分布式泛洪算法来进行传播，如果某一域中所有的节点都遵
循这样的协议，并且他们之间一直是保持连接的（直接或间接），一个网络事件最终会被域
中所有的节点收到并处理。
在这样的网络控制面规模的问题可通过在物理和逻辑设计中，使用递归，汇总，路由过
滤和分隔（物理/逻辑）等工具解决。为了处理从 IGP 邻居的数量增多所带来的规模问题，
在可处理的事件数，链路状态数据库或其他状态结构和/或其他相关实体上，将组件分为物
理/逻辑区域或其它 IGP 层次。在区域的边界，运营商控制汇总（如果可能）从其他区域传
进来的可达性信息，或某些穿过区域边界泄露出的特定信息。
可达性信息跨越管理边界进行通告，或将可达性信息数据集【注 13：边界网关协议已
经演变为一个可扩展的数据库及数据库交换协议】进行传输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地址族
代表了网络进一层的抽象，就像网络的上虚拟专用网，不需要使用 IGP 协议，即 IP 控制模
式通常使用的边界网关协议（BGP）
。如控制面的 IGP 部分，这些邻居之间都是类似的 IGP
的对等关系，使得所有节点或子集存储的 BGP 数据可以任意交换。这是因为可达性信息被
划分归为不同的地址族。
通过控制面和数据面之间的递归操作，这些信息变得更为有效并得以扩展。递归允许网
络控制面向其他具有特殊属性的协议发布信息，这些协议通过一系列共享的密钥关联起来，
如图 2-11 所示。例如，这种优化可以让大量的 BGP NLRI 数据经过在 IGP 数据集中的一个
单一的 IP 目标地址（或运营商使用允许多个最佳路径，和/或有多个相同开销网络通告实体
的控制面协议功能）
。当控制面为数据面建立了条目信息（FIB）后，BGP 的路由信息就会
变得与 IGP 的路由信息有所关联。

图 2-11.路由递归
在数据平面，这个递归最终通过 IGP 的“下一跳”在所有邻接表中为第二层部件指出转
发表项，形成 BGP 前缀。这个转发表项，最终代表了路径中下一个路由器/交换机接口的目
的地 MAC 地址。
在这些外部边界，运营商通过运用各种策略工具汇总和控制状态通告，形成了额外的控

制机制。在 IP 模型中，在控制面数据集内增加一定额外的、本地控制的数据，可控制数据
面转发时的标准和专有【注 14：基于策略的路由有 RFC 1104 模型】的行为，即控制转发偏
好的的本地控制策略。
例如，这些工具可以通过在本地动态路由协议中引入静态表项，或在重新通告前对前缀
属性进行修改【注 15：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 BGP】
，间接地影响邻居节点的部分路由状态的
偏好。如果 RIB 不存在最大长度或更高的管理偏好，非引入式的静态路由可以影响本地的转
发决策。每个路由表中对前缀的偏好，是由协议中的规则或在 RIB 中多种协议路由表形成的
管理偏好所决定的，但在最终的 FIB 转发决策将取决于最长的目的地前缀匹配。诚然，组合
使用 IGP/ BGP 递归和策略工具会变得很复杂，
但这是实际操作中控制面所使用的管理方式。
在现代路由器/交换机进行任何原子操作，这些操作都会影响集中式管理的控制面和数
据面的输出，以及将这些推广到分布式的组件中。该机制受到 SDN 驱动模式中根本的且普
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 SDN 控制器可提供非常实用代理及控制功能，有利
于缓解慢配置（Slow Configuration）提交时间过长和供应商之间的数据模型 CLI 语义不一致
的问题。最终，这种缓慢的操作，抑制了网络组件的编程控制，这正是 SDN 所要解决的问
题。
对于网络运营商来说，控制就是灵活的影响转发决策的结果，以及简单的（以编程控制
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举例来说，这包括额外信息的基础上使网络具有更高弹性和效率或进
一步提高算法的优化能力。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静态路由和策略路由都有其规模上的限制。

收敛时间
IP 模型的 FIB 表（或数据面转发状态的条目）在结构和遍历（查找）算法方面经过了多
年的优化。在这个模型中，由于网络中存在前文所述的“黑洞”效应，网络的收敛和负载均
衡是网络运营商/设计者所主要关注的地方。收敛是指当一个网络组件通过网络事件引入了
新的目的地可达性信息，最终这个改动会被所有的相关网络组件所接收。收敛的网络组件会
收到经过一定传播延迟的更新信息。传播延迟通常是节点间平均距离及泛洪/通告次数的函
数。其余收敛组件则专注于本地处理过程，如对 RIB 的更新及在实际的数据面中对 FIB 的更
新。
为了在协议中对收敛过程、广播及进行优化，每个协议为其不同的网络事件设置了内部
定时器，包括比如发给邻居节点 “Hello”消息这类事件。在这一点上，IP 网络一部分的奥
秘便是在特定的网络设计中，最优化协议的定时器设置。现在，在大部分协议中，很多定时
器的设置已内化为一个默认值。其中 BGP 在节点间传输大量数据的行为特别令人关注。为
此，各厂商通过更新消息封装方式，更新优先级，更新编组方式以及其他内部优化来减少网
络变动时多余的更新处理，以在路由或控制面的层次加快收敛速度，并提高网络更新的传输
效率。
为了优化更新 FIB，各厂商已经为 FIB 的递归性质的关键组件开发了表组织策略和事件
驱动策略的 FIB（如 BGP 下一跳）
。这些优化会减少 FIB 对网络事件的响应的类型和次数，从
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收敛步骤【注 16：实例有下一跳跟踪和协议独立收敛】
。这种优化可能会
运用到从每秒更新几千次到 10000 次【注 17：从对不同的一级服务供应商网络的 RIB / FIB
优化更新研究中看来，其结果主要取决于供应商前缀分配和故障情况。其中一项 2010 年的
研究展示了对 14,000 个前缀的更新从 7s 优化到 0.7s
（取决于 IGP 前缀的百分比之，特别是 32

位前缀的掩码长度。并假设一个 RIB / FIB 的 32 位前缀的更新时间是一个少于 300usec 的常
数）
】的各种类型的硬件上。

负载均衡
分布式 IP 转发的负载均衡从对每一个数据包处理发展到现在，对越来越大的 IP 报头部
分进行哈希运算。这种情况也导致以这越来越多的独立的数据流开始流经网关设备，比如语
音流和多媒体流【注 18：目前一些厂商有能力实现 7 元组的负载均衡散列】
。负载均衡通常
适用于等价路径或绑定的的点对点的路径，实际应用中也有有非等价路径的变体存在。负载
平衡算法的实际效率会受到其算法本身以及实际中不同大小的流的潜在不平衡性的限制。这
些可能会导致装封装效率的问题，最终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受到等价路径或相关成员数量的
限制。

高可靠性
在分布式 IP 网络内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高可靠性：


在网路层面增加冗余（将所有东西都做一个备份，存在冗余交换机和路由器以及冗余路
径的网络才允许连接失败和组件故障）
。



可以通过使用冗余路由处理器/交换机的控制模式在组件层次上实现冗余。冗余的处理
器可以在主用/备用状态模式下工作（这通常意味着如果转发中断，则没有可以替代的
路径）
，或通过控制过程数据（Control Process Data）
（例如不间断路由）的状态镜像来
工作。

创建 MPLS Overlay
以目前对 SDN 的探讨来看，MPLS 是一个额外的分组报头，这种封装允许 IP 网络运营商
在 IP 网络（Underlay）上创建 Overlay 结构或逻辑隧道，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一个 OSPF 多区域 Underlay 上的 MPLS VPN 网络（通过路由反射进行 VRF 标签分发）
标签本身长度为 20 位，共有 2^20-1=1048575 个标签（其中 0-15 标签留作他用），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MPLS 标签
标签可以存放在一个 LIFO（后进先出）序列（即栈）中。标签栈可用于创建多个服务或
网间隧道。这些是现在网络 Overlay 的前提。


对于单个的标签，可以在 IP 转发表对应的标签表中使用快速查找。



通过使用两个标签来创建一个抽象结构，以达到隔离的效果。VPN 通过使用外部标签将
数据包加速转发到网络其他组件中，组件上运行有多个可鉴别内部标签【注 19: 一个
MPLS VPN 可以创建使用 GRE 封装的 MPLS 标签（如果传输网络不支持 MPLS 标签交换，
这基本上可以取代外部标签或 IGP 标签）。最近有建议通过 VxLAN 对 MPLS 进行封装，
以支持类似的功能。
】的虚拟实例（VRF）
。如图 2-14 所示。



使用三个或四个标签可以创建使用（被保护的）中间隧道来进行同样的转发，就像 VPN
创建数据隧道一样（带或不带快速重路由保护）。

与 IGP 一样，已经有很多书对 MPLS 的运作做了阐述，所以我们不会详细探讨 MPLS。
但同样，对 MPLS 简要的描述将有助于理解 SDN。

图 2-14. 以 MPLS TE 为核心（完全的 OSPF Underlay）的 MPLS VPN 网络（通过路由反射进行
VRF 标签分发）
MPLS 的操作主要包括标签分配（Label allocation），地址绑定（Address binding）和标签
分发（Label distribution），这些都是通过配置进行控制的：


标签分发协议有 LDP，RSVP（以及以标签单播地址族的 BGP）等。这些控制协议是通过
与邻居交流及会话来实现行为和信息交换的。



标签分配通常是动态的，但标签分发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部分厂商通过
在 VPN 中对每个 VRF 进行分配或逐前缀逐平台的进行分配。这些标签的分配是按序进
行的（但这并不是必需的）
。



标签分发在下游可以是按需进行的（如 Traffic-engineered 的 RSVP 协议【注 20：在下游
按需进行也是“无缝 MPLS”要实现的功能】），也可以是 LDP 中未经许可的默认行为。

像 IGP，MPLS 的控制面的某些行为，可以在前面所列出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全局和局
部的配置来进行控制。包括过滤标签通告，控制标签保留策略，控制标签的范围和使用、分
发保留标签。该网络组件可以执行标签的动作，如 PUSH，POP， SWAP，Multiple PUSH 和
SWAP&PUSH（除了转发）
。从以前的情况看，并非所有的网络组件都能够执行全部动作，也
不是所有网络组件够充分支持更深层的标签栈。
当部署了 MPLS 之后，数据面的的转发行为从以最长目的地址前缀匹配为依据，变为了
以标签栈顶端标签匹配为依据。不过，转发路径将依旧遵循为目的地前缀计算出的无环图。
这种方式使得查找更为迅速，但它需要维持附加表以及要参考 IP 转发表及标签表，增加了
复杂性。MPLS 还增加了分布式 IP 控制模式的整体复杂性。
MPLS 的 Traffic-engineered 隧道在特定的应用下允许运营商控制隧道的路径，并可以使
用普通基于目的地前缀转发网络所未使用的区域。这些 MPLS 隧道是由同一类前缀的下一跳

地址组成的，称为转发等价类（Forwarding Equivalence Class ，FEC）
。FEC 可以指一系列用
于识别特定数据流的策略；或者指具有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特性的数据流，如那
些使用策略路由的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IP IGP 及 MPLS 在性能方面已得到增强，特别是在多路径负载平衡方
面。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很多技术创新，如子 LSP（sub-LSPs）的建立和提出信息熵标签（Entropy
labels）等。

（组播中的）复制
IP 和 MPLS 的分布式控制同样适用于单播和组播，但它们要实现组播复制需要专门的协
议和数据结构。组播复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只在 IP 网络中得到支持，开始是 DVMRP
（Distance Vector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 ， 距离向量组播路由协议），然后到 MOSPF
（Multicast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组播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最终发展为 PI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独立组播协议）。在 VPN 环境（MVPN）中，MPLS 网络已发展到最接
近组播的态势。像类似的单播一样，组播控制协议也是在规模、收敛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做了
很多优化，以及努力避免黑洞和循环转发等问题。在 MVPN 中，需要特别注意网络边缘组
件中的数据包复制的负担均衡及网络中多播的状态。
这些协议允许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配置驱动控制，但它们也会受到与单播 IP 协议和 MPLS
配置驱动控制相同的限制，这与它们在单播中的情况是相同的。

集中式控制面
集中式控制面的概念并不是 SDN 的唯一驱动力。实际上，分布式控制模型的部分存在，
是因为在近期开发的数据库中没有（集中式模型的）可用特性。因此，这一点也表明在高可
靠性和增加更多控制点间难以达到同步。
集中式控制面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为应用程序和编程控制的简化提供一个方向。为了
在大型网络中达到一个端对端的变革，应用程序不需去了解或直接接触网络组件，但可以与
几个具体相关的控制点进行交互。在当前和过去，均存在一些控制面部分或全部集中的模型，
尤其是在 IP 网络的路由服务及 ATM 交换机控制【注 21：其它实例有语音网络中的 SS7 以及
VoIP 中的多媒体网关控制】领域，但它们并不是 SDN 解决方案。
还有一个著名曾试图产品化的例子，它是通过 Ipsilon 网络实现的，被很多人误认为是
现代 SDN 的祖先【注 22：Ipsilon 并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的可编程接口，对运营商来说，他只
是在网络层面增加了灵活性】。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个 ATM 组件，实际上是用 IP 和 ATM 结
合来决定路由【注 23：Ipsilon（至少）有两个有趣的 IETF RFCs：RFC 1953 和 RFC 1954.】
，然
后通过引入标签交换（Tag Switching）和 MPLS 来实现边界化（Marginalized）。
值得一提的是，IETF 已经开始试图解决目前 SDN 中某些方面的问题。包括控制面和数
据面通过 ForCES
（RFC3746）
和广义交换机管理协议（Generalized Switch Management Protocol ，
GSMP）
（GSMP-RFC3292）进行分离。而 GSMP 诞生于 2002 年 2 月，是个非常新的协议。

逻辑与文字
要探究集中式控制面，必需要将字面意义中的逻辑提取出来。
基于以下几条因素，完全集中化的控制面是非常难以实现的，甚至是根本不可取的。

规模
中央控制器需要与每个被管理的设备进行控制会话（Control Session）
。随着网络规模及
波动的增加，更新单个组件都会导致每个控制会话的 I / O 和处理的增加。其他的附加功能，
如通过信道收集分析数据或执行其他管理任务，也会增加额外开销。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将
负担划分为更易管理的小块是有意义的。

高可靠性
即控制会话开销的规模，使其可以通过单一的控制器来处理，如果控制器是集中式的，
其单点故障会导致整个网络的失效。整个网络的配置和运作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时，某
些其他网络故障或变化需要与控制器进行交互，如果这时控制器仍未恢复，将会导致严重的
问题。对此，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备用的控制器，以备不时之需。

地理
在同一个数据中心中，几乎所有的管理是十分相近的，即使数据中心是分布在多个城市
或多个建筑物中。一旦控制器和控制组件是被城市，州或国家的网络分离，传输延迟就会影
响操作的效率【注 24：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更新的确认上】
。地理区域分布的扩大也增加
了分区的风险（控制器与组件分离）
【注 25：一旦控制器和控制分离，就会形成 SRLG（Shared
Risk Link Groups，共享风险链路组）并引入其他物理风险】
。
鉴于这些因素，一个逻辑上集中，物理上的分布式控制面似乎更可能实现。这个概念也
包括了一系列在物理上分布的控制器之间实现状态同步的协议。

ATM/LANE
异步传输模式（ATM）是一种面向连接的信元交换及多路复用的技术（经过 ITU-T 标准
化）
。像前面所说的 IP 和 MPLS 环境中，协议只对一般情况（非穷尽）进行描述（侧重于与
SDN 相关的部分）
。
大多数 ATM 最初只提供静态的配置功能，支持两种类型的服务：静态电路（永久虚电
路，Permanent Virtual Circuits，PVC）和后来发展的动态电路（交换虚电路，Switched Virtual
Circuits，SVC）
。SVC 通过端点和交换机之间公认通道（Well-known channel）上运行（VPI/ VCI
值对）的信令协议，来实现动态建立（和断开）
。
在终端使用基于 NSAP（Network Service Access Point，网络服务访问点）子网可用的地
址方案（独立的高层协议），ATM 呼叫控制（电路设置以语音呼叫设置为基础）或基于源/
目的地 NSAP、流量、Qos 需求建立的路由（通过 QoS 操作，虚拟电路可以被设置为可变比
特率模式（Variable Bit Rate）或保证比特率模式（Committed Bit Rate）
【注 26：峰值信息速
率，保证信息速率和突发长度（Burst Size）和超额突发长度（Excess Burst Size）
】
）
。
NSAP VPI / VCI 映射分布的出现后，许多网络转移到与动态分布式路由协议所类似的 IP
环境中（ATM 社区标准，PNNI）
。

仿真局域网（LAN Emulation，LANE）作为一个 ATM 社区定义的规范而出现，这使得 ATM
网络中（为高层）出现了类似以太网（或令牌环）中的 MAC 层的服务接口。此接口于不同
于 ATM 主机分界点，
它是一个 ATM 交换机中真正的第 2 层设备（例如以太网交换机中的 ATM
网卡）
。
LANE 协议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在 ATM 交换的 Underlay 上创建的 Overlay，对交换机
是透明的。
要创建这种 Overlay，需要一个或多个控制器提供 ATM 连接，专门功能的服务器。如图
2-15 所示。所需的服务器有 LES、LECS 和 BUS：

图 2-15. LANE 的客户端与服务器


LES（LANE 服务器）为 LANE 客户端（LAN Emulation Clients，LEC）提供 MAC 地
址登记和控制服务器
（每个仿真 LAN 一个）。
实际上，ARP 服务器通过 ELAN（LE-ARP）
来实现其功能。LEC 的是主机（或组件）上 MAC 和高层协议之间的协议接口。



LES 需要 BUS 的配合。BUS（Broadcast and Unknown Server）是专门用于处理 ELAN
中 BUM 流量的一个组播服务器。



LECS（LANE 客户端服务器）维持 LEC/ELAN 映射域范围内的数据库，以供此网络级别内
进行查询和解析（在专门的 ELAN 内提供 LES 服务的 ATM 地址）
。



LECS 地址需要在 ATM 交换机上手动配置，并且通过 ILMI 发现（在终端上）
，形成一个
公认的 ATM NSAP 地址或与一个公认的通道（VPI/ VCI 值对）连接。客户端通过双向控
制连接到服务器，其方式有直接式的（LES）和通过 VCC 配置直接式（LECS）。客户端作
为一个一对多的 VCC 的叶子节点连接到 BUS。
在第六章中，我们会展示 Overlay 的基础和数据中心业务流程基础的惊人相似之处。

虽然 ATM 已经从数据网络中逐渐淡出，但它首次在商业化的 LANE 的控制器和客户端环
境下实现了高可靠性和状态维护。另外，LANE1.0 版本是没有冗余的。
后来，SSRP 经过演变，为 LECS 建立逻辑或物理上的层次结构（主要是为了建立各 LECS
之间的 VCC 树）提供了一种机制，在 LEC 的地址发现中，允许交换机为源提供多个 LECS 地

址。LECS 的层次结构使得对于 LEC 的一次查询只有一个主用（Primary）服务器进行相应，
其他服务器作为备用响应
（通过与主用服务器相连的 VCC 的断开来察觉主用服务器的故障）
。
如果在 ELAN 中 LES 和 BUS 存在冗余的情况下，
SSRP 会对其使用一个优先级排序机制（同
样，通过 VCC 到 LECS 的连通与否来测试其是否在线活动）
。
这种冗余方案会显著增加网络开销（大量 VCC 纯粹用于控制）
，而且会加重网络管理器
的负担，因为需要靠手动维持所有 LECS 数据库的同步。【注 27：由于 LES/ BUS 是动态工作
的，当 LEC 从主用切换到备用时，会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思科的 FSSRP 协议试图解决 LEC
的干扰问题，但以 VCC 的更大的规模和复杂性为代价）。在一些应用中，需要用户在所有 ATM
交换机上维持 LECS 表的顺序】
从 SDN 的角度来看，ATM 交换机可以通过静态或动态方式（前者通过一个管理接口来
集中管理）来创建 Underlay。控制不是可编程（Programmatic）（供应商提供的专用配置系
统是整体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没有提供真正的外部 API）
。LANE 提供特定类型的逻辑 Overlay，
并且由多台服务器（或有相同功能的控制器）来支持。这些服务器的功能也没有提供编程接
口，也不具有基本的高可用性。

路由服务器
路由服务器逐渐演变为网络服务商的一种手段，用于处理外部对等体（Peers）的数目
和策略的不断增长。为达到这种目的，在内部对等体中一个稍微不同的机制（路由反射）已
经标准化了。
一个路由服务器可视为一个基于 eBGP 的控制点（一般位于独立自制系统内各方的共享
部分）
，接收每个网络参与者的控制状态更新（NLRI）
，过滤并有策略的更新，根据这些数据
计算出最佳路径（它可能与一般 BGP 基于中间策略步骤计算出的最佳路径不同），并对每个
参与者创建 RIB（即返回到参与者）
【注 28：著名的实例有 Quagga（一个 GNU Zebra 的分支）
和 BIRD】
，如图 2-16 所示。路由服务器对于自治系统（AS）的路径是透明的。每个参加者
只需要与一个 BGP 通过会话进行交流。

图 2-16.路由服务器架构
路由服务器可以为路由注册表提供一个接口。注册表是分布式存储的路由对象信息（包
括 ASN，策略，前缀，认证信息）
，它提供一个工具集，可以自动配置独立的对等体（边缘
路由器）和路由服务器，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IIR 和路由服务器的互联
路由反射器为内部对等体提供了类似的服务，虽然它是一个更透明的服务（如术语“反
射”的暗示）
，但它受到中间嵌入策略及一系列严格定义的行为的限制。
【注 30：路由反射
器的应用已成为服务提供商业务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一些改变反射器定义及行为规范的方法
也已出现（例如，对于一个客户端来说，通告不止有一个最好的路径，客户端有能力自己做
出下一跳的通告决策）
。
】
路由反射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VPN 服务专用反射器，它使得所有 VPN 边缘路由器（客
户所直接使用的路由器）不必为了 VPN 地址族而形成并维持的一个完整的 BGP 会话网格
（Mesh）以交换 NLRI，如图 2-18 所示。路由反射器支持高可用性（集群）和分层分布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

图 2-18.地址 11.11.11.11/24 的前缀通过所有客户端共用的反射器层面实现路由反射
这两种设备提供了一个集中控制点，可以注入路由状态。许多服务提供商都使用这样的
控制点，用自己的脚本化/自动化接口来提供 VPN 服务，减轻 DDOS 攻击（注入“黑洞”或
吸引路由）损耗，并执行其他任务。
由于这些设备通过标准的控制协议（BGP）通信，交换域间和域内的信息。它们容易联
合和同步的特性使得其地理分布得以应用。
从 SDN 的角度来看，现今基于 BGP 的控制点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标准化的可编程性。有
人认为 RPSL（Route Policy Specification Language，路由策略规范语言）是一种在路由服务器
中表示以及对 BGP 策略进行编程的标准。然而，这不是广义 BGP 控制点的一个完整的/适当
的解决方案（缺少一个标准的 API，传输导向）
。有些 ISP 使用内部开发的工具来处理 RPSL
数据库文件，并辅助 BGP 自动控制。

小结
分布式控制平面和其最终公认的模型随着时间而演变，不仅要满足连续缩放及互联网发
展的一般需求，并且要解决网络运营商所关注的一致性（黑洞和避免循环转发）和快速收敛
问题。
在这个范例中，抽象的 Underlay 和 Overlay 基本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例如 IP 转发和
MPLS 的抽象 Overlay）
。
分布式控制模式的主要缺点在于缺乏网络区域的灵活性和用户控制（在一致性路径选择
上缺少精确的控制，以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可编程性（没有标准的 API 用以注入路由状态
或提取信息，大多数自动控制依赖于供应商或配置/操作命令的语义以深度嵌入到设备中），
以及将控制，数据，服务和管理高度整合的平面（以驱动周期性的规模升级）
。在这个模型
中的组件只是近期才开始尝试与外部的控制面交互，以使的路由处理器可以在更具扩展性
（和易于升级）的计算平台上运行（机架上的处理器不局限于特定的载体和光纤接口）
。
可以说，通过递归和 IGP/ BGP / MPLS 等模式的互动，使网络的复杂性和开销得到了很

好的控制。然而，模型也在综合性收敛，高可靠性，以及供应商希望的理想“黑洞”回避机
制等方面不断发展。
集中控制面在逻辑上集中，但物理上是分布的模型在规模，高可靠性和地理方面是有很
大意义的。
从历史上来看，SDN 倡导者不断尝试将网络集中化。这种集中化有两个实例： ATM LANE
（它已成为真正的历史，现在已不再应使用）和路由服务器（依然应用在在 IP 转发域中）。
从 LANE 系统的服务器中可以看出高可靠性的集中式模型的复杂性。高可靠性的模型缺
乏同步，往往需要用户以特定的顺序手动维护的 LECS 数据库。这种模型显著扩大了控制面
基础设施的规模（在服务器和其他网络组件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扇形（一对多）VCC 通道）
。
更加先进的路由服务器和路由反射器为其他分布式 IP 控制面提供一个集中的控制点【注
31：这些控制点被认为是 SDN 发展中的“机会点”
（这将第 4 章中讨论）
】。
这两类中央控制点降低了分布式控制基础设施的规模。路由服务器提供了可编程性，但
却不是标准化的形式，也没有引入更灵活的或粒度更细的控制。路由反射器也一样，尽管许
多服务提供商都使用自动化的路由反射器，但他们只是在顶层操作网络转发。虽然路由服务
器在其数据库的顶层有专门的应用（例如，WHOIS 查询）
，但它并不直接向程序员提供额外
的应用程序服务（例如拓扑）。
OpenFlow 的（和与之配套的 SDO 和 ONF）对于 SDN 最初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并且
其中有现代 SDN 控制的痕迹：集中控制点、扩展拓扑结构的北向 API、路径计算、通过控
制器为应用程序配置服务、以及一个标准化的南向协议，用于统一不同厂商设备上的路由状
态。
不幸的是，OpenFlow 架构还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北向 API，也没有提供标准化的东西
向分布状态协议，以实现应用程序的移植和控制器的互操作。标准化的问题可能会由新成立
的架构工作组来解决（Architecture Working Group）
。
OpenFlow 为网络的大流量控制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利用 OpenFlow 的全
部原语。该 ONF 催生了一个工作组，他们使用原语设置并实现公认的网络应用模型，来实
现原本有供应商硬件才具有的描述和发现功能。
OpenFlow 在抽象层和最终的 API 是否代表了一个完整的 SDN API 等方面有待改进。在实
际应用中，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传统的/分布式网络或 OpenFlow 域和一般域之间
的交界处，混合式操作方式持续的发展可能会更容易地整合其匹配/筛选流量的能力。

第三章 OPENFLOW
简介
第二章中讨论了控制面和数据面。在本章，将继续探讨不断发展的 OpenFLow 的方案和
协议，这被许多人看做是一种重新建立的理论，也是 SDN 发展的推动力。我们也会探讨在
一般情况下，SDN 控制器是如何实现网络的控制面的。控制面实现后，会潜移默化地重塑运
营商原本的网络设计。
OpenFlow 最初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网络研究构想和实施的一部分。它的最初目标是在校
园网络中创建一个可供实验协议运行的环境，以用于研究和实验。在那之前，大学必须自己
白手起家地创建他们自己的实验平台。从其最初的核心思想来看，OpenFlow 完全可以代替
商业交换机和路由器的二层和三层协议。该方法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白纸命题（clean slate
proposition）
。
2011 年，一个被称为开放网络基金会（ONF）的非营利联盟成立，它是由一群热心的技
术提供者【注 1：目前 ONF 有超过 90 名会员，包括学术和政府机构、企业、服务应用商、
软件公司和设备厂商】组成，以便于在架构网络时实现商业化、标准化，同时促进 OpenFlow
的应用。ONF 是一个新型的标准发展组织，它有拥有一个相当活跃的市场部门，用于促进
OpenFlow 协议和其它 SDN 相关技术的发展。每年召开的开放网络峰会（Open Networking
Summit）也是在 ONF 运作下进行的。
ONF 为了实现其长远的目标，必须引起人们对软件定义网络现象的关注。
OpenFlow 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一般意义上 SDN 的一部分，如图 3-1 所示，主要
包括：


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在 ONF 例子中，控制面受逻辑集中式控制器系统的管理）



描述控制器与网络组件代理之间的状态时，采用标准化协议（如在 OpenFlow 的转发状
态的例子）



通过现代、可扩展的 API 来建立集中式视图，基于此实现网络的可编程性。

图 3-1. OpenFlow 架构（图中展示了一些位于控制器之上的控制面的应用程序，模拟传统控
制层应用程序的行为）
OpenFlow 是一系列协议及 API 的集合，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成品或者拥有特定功能的产
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应用程序（可能不止一个）对数据流流向哪个设备发出指令（出
于它们自身的原因）
，控制器将什么都做不了。
OpenFlow 协议集目前被分为两部分：


线路协议（目前版本是 1.3.x），用于建立控制会话，定义一个用于交换流量变动信息和
收集统计信息的消息结构，以及定义交换机的基本结构（端口和表）。版本 1.1 增加了
对多重表、存储动作执行和元数据传输（Metadata Passing）的支持，最终在交换机中
创建用于处理控制流的逻辑管道。



配置管理协议，采用基于 NETCONFIG 的模型（使用 Yang 数据模型（Yang data models）
）
的 OF-CONFIG 协议（当前版本 1.1）
，为特定控制器分配物理交换机端口，定义高可靠
性（主用/备用）和控制器连接失败时的行为。虽然 OpenFlow 可以使用 OpenFlow 命令
/控制进行基本的配置操作，但它目前还不能启动或者维护（以 FCAPS（故障、配置、

结算、性能、安全性管理）的标准）一个网络组件。
由于 1.0 版本后期的 OpenFlow 线路协议的原始集合太过复杂，2012 年，ONF 从测试互
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顺应性（Compliance）的“plugfests”计划中退出，转而进行更
标准的测试（他们将这项工作外包给印地安那大学）
。
ONF 已经准备建立一个相关的实例，但直到本书编写完成，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已经
有许多开源控制器将其实现了）
。
OpenFlow 协议不是直接的将网络进行切片（Slice）
（这种功能有一个很吸引人的特点，
即可以将一个网络组件分配给不同的端口控制组或者将一个网络分离到不同的管理域中）
。
然而，像 FlowVisor【注 2：FlowVisor 会引起一些中间延迟，因为它必须处理交换机和控制
器间的数据包】
（它在多重控制器和单元之间起着透明代理（Transparent Proxy）的作用）这
样的工具或者由供应商专门提供（通过代理使得虚拟交换机与各自的控制器间建立多重会话）
使这种功能得以应用。

线路协议
OpenFlow 会实现哪些前所未有的功能？
首先，它引入了可代替临时状态（Substituting Ephemeral State）的概念（在网络组件中，
数据流的条目不是存储在永久存储器中）
，这是为了使各供应商协议配置中的语义更加严格、
标准【注 3：产生暂时状态的能力与可编程控制的结合可能只是 OpenFlow 的暂时优势，已
经有很多方案（如 NETCONFIG）增加了以现有的可编程方法控制的功能】。临时状态绕过了
以前较慢的配置承诺模型（Configuration commit model）以实现网络自动化。
对于大多数网络工程师，配置的最终目的是创建转发状态（在分布式控制环境中虽然是
分布式和自学习的）
。事实上，许多网络工程师对合适配置进行测试是为了验证转发状态（查
看路由、转发或者桥接表）
。当然，相比于网络组件分布式的管理和配置以及状态维护（如
果我们一直希望转发表中有确定的转发规则）
，这减少了部分控制器管理的负担。
【注 4：在
RCRE/PCEF/PCC 系统中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在过去的移动网络中已经在每一个用户的基础
上实现。为了制定定义明确且标准化的内部交换信息处理过程，以及使得整个网络不同供应
商的组件之间的互操作性，标准化组织已在这方面开始努力。毫无疑问，移动策略系统也能
发展为 SDN 系统且拥有 SDN 的特征。当这些发生后，它们和 OpenFlow 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可能是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客观来见，也许简单性更合适）
】
其次，在一个 OpenFlow 流的条目中，条目的分组头（Packet header）
（至少在第二层和
第三层域中）是可以被匹配和修改的，如图 3-2 所示。许多域（）的匹配可以被屏蔽【注 5：
能够支持的匹配类型（连续的或有偏移的）是另一中平台相关的功能】。这些使得 OpenFlow
已经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注 6：不幸的是，在版本 1.2 或者更前的版本中，当 TLV（阈
限值）结构被加入到匹配中（并且匹配域被重组）时，向后兼容性将遭到破坏。实事上，1.2
版本由于其数量和类型的改变，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虽然 2012 年一个开源的代理最终出
现了）
。在某些版本中发现 HELLO 握手机制被做了改动，并且与交换机版本不兼容，导致不
能和控制器会话】
。图 3-2 展示了用 L2+L3+ACL 实现转发功能的复杂性（采用下一跳抽象来
快速收敛）
。基本实体支持表与表的结合使得其支持大范围（表）的临时结合。

图 3-2.1.0 版本 OpenFlow(线路)的基本实体
与分布式 IP/MPLS 模型相比较，OpenFlow 下运营商所能控制的广度有着显著的不同
（OpenFlow 有一个 11 元组匹配空间）。简单列出其（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在匹配指令中有屏蔽的功能，网络能够模仿 IP 目的地址的转发行为。



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网络能够显示源地址/目的地址路由行为。



OpenFlow 的分组匹配长度（目前）没有标准当量，这让在分布式控制环境中基于路由
或其它匹配/转发机制的策略有非常强的可替代性。

最后，有一个修改行为的承诺。交换机（通过在交换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最初的概念
类似于服务应用、执行服务（就像 NAT 或者防火墙）。无论基于硬件的转发系统是否可信，
该功能高度地依赖于供应商来实现（指令集支持、操作顺序，以及用于维护线速率性能的运
营预算）【注 7：之后将会展示一个在控制器或虚拟服务路径（Virtual service path）的虚拟
环境下创建一个应用的例子】。然而，在 1.3 版本的有线通信协议中加入了标签操作（Label
manipulation）
，它可以使 OpenFlow 的控制单元很容易地模拟类似 MPLS LSR 集成平台的行为
（或其他传统的分布式平台的功能）
。
OpenFlow 协议具有扩展性，可以使得 EXPERIMENTER 在控制消息、流匹配域、计量操
作、统计等方面进行扩展（可以是公开的或私有的）
，也可以使供应商进行特定的扩展（可
以是公开的或私有的）
。
表中的条目可以设定优先级（如果有条目重叠）和超时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清
除操作，在某些控制器失效的情况下，可以保证数据流的最低效率）
。

OpenFlow 支持 PHYSICAL、LOGICAL 和 RESERVED 端口类型。这些端口可以是出口、入口
或者双向接口。
对于 RESERVED 型端口 IN_PORT 和 ANY（的保留）是不加解释的。
TABLE 一般需要建立多表管道（Multitable Pipeline）
（OpenFlow 最高支持 255 个无类型
表及任意的 GoTo 顺序）
。
其余的 RESERVED 端口用于确保重要的（或感兴趣的）行为有效【注 8：在某些情况下，
CONTROLLER 是唯一要求保留的端口（其他端口可以设置）。其他端口如 ANY， IN_PORT， ALL
和 TABLE 等也是必要的。这里列出来组合对混合方式下其他类型的交互也是十分有用的】
。

LOCAL
只出端口，这种逻辑端口允许 OpenFlow 应用程序访问终端主机操作系统的端口（以及
相应的进程）
。

NORMAL
只出端口，这种逻辑端口允许交换机像传统以太网交换机那样工作（采用相应的洪泛/
学习行为）
。根据协议功能规范，只有混合式交换机【注 9：对于“混合式”最初的定义
是同时具有 OpenFlow 交换机和二层交换机（对于在 OpenFlow 域中的端口）的功能】才
支持这种端口。

FLOOD
只出端口，这种逻辑端口采用网络组件的复写引擎（Replication Engine）将分组发送到所
有标准（非保留的）端口。FLOOD 端口不同于 ALL 端口（以及其它的保留端口）
，ALL 端
口包括进入端口。FLOOD 端口利用了组件分组复写引擎。

CONTROLLER
此端口允许将分组（通过控制通道）从数据路径转发到到控制器上（反之亦可）。这确保
了 PACKET_IN 和 PACKET_OUT 的行为。
转发范例提供了两种模式：主动（预先置备，Pre-provisioned）和被动（数据面驱动）
模式。在主动模式中，控制程序在需求出现之前便（在表中）放置了转发条目。如果一个流
没有一个条目与之相匹配，运营者有两种（全局）选择——丢弃这个流或者使用 PACKET_IN
选项来作出决定，以创建容纳分组的数据流转发条目（主动/转发或者被动/配置）——这便
是被动模式。
控制通道最初被规定为一个对称的 TCP 会话（可能以 TLS 为保证）
。该通道是用于配置
和管理（局部流动，收集事件和统计），并为交换机和控制器/应用程序的分组提供路径。
要统计的数据包括流量，汇总，表，端口，队列和特定于供应商的计数器。
在该协议的 1.3 版本中，允许使用多个辅助连接（包括 TCP、UDP、TLS 或者 DTLS），它
们可以处理 OpenFlow 任何类型及子类型的消息。
在 UDP 和 DTLS 通道不能保证分组的顺序，
为链接的行为准则设定规范，以确保分组特定的操作是对称的（以避免在控制器上的顺序问
题）
。
【注 10：对于这些协议的改变，有相当完整的注释，特别在被 David Ward 补充的在 JIRA
ticket filed 中，基于会话的 UDP 通道杜协议的改变】
OpenFlow 支持通过 BARRIER 消息来创建一个调步（Pacing）机制（创建原子操作或是流
量控制），以处理那些可能与后续消息之间有依赖关系的分组（如 PACKET_OUT 操作的例子，

它要求一个流中先放置匹配的分组以保证转发）
。

复制
OpenFlow 提供了几种分组复制的机制。
ANY 和 FLOOD 保留虚拟端口主要用于模仿/支持已经存在协议的行为（例如，LLDP 用于
为控制器收集拓扑信息，常用 FLOOD 作为它的输入端口）
。
组流表（Group tables）允许将端口分组到输出端口集中，以支持多播、多路径、间接
和快速故障切换。每个组表实质上是一个行动桶（Aciton Bucket）的列表（表面上的动作之
一是输出，以及指定一个输出端口）
。有 4 种类型的组表，但其中 2 中是必需的：

All
执行组中的所有行动桶。用于多播或广播转发【注 11：规范所声称的“All”组类型对
于多路径是可用的，但并不是 IP 转发意义上的多路径，如分组 IS 在两个路径上复制。这种
行为更用于即时/实时视频源或其他需要修改终端节点的多路径类型】

Indirect
在 IP 转发中，用于模拟下一跳的收敛行为，进行高效快速的收敛。
应用行动（Apply-Action）的行动列表（Action list）中（OpenFlow1.0 版本中 Apply-Action
是一个特例）允许创立并使用输出/端口动作列表实现连续复制。

转发抽象工作组（Forwarding Abstraction Workgroup，FAWG）
OpenFlow 交换机（图 3-3）的模型在基于软件交换机（伸缩性及分组操作特性十分灵活）
或者在硬件转发条目满足一些简单假设条件的情况中（比如容量大，带宽宽，层次深并支持
多入口（Multi-entrant）访问（如 TCAM）的内存）工作得很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
满足这样的要求，OpenFlow 通过一组 OpenFlow 原语、多重表以及其他方面，对各种分组操
作提供了全面有效的支持。

图 3-3. OpenFlow 1.0 转发模型（非常简单的共享表模型）

通常，OpenFlow1.1 具有潜在的组合复杂度（Combinatorial Complexity）
（如图 3-4 所示）
并且不能在基于 ASIC 的转发器上很好的工作。因此，需要考虑 OpenFlow 抽象层的选择，要
使其对所有应用程序有适应性。
这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更一般的抽象层的讨论中经常引用对Martin Casado
（OpenFlow的发明者）的访谈。
【注12：
http://searchnetworking.techtarget.com/news/2240174517/Why-Nicira-abandoned-OpenFlow-hardwarecontrol

（订

阅后阅读全文）
】
在整个访谈期间，Martin 列举了 OpenFlow 在流量工程应用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在当
前 ASCI 上实现 OpenFlow 的一般限制，并对 OpenFlow 对网络虚拟化的适应性做了特别评论：
“我认为 OpenFlow 对于这来说太底层了。
”
【注 13：OpenFlow 复杂性描述由 David Meyer
提供】

图 3-4. OpenFlow1.1版本及后续版本中的管道模型（非常复杂——组合复杂度为O(n!* a(2^l))
条路径，其中n=表的数量，a=动作数量，l=匹配域的宽度）
该协议在早期版本中限制了检测能力，但这 1.3 版本中得到了重构以支持一些原始表功
能的描述（Primordial table capability description）
（增加了每个匹配域的匹配类型——比如精
准匹配、通配符以及 LPM）
。
目前在抽象方面的缺陷有【注14：相关文献：
《FPMODs and Table Typing Where To From
Here?》(David Meyer/Curt Beckmann) ONF TAG-CoC 07/17/12.】
：


信息丢失



信息泄漏



控制面和数据面缺乏抽象



组合状态数目激增



数据层驱动（Data-plane-driven）控制事件



间接访问基础架构（Indirection Infrastructure）薄弱



时间敏感（Time-sensitive）消息的定期（Periodic）通信



多路控制引擎



可扩展性差



缺少基本实体

独立组织 FAWG，通过表类型模式（Table Type Patterns，TTPs）尝试建立第一代协商交
换机模型（Negotiated switch model）。【注 15：OpenFlow 未来讨论组（OpenFlow Future
Discussion Group ） 提 出 了 一 个 更 复 杂 解 决 方 案 （ 被 命 名 为 Forwarding Plane Models
——FPMOD），
但只是提交了一个 FAWG 开发中的表类型模型的简单轮廓
（在 TAG 的建议下）。
这种解决方案缺少一组模型并多了一个可扩展组的基本实体，以代替控制器映射交换机硬件
抽象层（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的编码时间（当然，基于协商的行为模型，并不是必
须以静态的预定义模型来限制管道描述）】FAWG 已经开发了一个建立、识别（唯一的）和
共享 TTPs 的流程。其协商算法（基于 Yang 模型）和通过消息在控制器和交换机间建立商定
的 TTP 的方法也正在开发之中（可能会在 OF-CONFIG 的 1.4 版中出现）
。
TTP 模型是一个预定义交换机行为模型（比如 HVPLS_over_TE 转发器和 L2+L3+ACL），以
一定表配置文件（匹配/屏蔽和行动）和表互连（体现各自特点的逻辑管道）为代表。在服
务流中这些配置文件可能是基于不同功能的组件而建立的（比如对于 HVPLS 转发器，在组
件是起止点，中间点或出口等不同情况下，其行为是不同的）
。
早期模型建议在 1.3.x 版本的 OpenFlow 中完成 TTP，以提高扩展性。
如果 FAWG 是成功的，可能会使得控制器上的应用程序感知网络组件的功能，至少能感
知其行为特点。
以下的简单例子展示了 TTP（或者 FPMOD）能满足哪些需求。
【注 16：这个例子也来自
于本章先前曾引用过的 Meryer/Beckman 的文献。】
当硬件表中含有相似的数据并具有少许多样性时，这些数据是可以共享的（比如，有两
个视图的逻辑转发表;MAC 转发和 MAC 学习）
。该表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如使用单一的硬
件表。而执行 MAC 学习/桥接的 OpenFlow 控制器必须为 MAC 学习和 MAC 桥接建立单独的
表（在 OpenFlow 的表达上会有限制）。目前还没有方法将这两种可能不同观点联系起来。
在图 3-5 中的简单示例中，展示了一种时序机制，当两个独立的 OpenFlow 表中的同一数据
流的条目不同时，则必须进行同步（比如，在学习之前不能转发）
。

图 3-5.用于L2+L3+ACL/PBR TTP的TTP模型复杂度（来源：D. Meyer and C. Beckmann of Brocade)
在图 3-5 的例子中，
IPv4 和 IPv6 表指向组表来模拟在传统 FIBs 中的下一跳抽象
（Next hop
abstraction）
（以使得网络快速收敛）
。

控制和可扩展性
OF-CONFIG 协议最初被设计用于在网络组件中 OpenFlow 相关信息的设定（OF-CONFIG
1.0）
。这个协议是依靠 XML 架构，Yang data 模型，和用于交付的 NETCONF 协议建立的。
建议使用 Config-Mgmt 工作组或者其它工作组的扩展协议（如 FAWG，Transport）【注
17：很多光网络交换机配置是静态的、永久的，所以需要一些更适合 OF-CONFIG 的扩展】）
。
在 1.1 版的 OF-CONFIG 中，标准将自身与运营商运行的 FLowVisor 分离开来（或者类似
的外部分层代理（External slicing proxy）
）以在物理交换机上实现多个虚拟交换机。这会改变
交换机的工作模式，物理交换机可以有多个内部逻辑交换机，如图 3-6 所示。

图 3-6.OF-CONFIG 与线路协议的关系（来源：OF-CONFIG 1.1 版）
在1.1版OF-CONFIG中，除了控制器、证书、端口、队列和交换功能外，运营商可以配置
一些逻辑通道类型（IP-in-GRE, NV-GRE,VX-LAN）
。这种需要可以创建逻辑端口的交换机的
支持。
在版本1.2（见图3-7）中，协议扩大了OF-CONFIG自举功能的范围，和提高了协议的能
力,进而支持更多交换机/主机的功能（已经提出将配置本地/主机的OAM协议进程的功能作为
一个扩展）。

图 3-7. OF-CONFIG 性能发展
通过将 OF-CONFIG 扩展到本地组件中去，
ONF 可能在不经意间提出了混合操作的课题，
也可能会使相关标准产生混淆【注 18：因为 OF-CONFIG 使用了 NETCONFIG/Yang 模型，工作
组致力于在它们的 Yang 数据模型中建立这些实体（隧道、OAM）他。以 SDO 的观点来看，
这可能不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模型】
。
另一个被提出的项目是架构工作组（Architecture Group）对线路和配置协议合并的研究。

但架构组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协议或规范，所以今后这可能由其他工作组来完成。
NETCONF 的应用也可能扩展到到自动通报（Call home）的场景中（例如交换机发起的
连接）
，但是在规范或与 IETF 的合作中，协议中由来已久的 BEEP（在 of-config 中这被指定
NETCONFIG 的连接）可能需要作一些改变。
可扩展性工作组的工作是审查为扩展到协议通信协议中，在 OpenFlow 中所增加的新功
能，并对此提出建议（见图 3-8 对协议的一般改进）
。

图 3-8. 从 1.1 版 OF 到 1.3 版 OF， OpenFlow 管道功能在不断增强
在 2012 年 4 月，当 OpenFlow 有线通信协议 1.3 版发布时，ONF 决定在该版本得到普及
之前，暂缓对可扩展性的更新，并认可了对 Bug 的修复发布临时性版本（比如，在 1.3.1 版
对 1.3 版中的细节进行了修改）
【注 19：后来，ONF 开始要求新的可扩展性并实现了配置管
理建议的原型，以用于对扩展性部分的概念证明（有点像其他 SDO 的工作代码需要参照标
准的要求）】
。
1.4 版中 OpenFlow 有线通信协议的主要候选扩展方案是由新成立的传输讨论工作组
（Transport Discussion Group）提出的【注 20：提出了扩展线路协议以支持光网络交换
（EXT-154）的方案。这个扩展定义了简单波长调谐和端口的深层定义】，该组织专注于在
OpenFlow 和光网络管理系统之间管理系统的接口，以建立一个标准的、多厂商的传输网络
控制（比如服务开通）环境【注 21：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GMPLS 是应该提供这种标准
化，但这些定义，诠释，以及 GMPLS 具体实施的不一致性无法保证不同厂商设备之间的互
操作性】。

本书以后的版本中增加加强的 1.4 版 OpenFlow 的全部内容

对传输和 OpenFlow 表达（Demonstrated）能力整合的初次尝试，是将光网络抽象为
OpenFlow 可理解的交换机模型——一个可用于创建虚拟 Overlay 的抽象视图。
由讨论组拟定的传输解决方案架构将结合设备层面信息模型（如 OTN-NE，Ethernet NE
和 MPLS-TP NE）和网络层面的信息模型（MTOSI，MTNM）
，建立 OpenFlow 的驱动控制面，
以代替直接控制。
【注 22：该方法可以直接控制组件，或者利用 FlowVisor 类层（FlowVisor-like
layer）代理切片（slicing）功能控制，以及对每个光网络/传输网络的虚拟切片引入客户端控
制器的概念（以适应一般的商业应用以及在传输环境中保护数据）
】
即使在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各种混合控制面的场景依然存在问题。例如在同样的传输网
络中，传统 EMS/NMS 协议与 OpenFlow 驱动的控制是否会结合。就像图 3-9 中展示的。

图 3-9.包含 OpenFlow 控制的混合控制环境下的传输网络

体系结构
虽然 OpenFlow 为数据流实例（Instantiating flows）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南向（面向组
件代理控制器）协议，但没有北向（面向应用程序的）API 或东西向的 API。

大多数可用的控制器的东/西态分布是基于分布式数据库模型，它允许同一厂商的控制
器可以形成联合，但不允许以可互操作的状态交互。
架构工作组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至少间接地为 SDN 定义一个通用 SDN 架构。ONF
曾将 SDN 和 OpenFlow 等同。如果没有标准化接口，就会出现对 ONF 定义的 SDN 开放性的
质疑。
大多数 OpenFlow 控制器提供一套基本的应用程序服务：路径计算、拓扑结构（通过 LLDP
定义，拓扑仅限于第二层）和服务开通。为了支持 OF-CONFIG 协议，他们需要支持 NETCONF
协议驱动。

图 3-10. OpenFlow 控制器组件（FlowVisor 和应用程序是各自分离的实体）
目前关于 SDN 架构和 OpenFlow 的问题是，由 OpenFlow 控制器（和 OpenFlow 所工作
的网络层）提供的应用程序服务的种类是否能够满足所有可能的 SDN 应用程序。
【注 23：关
于 OpenFlow 是否就是 SDN 的辩论
http://gigaom.com/2013/01/30/sdn-is-not-openflow-but-openflow-is-a-real-disruption/】
围绕着宏观的 OpenFlow 模型（例如，故障排除，以 OpenFlow 语义进行更高层次的策
略表达，以及控制器和组件之间的验证层），许多学术和研究设机构展开了研究，但其中开
放网络研究中心（Open Network Research Center，ONRC）的研究最引人关注。

混合方法
ONF 成立了混合工作组（Hybrid Working Group，HWG）
。该工作组提出了午夜行船（Ships
in the Night，SIN）模型和集成混合（Integrated Hybrid）模型的体系结构。ONF 只接受了 SIN

模型的建议。
集成混合模型催生了一系列安全问题，并在不经意间建立了混合网络。
假设在网络组件中引入一个控制的分界点被（在 OpenFlow 和原本的控制层之间），几
乎所有的安全问题都集中在如何保留端口
（特别是 CONTROLLER、NORMAL、
FLOOD 和 LOCAL），
才能保持混合模式下对原有的进程（运行在控制器或者 OpenFlow 端口上的应用程序会欺骗
IGP 节点，插入其他协议会话或者导出状态）或原生（Native）网络的访问。
在意外的连接下建立的混合网络中，安全范围（Security perimeter）会扩大。当外部无
环网链接一端连接在 OpenFlow 域中，另一端连接在原生网络中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新成立的安全工作组（Security Working Group）致力于解决混合模式下的安
全问题，在撰写本书时安全问题并没有足够的材料以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章
节。本书以后的版本中将会增加这部分内容。

午夜行船
午夜行船模型假设一个端口（物理的或逻辑的）只能够被用于 OpenFlow 或原生网络，
不能同时用两者。SIN 的关注于以下几个方面：


OpenFlow 进程分配资源是受限的，它们不能够阻止原生（或者保留的）的操作。建议
在原生主机系统中采用现代进程级别的分离（或者使用虚拟化技术）
。



避免了控制面之间需要同步进程或进行事件通知。



对流处理过程有严格的规则，包括 LOCAL、NORMAL 和 FLOOD 等保留端口（带有明确
的警告）的使用。
SIN 扩展了先前 ONF 对混合模式的定义（在 NORMAL 定义中有反映）
。

SIN 模型允许端口被逻辑端口或 VLAN 分离，并推荐在这样环境中使用 MSTP 进行生成
树操作（这实际上是多种类型集成混合网络的需要）
。
最后，SIN 指出了在保留端口交互方面的模糊之处，
端口代理模型
（Port delegation model）
的松动是 SIN 混合模型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图3-11. SIN体系结构（来源：ONF Hybrid SIN WorkGroup）

双重功能交换机
ONF 拒绝了混合工作组提出的集成体系结构的白皮书建议。在 ONF 的建议下，成立了
迁移工作组（Migration Working Group）
，以帮助 OpenFlow 的采用者在 OpenFlow 网络架构
的部署中，不必采用混合模式来过渡。但是，对集成混合模式的需求仍然存在，新成立的迁
移工作组织会致力于解决混合设备和混合网络方面的问题【注 2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一个理想的混合网络模型，在 ONS 2013 上，提出了与数据中心 Overlay 模型（Overlay 采
用伪线（Pseudowires）
）结构相类似的混合网络设计建议（Panopticon 混合）
】
。
部分存在或已经部署的模型的集成是在控制层面将 OpenFlow 域与原生域集成（如
RouteFlow）
。与集成混合模式不同，这种模型专门建立一个混合网络（见图 3-12）
。
该方法背后的通用概念是在虚拟主机上运行一个路由协议栈（Routing stack），将虚拟交
换机上的虚拟端口绑定到相关 OpenFlow 交换机的物理端口上。通过这些端口，在边界交换
机的流表（Flow Table）中添加合适的协议流，使虚拟路由器在适当物理边界点上与原生网
络形成 IGP 或 BGP 邻接关系。然后，虚拟路由器通过适当的边界点来通告并分配前缀到
OpenFlow 域中（就像原生网络中通过邻居节点进行学习一样）
。此外，（通过使用内部逻辑
和策略）虚拟路由器在 OpenFlow 域中建立了流规则（FlowRules）
，即是直接在邻居节点用
流规则交换信息时学习流量的目的前缀，最终将其指向边界交换机上合适的端口。

图3-12. RouteFlow体系结构（来源：http://cpqd.github.io/RouteFlow/）
这种混合设计的一个潜在缺点是流量管理和数据包的 I / O 连续发生在同一个 TCP 会话
中，这使得网络设计产生了需要回到传统分布式控制面中解决的问题：阻塞，控制包 I / O，
等待时间，队列管理，以及硬件编程速度。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使用替代控制通道
（OpenFlow 在 1.3 版中这样建议）得以改善，以此作为 OpenFlow 有线协议的进步和成熟。
表和接口是用于集成混合连接（在 OpenFlow 协议和在同样设备上的本地协议）
的工具。
可以通过 OpenFlow 中 GoTo Table 语义在本地表中进行辅助查找来对基于表的方案进行
优化。现在，OpenFlow 除了自身有的，没有其他的表知识（Knowledge of tables），并且没
有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在会话初始化过程中允许本地表进
行发现操作。但这个方案有以下问题：


对于本地域中 VRF 表名称来说，OpenFlow 的表命名空间太狭小。



在本地可能会创建大量动态表，特别是在网络提供商边缘或者数据中心的网关设备中，

需要在控制器中更新这些数据（如果重启会话会产生大量的动态的发现操作，因此需要
更多的标准化努力）
。


本地域的某些设备中表会多于 64 张。



通过 GoToTable 解决方案可以更加简化操作（结合前文所提及的所有可能性假设）
，它
就像一个复杂而有效的路由。

目前有非官方的、基于接口（Interface-based）的解决方案来实现在域间的双向流。通
常做法是在 OpenFlow 交换机域内人为插入第三层转发组件。组件可以通过 NORMAL 行为、
DHCP 以及 ARP 的结合，能够在 OpenFlow 域中发现用于转发的网关设备。这种方案可以工
作，但还不稳定。在 OpenFlow 中，NORMAL 逻辑端口是一个只出端口，所以不可能反向用
Flowmods 控制流量。而且，一些管理员或者运营商者因为安全的原因，不喜欢使用 NORMAL
端口。
如果我们对接口的定义做一些扩展，可以将端口标记为第三层转发或本地端口（语义是
最需要关注的）
，那么就可能直接建立第三层人为组件和 OpenFlow 控制端口的交叉连接
（cross-connecting）的规则，使得出口和入口规则发挥作用。例如，在 JunOS 操作系统（瞻
博网络）
，有一个被称为逻辑隧道（Logical tunnel）的结构（见图 3-13）。这种结构可以一端
连接在 OpenFlow 的域中，另一端连接在本地任一路由选择域（Routing Domain）中。对于
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可扩展的，透明的混合解决方案，运营商只能将标签的名称（发现其
双重性质）挂在端口上（这种不幸的事只在 Juniper Networks 中存在）
。

图 3-13. Juniper Networks 的集成混合建议（来源：Juniper Networks）
基于接口的解决方案有以下要求：


至少，扩展端口描述要将其自身标记为原生组件（一个域之间的访问点）
。其他额外的
属 性 可 以 标 注 域 的 性 质 （ 例 如 IP 或 MPLS ）， 以 及 端 口 所 在 主 机 的 路 由 实 例
（Routing-instances）。这些属性可以作为部分端口信息，与供应商代理（Vendor Agent）
的端口状态信息（Port-status Message）或功能回复信息（Features-reply Message）进行

交换。
（这些是对 OpenFlow 标准提出的一些扩展）


供应商代理应实现 MAC 相关的任何功能，因此需要双向流量（比如，在原生 表中所有
分配或指向人工组件的前缀应与 MAC 人工组件（MAC of the artifact）自动关联）
。



供应商代理需要支持 OpenFlow-ARP 相关功能，以便于 OpenFlow 域中的设备备能够发
现 MAC 人工组件。



原生端口能够以（更好的）内部回环（Loopback）端口或者外部回路端口的形式被实现
（比如，对称解决方案比非对称解决方案要好）
。



某些应用程序更适合采用这种方案，比如借助 LLDP 的拓扑发现，排除原生人工组件或
端口。
（这是一种指定的操作行为）

集成混合模式需要支持虚拟接口（比如在 VLAN 标签层面共享一个链接）
。任何共享链
接（如一个支持 VLAN 中继的端口）的外部/原生功能应能够在两个域间工作（域可以并行
操作，但不交叉连接）
【注 25：客户需要物理端口具有 Qos 功能，以此阻止 VLAN 从一个或
其它域（原生或 OpenFlow）中通过共享链接消耗过多带宽】
。而且，本地接口功能可能被应
用于（连接到域的）人工组件，但是没有假定必须支持这种功能。这些行为依赖于供应商，
需要供应商向他们的客户明确地定义支持，后果（异常行为）
，以及这些功能顺序。

小结
OpenFlow 被认为是对 SDN 探讨的开始，并提出了现代 SDN 控制的特征：一个集中控制
点，一个用于拓扑的北向 API，路径计算，通过控制器对应用程序提供服务，还有用于在多
厂商基础架构环境中实例化转发状态的标准的南向协议。
不幸的是，OpenFlow 体系结构没有提供标准的北向 API，也没有提供标准的东西向分布
式协议，以支持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控制器供应商的互操作性。新成立的体系结构工作组
或新形成的开源组织 OpenDaylight 项目会推动标准化不断前进。
OpenFlow 为可以利用全部 OpenFlow 原语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流/流量控制方法。ONF
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解决供应商硬件实现功能的描述/发现。他们也使用原语集合来实
现知名的网络应用模型。
OpenFlow 中还存在这样的问题：由 OpenFlow 实现的抽象层以及它最终的 API 能否代表
完整的 SDN 的 API，它的应用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传统的/分布式网络或 OpenFlow
域与原生域的边界上，混合操作方面不断的改进会更容易整合其匹配/筛选流量的功能。

第四章 SDN 控制器
简介
SDN 的三个最基本概念是可编程性，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分离，以及在集中控制模式下对
临时网络状态（Ephemeral Network State）进行管理，无论其集中化的程度。这些概念最终
都在一个理想化的 SDN 框架中得到了体现，
这个框架的细节我们将在之后的第九章中介绍。
SDN 控制器是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具体化，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SDN 控制器是该框架的
一种反映。
从理论上讲，SDN 控制器提供的服务可认为是一个分布式控制面，以及支持临时状态管
理和集中化的概念。在实际中，一个控制器实例支持这些功能的一部分或一个子集，以及其
自身部分概念。在本章中，将详细介绍最广泛使用的商业或开源 SDN 控制器产品，同时包
含了理想化控制器/框架的内嵌视图，用于对控制器的各种实现方式进行比较和对比。本章
还对几种类型的理想控制器做了对比。

这里要说明的是，本章的意图是详尽的描述使用最广泛的控制器，可能会有
遗漏。也详细的介绍了一些商业控制器产品，但也难以面面俱到。如果出现
这些遗漏，均不是有意的，也并不是认为某个控制器比其他的更好。

几种较为普及的 SDN 控制器
理想化的控制器如图 4-1 所示，这些在第九章有详细论述，但放在这里以便参考。并且
在本章中会一直参考此图，以对不同的控制器产品进行相互比较。

图 4-1. 理想的控制器/架构
一般来说 SDN 控制器是一个软件系统或系统集合，它们共同提供以下功能：


网络状态的管理，并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和状态的分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库。这些数据
库中存储着从网络控制组件和 SDN 相关应用软件获得的控制信息，包括网络状态，一
些临时配置信息，拓扑学习和会话控制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通过多个控制器，
来实现目标驱动（Purpose-driven）的数据管理流程（例如关系型和非关系数据库）。
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其他内存数据库（In-memory Database）策略。



高层的数据模型可以获取管理资源，策略和控制器提供的其他服务之间的关系。很多数
据模型都是使用 Yang 建模语言构建的。



控制器公开的向应用程序提供现代的， 具有 RESTful（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性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这有利于大多数控制器与应用程序间的交互。此接口
来自于描述控制器的服务和功能的数据模型。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器和它的 API 作为开
发环境的一部分以根据模型生成 API 代码。有些系统更进一步，提供了强大的开发环境，
扩展其核心功能并为新模块推出其后续 API，包括支持控制器功能的动态扩展。



在控制器和网络组件的相关代理之间应使用安全的 TCP 控制会话。



基于标准的协议应当支持网络组件中的应用驱动的网络状态



应具备设备，拓扑和服务的发现机制，路径计算制度。以及可以提供其他以网络为中心
（Network-Centric）或以资源为中心（Resource-Centric）的信息服务

当前商业化的控制器的供应商有 VMware （vCloud/vSphere）， Nicira （NV），NEC
（Trema）
， Big Switch Networks（Floodlight/ BNC）以及 Juniper（Contrail）。当然还有几种
开源控制器。
【注 1：某些厂商同时提供开源的和商业的控制产品】
除了使用 OpenFlow 协议和专有协议，还有些 SDN 控制器利用 IP / MPLS 网络的功能来
创建 MPLS VPN，作为数据中心或广域网（WAN）上 MPLS LSP Overlay 的三层到三层（Layer
3-over-Layer 3）的租户分离模型（Tenant Separation Model）
。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观点：网络管理解决方案中，基于 NETCONF 的控制器【注 2：参
见 http://www.uppersideconferences.com/sdnsummit2013/program-sdn-summit-2013.pdf】的几乎没有区别，
或者说基于 Radius/Diameter 的控制器（如 PCRF 和/或 TDF）
，在移动环境中也充当 SDN 控制
器的角色。在这样的事实下，南向协议变得更加独立，并能够创建临时网络/配置状态。
正如本书之前所讨论的，数据中心业务流程中原有 SDN 应用催生了 SDN 控制器，并使
其作为综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SDN 控制器侧重于数据中心的资源，如计
算，存储和虚拟机映像，以及网络状态的管理。最近，出现了专门从事网络抽象的管理，并
能够对数据中心进行资源管理的 SDN 控制器，它们是通过开源 API
（如 OpenStack，CloudStack）
的支持来实现这些功能的。SDN 应用在数据中心之外的扩展，以及某些网络领域内并没有在
管理方案中将计算和存储这类虚拟资源紧密结合，催生了这类控制器。
在数据中心行业网络不断增长的同时，引入了大量以虚拟层交换机/路由器/网桥构建的
新 网 络 组 件 。 这 其 中 也 包 括 后 续 章 节 中 将 探 讨 网 络 服 务 虚 拟 化 （ Network Service
Virtualization）。网 络 服务虚 拟 化， 有时 也 被称 为网 络 功能 虚拟 化 （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NFV）
，将在下一代网络体系结构中增加更多这类组件，进一步强调控制器操
作和管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本书还将讨论 NFV 的互连或链接。
虚拟交换机或路由器代表网络环境中的最低共同标准（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并且一般其转发表项的数量比硬件实现的同等设备要少。虽然他们技术上能够在 VM（Virtual
Mechine 虚拟机）服务中支持大型表，但他们真正受限制的地方并不是 VM 服务。尤其是因
为，集成表的规模和虚拟层的管理功能通常只能在特定用途的路由器或交换机中以硬件方式
实现。在传统特定用途的网络组件中，更为简化的基于 hypervisor 的转发结构中没有 RIB/ FIB
组合存在的空间。这种情况下的分布式控制范式需将分布式网络信息归结为这几个条目——
这些信息来自用户空间代理（User-space Agent）
（终端主机结构的一部分，建立一个进程并
将其作为一个 VM 服务运行）或 SDN 控制器。在后一种情况下， SDN 控制器的作用可能是
在分布式环境中的一个代理，或是集中式环境中管理决策下的流配置代理（Flow Provisioning
Agent）。采用这种方式，控制器才能在网络的管理层上，通过一个常规的网络 OSS（Open
Source Software，开源软件）公开。
对于在数据中心主机上的软件交换机/路由器中，SDN 控制器是一个关键的管理界面。
SDN 控制器提供一些管理服务（以及配置和发现功能），因为它们要负责临时的网络实体相
关状态（通过代理）
，如分析和事件通知。在这个方面，SDN 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网络元
管理（Network Element Management）（EMS）的看法。

VMware
VMware 提供了一个数据中心的业务流程解决方案与专有 SDN 控制器和代理的实现，且
已成为事实上的标准。VMware 成立于 1998 年 3 月，是创立云计算概念的公司之一，
【注 3：
参见 http://www.vmware.com】
。VMware 基于 ESX（5.0 及更高版本称为 ESXi）和虚拟化技术（虚
拟交换机，vSphere 分布式交换机[VDS] ）
，提供了一整套以数据中心为中心的应用。图 4-2 是
VMware 产品关系的简图。

图 4-2. VMware 产品的关系
（以 vCenter Chargeback 控制器为例展示运营管理套件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的相互连系）
vSphere 引入了 ESXi 虚拟层（与 5.x 版本），以取代旧的 ESX 虚拟层，使得它更轻量化，
体积更小，
（根据其营销声明：ESXi 是 ESX 体积的 5％）并且与操作系统无关。ESXi 的变化
还包括在现有的 CLI ESX 管理设置中增加了一个 Web 界面，
客户端 API，
和 vCenter 的可视化。
它去掉了 Guest VM（每个主机的 Guest VM）中用于本地管理的服务控制台。
VDS 是以前个体（Individual）虚拟交换机（vSphere 标准交换机）集合的抽象概念，从
管理的角度来看，它使得 vCenter Server 成为所有 VDS 实例的管理/控制点（分离个体 VSSs
的管理和数据面）
。
在 VDS 中，VMware 中的物理网卡抽象（VMnic）
、链接属性（例如分组（Teaming）、失
效备援（Failover）和负载平衡——dvuplink）
、和网络属性（例如 VLAN 分配、流量整形和用
于安全的 dvportgroup）
，都可以成为管理员重复使用的配置模板。

部署完成后，即使 vCenter Server 发生故障或从网络中分离，网络运营的必要组件（ESXi
vswitch）也能继续运行。【注 4：vCenter Server 可以在裸机或在虚拟机上运行。当在虚拟机
上运行时，
vCenter 可以发挥 vSphere 的高可靠特性】
大部分的 HA 方案是使用组织集群管理，
在一个故障域（Fault Domain）中，一个代理作为主用，其余代理作为备用。这将创建一个
伸缩性非常强的虚拟机健康监测系统，通过共享数据存储形成的心跳线（Heartbeats），对管
理通信实现容错。
上 述 VMware 应 用 程 序 存 在 于 不 同 的 软 件 包 中 ， 例 如 专 为 IaaS 应 用 设 计 的
vSphere/vCloud/vCenter 套件包括：
vSphere
对由 VMware 定义的“虚拟化基础架构”进行管理。这包括管理（从网络的角度看）虚
拟机集成的 vSwitch 以及其他组件，基本 IaaS 组件——计算、存储、镜像和服务。该套
件使用（微软或 Oracle 的）SQL 数据库进行资源数据存储。
vCloud Director and vCloud Connector
主要用于计算、存储、镜像等资源的管理，和公共云（Public Cloud）的扩展。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自描述型（Self-descriptive）应用程序。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为自动容灾恢复（Automated Disaster Recovery）进行复写（Replication）管理。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用于对 VM 主机以及 vSphere 配置和变更管理（Change Management）的监控，发现，
装载，分析和预警。
vFabric Application Director for Provisioning
应用管理（主要用于多层应用程序（Multitiered Applications）
，以定义方式描述租赁等
级（Degree of Tenancy）
，并管理依附关系）
。
在 2011 年，VMware 推出了一个名为 Cloud Foundry 的开源 PaaS 的系统【注 5：参见
】
，它提供了一个在 VMware 上运行的托管服务。

http://cloudfoundry.com/

在虚拟层的虚拟交换机中进行编程以创建 VxLAN 隧道 Overlay（在第三层中封装第二层
分组）
，建立独立的租户网络。VMware 通过自有的 vSphere API 与自己的虚拟 vSwitch 设备
交互，并通过 Vendor-Consumable API，允许第三方设备（路由器，交换机，以及电器）对
vCenter 参数化的事件触发程序（Parameterized Event Triggers）做出反应（例如将触发器及
其参数映射到供应商特定的配置更改中去）
。
VMware vSphere 的优势之一是开发环境，允许第三方通过集成的 vSphere API 开发虚拟
层和/或用户空间内的 VM 服务应用程序（例如，防火墙和防病毒代理）
。
VMware 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以 Java 为中心的，具有以下特点：


基于 HTTP-REST 的 API 集是以面向资源管理表述（Expression toward th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为导向的



基 于 Spring 的 组 件 框 架 【 注 6 ： 此 环 境 由 附 属 机 构 SpringSource 提 供 ， 参 见
http://www.springsource.org/ 】



采用 OSGi（Open Services Gateway Initiative）模块框架【注 7：参见 http://www.osgi.org】



基于 JMS 的发布/订阅（Publish/Subscribe）消息总线



采用 Hibernate【注 8：参见 http://www.hibernate.org】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接口（Hibernate
是一个对象/关系映射库，它允许 Java 开发人员创建/获取对象的存储关系）

在 Spring 开发环境中允许灵活的创建并连接对象（bean），声明式事务（Declarative
Transaction），进行缓存管理和 Hook 到数据库服务。Spring 还提供了用于创建 RESTful 端点
的 Auto-API 创建工具。图 4-3 显示了 VMware/ SpringSource 的关系。

图 4-3. VMware vCloud/SpringSource 软件开发架构
看了刚才所描述的架构，显而易见，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重点放在整合数据中心资源管理
上（例如，镜像、存储和计算资源）
。从控制器的角度来看，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器”
要管理的远不止是网络状态。
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因为这样做后，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并易于操作的解决方案，但
是，这种方法会导致与其他解决方案整合时，在数据中心交换机，路由器和电器系统等方面
出现问题。
VMware 遭到各种客户广泛批评的方面主要是其成本【注 9：授权时对每个插槽和 VRAM

收取配额费，对像 Site Recovery Manager 之类的应用程序收取其他费用。虽然可能是一个“传
闻”
，但这是我们采访了大量的客户后得到的信息】
，这当然是相对于免费的开源产品而言的。
所谓的开源产品企业版也往往比（VMware）同等产品便宜。考虑到解决方案其固有的可扩
展性，其他因素可能没有那么及时和重要，但像价格这种因素，往往会招到一些大型用户的
抱怨。
在 VXLAN Overlay 上，
数据的映射和封装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控制面来控制其状态分布，
结果导致要使用类似于手动（或脚本）的方法配置和处理。最后，要在 Underlay 中使用多
播来支持泛洪（Flooding）可能会产生问题，这取决于 Underlay 的部署类型。
以上列举的几点并非暗示 VMware 在伸缩性方面存在问题，商业化部署解决方案在实际
应用时更可能面对多个服务器/控制器的情况，因此在运营中架构可以支持独立
（Independence）方式（作为一个自治单元（Autonomous Unit）进行单一的整体运营）
，也
支持联合模型（Federated model）（即集群中的服务器同时工作并共享状态）
。
Table 4-1. VDS 的扩展性abc

a http://www.vmware.com/pdf/vsphere5/r50/vsphere-50-configuration-maximums.pdf
b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distributed-switch.html
c https://www.vmware.com/pdf/vsphere5/r51/vsphere-51-configuration-maximums.pdf

Nicira
Nicira 成立于 2007 年，因此被认为是在 VMware 之后进入 SDN 市场。Nicira 网络虚拟平
台（NVP）于 2011 年发布，它不是与 VMware 类似的资源管理套件应用，相反，它更是一
个经典的网络控制器，同时也能进行网络资源管理。 NVP 现在致力于将计算，存储和镜像
管理与其他云计算虚拟化服务相结合。
NVP 与 Open vSwitch（OVS）共同工作。
【注 10：参见 http://openvswitch.org】OVS 是由 NVP
控制器集群所控制的虚拟软件交换机（Hypervisor Softswitch）
。这是好消息，因为几乎所有
的虚拟机管理程序【注 11：包括 ESX， ESXi， Xen， Xen Server， KVM 和 HyperV.】都支
持 OVS，并且实际上 OVS 也是一些商业网络硬件交换机的基础。另外一个优点是，OVS 作为
Linux 3.3 构建中的一部分正在交付中。
直到近期 NXP 相关产品的推出， VMware 和 Nicira 功能功能上的合并才被认为是迈出
了第一步，Nicira 需要一个被称为 Nicira OVS vApp 的辅助虚拟机，以使得 VMware ESXi 虚拟
机能够进行正确的操作。当虚拟机实例部署时，每个 ESXi 虚拟机实例均配备该 vAPP。
虽然 Nicira 是 ONF 创始成员，并且其主要人员有 OpenFlow 的开发背景，但 Nicira 只在
很小程度上使用了 OpenFlow。这与其他原有的 SDN 控制器产品不同。大多数 OVS 的编程要
借助于与数据库协议类似的 Open vSwitch Data Base Management Protocol（OVSDB）来实现。
【注 12：参见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pfaff-ovsdb-proto/】OVSDB 为虚拟交换机/组件的可编
程通道、QoS 和其他更深层次的管理任务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管理界面，这些功能有的是

OpenFlow 所不具备的，但 Open vSwitch 可以实现。
OVSDB 有以下特性：


采用 JSON 架构格式（OVSDB 是架构驱动）和 OVSDB 线路协议



它是一个事务型（Transactional）协议



不使用 SQL



具有持续性（Persistency）



具有监控功能（其警报类似于发布-订阅机制）



可以同时存储配置和运行（Provisioning & Operational）状态

Nicira NVP 控制器（如图 4-4）是一般有三类服务器的集群，使用数据库同步来共享状
态。Nicira 具有服务节点（Service node）的概念，用于从虚拟节点卸载各类进程。广播，组
播和未知单播流量都通过服务节点处理（这里也进行 IPSec 的隧道终止）
。该结构也可用于
虚拟机间（Inter-hypervisor）的通信处理，并作为域间（Inter-domain）（或者多域）内部连
接的终止点。

图 4-4. NVP OVSDB 与虚拟交换机及第三方硬件的交互
二层或三层网关产品可以将 Nicira STT 隧道 Overlay 转换为 VLANs（第 2 层）
，建立第 2
层到第 2 层（Layer 2-to-Layer 2）的连通性（VLAN 为 VLAN），或提供类似 NAT 的功能，用于
向公共地址空间中通告其租户网络（私网地址空间）
。这些可参见图 4-5 的 NVP 组件关系的
草图。

OVS，网关和服务节点都使用冗余控制器连接来实现其高可靠性。NVP Manager 使用基
本的 Web 界面管理服务器，主要用于故障检测和验证连接。Web UI 实质上是在后台全部使
用 REST API 调用来实现用户的每一个操作。对于应用程序开发者，NVP 提供一个 RESTful API
接口，但这是一个专有接口。

图 4-5. Nicira SDN 控制器组件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图 4-6 说明了 VMware/ Nicira 控制器组件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关系。特别是，Nicira
控制器提供了多种 RESTful 北向编程 API；通过允许用户创建网络 Overlay，并将其从 vCenter/
vCloudDirector，VXLAN，STT 连接到其他管理组件来实现网络协作（Network Orchestration）
功能；具有 OpenFlow 的南向封装功能；通过 OVSDB 可编程性，支持南向 OVS 实体的配置。

图 4-6. VMware/ Nicira 的组合功能（与理想化的控制器架构相比）

VMware/Nicira
由于VMware已将Nicira收购【注13：参见
http://blogs.vmware.com/console/2012/07/vmware-and-nicira-advancing-the-software-defineddatacenter.html】
，因

此是否将它们的产品联合并推向市场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都是作为单独产品而开发的，
但它们正在迅速融合成一个无缝的解决方案【注14：VMware融合进Nicira SDN技术中，并揭
示了公有云计算计划，参见
http://www.networkworld.com/news/2013/031313-vmware-sdn-public-cloud-267659.html?source=nww_rss】
。Nicira
和VMware的产品均提供专有的北向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并使用专有的南向接口/协议，允许
以物理或虚拟的方式与网络组件直接交互。
Nicira 支持使用 OpenStack 插件扩展其数据中心的协作和资源管理功能。

OpenFlow-Related
大多数开源 SDN 控制器都使用 OpenFlow 协议，其根源在于它们都采用 Onix 控制器的
设计（图 4-7）
【注 15：参见 http://static.usenix.org/events/osdi10/tech/full_papers/Koponen.pdf】
，只有较
少的商业产品完全采用这种协议，一般都是与其他协议配合使用。

图 4-7. Onix 控制器模型
与 VMware/ Nicira 解决方案或其后的 L3VPN/PCE 解决方案不同，OpenFlow 的解决方案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数据包封装或网关。尽管某些网络组件的混合操作需要将 OpenFlow 和非
OpenFlow 网络对接。实际上，这正成为一个普遍期望的部署模型。
除非另有说明，开源的 OpenFlow 控制器解决方案使用内存驻留（Memory Resident）或
内存数据库（In-memory Databases）进行状态存储。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图 4-7 说明了广义上所有开源控制器组件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关系。由于大多数控制
器都基于 Onix 代码和架构设计的，它们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关系也十分类似。作为分裂
出的项目，他们的改变也十分缓慢，但唯一的例外是 Floodlight 控制器，将在本章稍后讨论，
前面提到的控制器都表现出类似的关系仍普遍适用。
Onix 控制器模型与理想化 SDN 框架最明显的相关之处，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北向的
RESTful 接口。这些接口可以用于编程、查询以及配置控制器的众多功能，如基本的控制功
能，流和转发表项编程和拓扑功能。所有这些控制器都支持某些版本的 OpenFlow 协议，包
括最新的 1.3 版规范，支持多种扩展协议，以扩展 OpenFlow 协议的基本功能。另请注意，
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所有基于 Onix 的控制器都使用内存数据库对状态进行管理。图 4-8
说明了广义开源的 OpenFlow 控制器组件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关系。

图 4-8. 开源 OpenFlow 控制器的功能（与理想化的控制器架构相比）和 Onxi 控制器的功能
（与理想化的控制器架构相比）

Mininet
在介绍一些流行的基于 Onix 的 SDN 控制器之前，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来介绍 Mininet，
这是一种可以模拟一系列终端主机，交换机，路由器，以及单一 Linux 内核链路的网络仿真
器。这些组件被称为“Host”
。它使用轻量级虚拟化技术（Lightweight Virtualization）使单一
的系统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网络——它们运行相同的内核，系统和用户代码。Mininet 是重
要的开源 SDN 社区，因为它提供常用的仿真，验证，测试工具以及资源。Mininet 是托管在
GitHub 上的一个开源项目。任何对此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在 GitHub 上自由查看的源代码，脚
本和文档。
Mininet 主机的行为就像一台实际的机器一样，一般可以运行相同的代码，或者说至少
是可以的。在这种方式中，一个 Mininet 主机代表一台机器的 Shell，可以插入并运行任何程
序。这些自定义程序就像在真正的以太网中的程序一样，可以发送，接收和处理数据包，但
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虚拟交换机/接口上完成的。报文通过虚拟交换机处理，Mininet 的 Host
根据配置，其功能就像一个真正的以太网交换机或路由器。事实上，商业版本的 Mininet 交

换机可以相当准确地模拟如思科或其他厂商产品的关键交换特性，它们的商业或专用交换机
中都有这些特性，如队列深度（Queue depth）
，处理规程（Processing discipline）和监控处
理（Policing processing）等。这种方法使得在 Mininet-host 网络中的实测性能，通常与实际
（非模拟）交换机，路由器和主机组成的网络中相接近。
图 4-9 展示了由三台 Host，一台虚拟 OpenFlow 交换机和一个 OpenFlow 的控制器组成
的的简单 Mininet 网络。所有组件都是通过虚拟以太网相互连接，为了各组件的可达性，分
配了 10 个私网 IP 地址。如前所述，Mininet 几乎可以支持任意大小或订制的复杂拓扑结构，
也可以完成各种操作，例如，在配置中复制并粘贴交换机及其连接的主机，将它们重命名，
将新交换机连接到现有的交换机上，可以迅速得到一个包含两个交换机和六个主机的网络，
并可依此类推，建立不同的网络。
Mininet 被广泛用于试验的一个原因是，它允许创建自定义的拓扑结构，其中许多已被
证明为是相当复杂的且有实际意义的，如大型类似 Internet 的拓扑可用于 BGP 的研究。
Mininet 的另一个有用的功能是允许完全定制（Customization）数据包的转发。如前所述，
有许多主机编码（Host programs）的实例，接近于商用交换机。除此之外，一些新近的和创
新性的实验已经采用可用 OpenFlow 协议编程主机。这些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架构，都使用
基于 Onix 的控制器。

图 4-9. Mininet 网络的一个简单示例

NOX/POX
根据 NOX/ POX 网站的介绍【注 16：参见
http://yuba.stanford.edu/~nickm/papers/p105-v38n3u-mckeownA4.pdf】
，

NOX【注 17：NOX 和 POX 的相关
信息均可通过 http://www.noxrepo.org/forum/.获得】是由 Nicira 开发，并于 2008 年捐赠给研究社
区，从而变为开源项目。它是最早开源的 OpenFlow 控制器之一。它随后通过斯坦福大学的
ON.LAB【注 18：参见 http://onlab.us/tools.html】得以扩展和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ICSI
也作出了很大贡献。NOX 为 OpenFlow（OF v1.0）提供了一个用 C + +编写的的 API 以及异步
的基于事件的编程模型。
NOX 既是原始控制器，也是基于组件（Component-Based）的开发 SDN 应用的框架。它
提供支持 OpenFlow 的专有模块，但它可以并且一直在扩展。NOX 核心为 OpenFlow 交换机
的交互提供的辅助方法和 API，包括连接处理程序（Connection Handler）和事件引擎（Event
Engine）
。利用可用的 API 实现组件添加，包括主机跟踪，路由，拓扑结构（LLDP）
，和以 Python
接口形式实现组件 API 的封装器（Wrapper）
，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NOX 架构
NOX 在研究用网络中用于研究开发 SDN 应用，如对网络协议的研究。由于其在学术方
面的广泛使用，其示例代码可用于仿真学习型交换机（Learning Switch）和全网（Network-wide）
交换机，作为各种编程项目和实验的起始代码（Starter Code）
。
使用比较广泛的 NOX 应用是 SANE 和 Ethane。SANE 是一种能将网络表示为一个文件系

统的方法。Ethane 用于斯坦福大学在传统的访问控制列表的层面对集中化，全网的安全性
的研究。这两种应用证明了 SDN 可以有效减少代码的行数，因为在过去，要实现相类似的
功能明显需要更多【注 19：参见 http://yuba.stanford.edu/~casado/nox-ccr-final.pdf】的代码。基于这
一成功应用，研究人员一直在证明在 NOX 核心之上可以实现类似于 MPLS 的应用。
POX 出现的较晚，POX 可以说是 NOX 的 Python 版本（或 Python 中的 NOX）
。开发 POX
背后的想法是使 NOX 回归 C + +【注 20：NOX 的一个新分支便是完全用 C++实现的】
，并开
发单独基于 Python 的平台（Python 2.7 版）
。POX 具有高层的 SDN API，其中包括可查询
（Query-able）的拓扑结构图和对虚拟化的支持。
POX 声称继承了 NOX 的以下优点：


POX 具有 Python 化的 OpenFlow 的接口



POX 可为路径选择，拓扑发现以及其他功能提供可重用样本（Reusable Sample）



POX 可以运行于任何地方，并在运行时可以与免安装的 PyPy 绑定，易于部署



POX 是专门针对 Linux，Mac OS 和 Windows 的



POX 支持与 NOX 相同的图形用户界面和可视化工具



POX 下开发的应用程序，比用 Python 编写的 NOX 应用程序的表现要好

NOX 和 POX 目前可以与采用 OpenFlow V1.0 的交换机通信，并包括对 Open vSwitch 的特
殊支持。

Trema
Trema【注 21：参见 http://trema.github.com/trema/】是用于开发 OpenFlow 控制器的 OpenFlow
的编程框架，最初由 NEC 开发（并支持）
，随后 NEC（根据 GPLv2 许可制度）开放其源码。
与之前更为传统的 OpenFlow 中心的控制器不同，Trema 模型在其核心模块中提供了对
基 础 设 施 的 服 务 ， 并 （ 反 过 来 ） 支 持 用 户 模 块 的 开 发 （ Trema Apps 【 注 22 ： 参 见
https://github.com/trema/apps】
）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Ruby 或 C 来创建用户模块（如果对执行速度
有要求，建议选择后者）
。
Tream 核心模块中主要的 API 为应用程序提供一个简单的、非抽象化的 OpenFlow 驱动
（一个用来处理所有 OpenFlow 消息的接口）
。Tream 现在通过一个名为 TremaEdge 的资源库
来支持 1.3.X 版本的 OpenFlow。
【注 23：参见 https://github.com/trema/trema-edge】
Trema 不提供用以支持 OF-CONFIG 协议的 NETCONF 驱动。
Trema 的 OpenFlow 控制器本质上是一组可扩展的 Ruby 脚本。开发人员可以通过定义自
己 的 控 制 器 子 类 对 象 （ Controller Subclass Object ） 并 使 用 额 外 的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修 饰
（embellishing）
，来个性化控制器或增强基本控制器的功能（类对象）。
基础控制器是基于事件驱动设计的（通过追溯（Retrospection）/命名约定（Naming
Convention）进行调度），并且（Trema 的倡导者）通常会与其他开源产品的显式处理程序
（Explicit handler）的调度范例（Dispatch Paradigm）作比较。

此外，核心模块提供消息总线（通过 Messenger 实现 IPC 机制）
，允许应用程序/用户模
块彼此通信，或与核心模块通信（最初是使用点对点的方式通信，但后来改为发布/订阅模
型）
，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Trema 核心模块/用户模块的关系
其他核心模块包括计时器（Timer）和日志库（Logging Libraries）
，数据包解析库（Packet
Parser Library）
，以及哈希表和链表结构库（Hash-table & Linked-list Structure Libraries）
。
Trema 核心中不提供任何状态管理或数据库存储结构
（这些都包含在 Trema 应用程序中，
其数据库结构可能默认使用内存存储（Memory-only Storage）
）
。
【注 24：有一些讨论是关于
Trema SQLite 接口的】
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界面（CLI）和文件配置系统（Configuration Filesystem）用
以配置和控制应用程序（在加载时解决依赖性问题（Dependencies）），管理消息和过滤器，
并通过 Network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DSL 是 Trema 特有的配置语言）配置虚拟网络。
Trema 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操作简单，模块化，能够以较少的
代码库快速生成原型和开发环境。开发环境还包括网络/主机的仿真和调试工具（集成了单
元测试，数据包生成/ Tremashark/ Wireshark 等工具）。
【注 25：整个仿真环境，包括仿真网
络/交换机，可以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Trema 的应用程序/用户模块包括拓扑发现/管
理单元（Libtopology）
，流/路径管理模块（libpath）
，负载均衡交换模块和 Sliceable 交换机
抽象（Sliceable Switch Abstraction）
（即允许对多个 OpenFlow 交换机管理）。此外，还有可用
于 Sliceable 交 换 机 抽 象 的 OpenStack Quantum 插 件 。【 注 26 ： 参 见
https://github.com/nec-openstack/quantum-openflow-plugin】
一个基于 Trema 的 OpenFlow 控制器可以与任何支持 OpenFlow（OF 版本兼容性暂时抛
开不谈）
的组件代理互操作，
不需要专门的代理。
同时也存在针对 Trema 开发的软件 OpenFlow
交换机应用（存在于不同的表示层，比 OVS 要简单）
。图 4-12 展示了 Trema 的体系结构。

图 4-12. Trema 体系结构及 API 接口
单个用户模块（Trema 应用程序）提供 RESTful 接口。模组化（Modularity）与每个模块
（或每个应用程序的服务）的 API 结合，使 Trema 超越了控制器本身（和单一的 API 服务）
。
有相关文献指出 Trema 已经成为一个框架。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对这个设想进行扩展。

Ryu
Ryu【注 27：http://www.osrg.net/ryu/】是基于组件的完全用 Python 实现的开源（由 NTT Labs
支持）框架（见图 4-13）。Ryu 消息服务（Messaging Service）也支持使用其他语言开发组件。
Ryu 组件包括 OpenFlow 有线协议支持（一般高于 1.3 版本的 OF-wire，并包括 Nicira 扩
展）
，事件管理，消息传递，内存状态管理，应用管理，基础设施服务等一系列可重用的库
（例如 NETCONF 库，sFlow/ Netflow 库）。
此外，Ryu 中还有类似 Snort 的应用程序，二层交换机，GRE 隧道抽象（GRE Tunnel
Abstractions）
，VRRP，以及其他服务（例如拓扑和统计）可用。
在 Ryu 的 API 中，有同时支持基于 GRE 的 Overlay 和 VLAN 配置的 OpenStack Quantum
插件。
Ryu 还支持 REST 接口，进行其 OpenFlow 操作。

图 4-13. Ryu 的架构，应用程序（并非全部）以及 API
Ryu 的样机组件已经证明可以使用 HBase 进行统计存储，包括通过统计组件（Stats
Component）工具实现可视化并进行分析。
Ryu 通过 Zookeeper 组件实现其高可靠性，但它还不支持控制器协同集群（Cooperative
Cluster）
。

Big Switch Networks/Floodlight
Floodlight【注 28：参见 http://www.projectfloodlight.org/floodlight/】是一种非常流行的 SDN 控制
器，它是由 Big Switch Networks 贡献给开源社区的。Floodlight 是基于斯坦福大学的 Beacon
而开发的。Floodlight 是一个符合 Apache 许可的，基于 Java 的 OpenFlow 控制器（非 OSGI
的）
。Floodlight 的架构以及其 API 接口是与 Big Switch Networks 公司开发的 Big Network
Controller （BNC）共享的。
【注 29：虽然重点是介绍非常熟悉的开源的 Floodlight，但为便
于比较，同时也会介绍商业的 BNC。对于 BNC，Big Switch 提供虚拟化应用（Virtualization
Applications）及 BigTap 应用程序】
Floodlight 核心架构是模块化的，具有拓扑管理，设备管理（MAC 和 IP 跟踪）
，路径计
算，基础设施，网络接入（管理）
，计数器存储（OpenFlow 计数器）和状态存储的广义存储
抽象（Generalized Storage Abstraction）等组件（默认首先使用内存存储，也可使用以 SQL
或 NoSQL 开发的后端存储抽象作为第三方的开源存储解决方案）。
这些组件与接口的出口状态（Export State）一起被视为可加载的服务（Loadable Services）。
控制器本身给出了一组可扩展的 REST API 以及事件通知系统（Event Notification System）
。该
API 允许应用程序获取和设置控制器的状态，以及使用 Java 事件监听器
（Java Event Listeners）
订阅（Subscribe）由控制器发出的事件，如图 4-14 所示。
【注 30：这并不是 BNS 全部的商
业应用（但会将关键之处与理想化控制器作比较）】这些都是提供给程序开发人员的典型方
法。
【注 31：在其商业产品中，Big Switch Networks 将对 NoSQL 分布式数据库的支持，以发
布/订阅方式进行状态改变通知，以及其他可以提供横向扩展和高可靠性的工具组合起来。
这是其商业产品和开源产品之间（一般意义上）的根本区别】

图 4-14. 包含开源组件的 Floodlight/ BNC 组合结构（图中白色的条目是商业化 BNC 产品）;
在 BNC 版本的控制器中增强了许多核心功能
Floodlight 的核心模块被称为 Floodlight Provider，负责处理交换机的 I / O 并将 OpenFlow
的消息转换成 Floodlight 的事件，从而建立一个事件驱动的、异步的应用程序框架。Floodlight
采用了线程模型（Threading Model），允许模块与其他模块共享线程。在此结构中是在模块
线程中进行事件处理的。同步可以锁定并保护共享数据。加载时通过配置来解决组件的依赖
关系。
拓扑管理器（Topology Manager）使用 LLDP（与大多数的 OpenFlow 交换机一样）来发现
OpenFlow 和非 OpenFlow 端点（Endpoint）。
有一些示例应用，包括学习交换机（这是 OpenFlow 交换机的抽象，大多数开发者会定
制或在其原生状态下使用）
，集线器应用和静态流推送的应用。
另外，Floodlight 提供了 OpenStack Quantum 插件。
Floodlight 的 OpenFlow 控制器可以与任何支持 OpenFlow 的组件代理互操作（抛开版本
兼容性，在撰写本书时，对 OF-CONFIG 和 1.3 版有线协议同时支持还停留在构想阶段）
，但
Big Switch 也提供了一个开源代理（Indigo【注 32：参见 http://indigo.openflowhub.org】）
，并已被
纳入到其商业产品中。此外，Big Switch 还提供了开源 OpenFlow 的库生成工具 Loxi，它支持
多种语言【注 33：参见 http://www.projectfloodlight.org/blog/2012/10/02/preview-of-indigo-v2-0-and-loxi/】
，
以解决对多版本 OpenFlow 的支持问题。
Floodlight 的开发环境是以 Java/ Jython 为中心的。在构建和调试时，有丰富的开发工具
链（Development Tool Chain）可供使用，包括数据包流转换器（Streamer）和前文提到的静
态流推送器（Static Flow Pusher）
。另外，也可以用前面介绍的 Mininet【注 34：具体代码参

见 https://github.com/mininet】来进行 Floodlight 的网络仿真。
由于该架构使用 restlets【注 35：参见 http://www.restlets.org】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通过 IRestAPI
服务进行的模块开发都会进一步公开 REST APIs。Big Switch 一直积极致力于开发将 Yang 模型
转换为 REST 模型的数据模型编译工具，以对此环境下的 API 发布和数据共享进行增强。这
些增强的应用，会增加很多当前控制器所不具备的新功能，包括状态和配置管理。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正如前面章节中提到的，Floodlight 在许多方面与基于 Onix 的控制器有关，因此在架构
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前面也曾提到，大多数基于 Onix 的控制器在状态管理中使用了内
存数据库的概念，但 Floodlight 却是例外。Floodlight 虽是一个基于 Onix 的控制器，但提供
了一个名为 BigDB 的组件。BigDB 是一种 NoSQL 的、基于 Cassandra 的数据库，用于存储各
种事务，包括配置和组件状态。
Floodlight（BNC）的商业软件集合已被人们所应用，当其与理想化控制器比较时，也同
样与 VMware/Nicira 的组合（图 4-5）在竞争。VMware/Nicira 支持一个单一的，非专有的南
向控制器/代理（OpenFlow）
。

以第三层为中心（Layer 3 Centric）
目前，支持L3VPN Overlay的控制器有Juniper Networks的Contrail Systems Controller，支持
L2VPN Overlay的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 Lucent）的Nuage Controller【注36：参见
http://www.nuagenetworks.net/press-releases/nuage-networks-introduces-2nd-generation-sdn-solution-fordatacenter
-networks-accelerating-the-move-to-business-cloud-services/】也已进入市场，并形成了虚拟运营商边缘

设备（virtual Provider Edge，VPE）的概念。PE功能的虚拟化本身便是一个SDN应用，它创立
了服务或平台的虚拟化。另外，控制器结构有助于将服务提供（Service Provisioning）自动
化，同时提供集中式的标签分配，并可能缓解虚拟化PE上控制协议的负担。
路径计算引擎（Path Computation Engine，PCE）有演化为控制器的可能，或增强现有控
制器在支持MPLS的网络上建立MPLS LSP Overlay的功能。这些可以被用于Overlay抽象
（Overlay Abstractions）和IP网络中的源/目的路由使用MPLS标签，而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标签
分配，也不需要使用LDP、RSVP-TE之类的隧道/路径的信令协议（Signaling Protocols）
。

L3VPN
这些产品背后的方法是，使用一个 VRF 结构（在 L3VPN 中常见）代表一个租户，而传
统的 L3VPN 工具（有一些曲折）可以在以 MPLS 标签对客户隔离（Customer Separation）的
主机上，服务组件上以及数据中心网关上创建 Overlay。
此解决方案在理论上有一个潜在的优点，即更容易将数据中心网关上现有客户的 VPN
缝合（Stitch）起来，方便创建云爆发（Cloud Bursting）应用。使用这种有力的解决方案，
可以在标准 BGP 地址族中使用网络基元（Network Primitive）状态实现 VRF/租户的迁移。
Juniper Networks 在收购了 Contrail Systems 后获得了 SDN 控制器技术，其产品中的控制

器十分像虚拟路由反射器，支持将 OpenStack API 映射到其内部服务创建 API 中。Juniper
Networks 的方法中包括一个可自我生成（Self-Generates）的高层次数据模型（最初的设想
是基于 IFMAP
【注 37：http://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resources/tnc_ifmap_binding_for_soap_specification】
的）
，并为 SDN 应用提出了 REST API，如图 4-15 所示。图中展示了一个数据中心可使用虚拟
路由器来进行编排的应用，该虚拟路由器在主机上通过网络 Underlay 与 Overlay 上的实例绑
定到一起。REST API 在功能上与 OpenStack Quantum API 有部分重叠，可用于协调整个系统。
该控制器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多节点的设计。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系统的伸缩性，
可扩展性和高可靠性。系统支持可分离模块（Potentially Separable Modules）
，可以像操作独
立的虚拟机一样操作模块，以便对服务器外扩模块（Scale out server modules）的分析、配
置和控制进行处理。这几点可概括如下：

分析
向查询接口（Query Interface）和存储接口（Storage Interface）提供统计/计数器的报告

配置
提供了一个编译器，使用控制编码（Control Code）将高层数据模型转换为网络行为
（Network Actions）API 所要求的低层数据模型

控制
BGP 广播器在控制器（或管理域（Administrative Domains））和低层数据模型的实现者
（L3VPN 网络基元的分布是通过 XMPP 命令实现的，包括 VRF，路由，策略/过滤器）之
间水平扩展（Horizontal Scale）分布。此服务器还通过其管理的 XMPP 通道收集统计其
他管理信息。

图 4-15. JuniperNetworks Virtual Network System 的 SDN 控制器系统的高级操作

控制节点使用 BGP 分配网络状态，使用标准化的协议实现横向扩展和多厂商的互操作。
在短期内，互操作性是更为有用的。综合近期架构的各种经验，认为公版架构（Public
Architecture）更适合处理大量非易失性（Volatile）数据存储和模块化组件的通信。
Contrail 解决方案在其系统的内部使用了开源解决方案。例如，分析数据，大多数的数
据操作以及 IF-MAP 数据存储都是由 Cassandra【注 38：Juniper 不主张在其架构中使用
Cassandra 作为 NoSQL 数据库，并发布了一个可替换的 API】完成的。Redis【注 39：参见
http://redis.io/】用作组件/应用程序之间的发布-订阅消息传递系统。应当注意的是 Redis 最初是
由 VMware 开发的。Zookeeper【注 40：参见 http:// zookeeper.apache.org /】作用是通过其代理发
现和管理组件。
与所有的 SDN 控制器一样，Juniper 的解决方案也需要网络组件中的配对代理（Paired
agent）
，代理可以是真正的设备，也可以是在虚拟机中运行的虚拟设备。可以通过将虚拟层
驻留（Hypervisor-Resident）的 vRouter 与 VM 用户空间组合生成虚拟设备（vRouter Agent）
【注 41：与最近推出的 NSX 产品情况类似，它是由 Nicira/ VMware ESX 合并而来的】
。对
于真正的设备，可以通过用于通信的 NETCONF，XMPP 以及标准的 BGP 协议来配置。
控制节点和 vRouter 代理之间的通信/消息传输旨在形成以 XMPP 作为信道载体的开放标
准。XMPP 协议是一个标准的，但仅定义了信息的“容器”的传输方式。容器中包含的显式
报文需要被完整记录下来，以确保将来的互操作性可用。
针对这种操作范例已经提交了几个 RFC 文档。这包括在系统运行中如何进行单播，组播
以及策略/策 ACLs 的应用：


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marques-l3vpn-end-system-05



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marques-sdnp-flow-spec-01



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marques-l3vpn-mcast-edge-01

另外，对于用于非运营状态转移（Transfer of nonoperational state）IF-MAP 架构，也提
交了一个 RFC：


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marques-sndp-l3vpn-schema-00

在 VRF 实例中，vRoute Agent 转换 XMPP 控制消息，说明在虚拟层驻留的 vRouter 转发
面内，FIB 条目更适合于租户和程序，如图 4-16 和 4-17 所示。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非编号 IP（IP unnumbered）接口结构，并充分利用环回，以识别
主机物理 IP 地址并保护 IP 地址。同时，对 MPLS 标签在 GRE 和 VxLAN 中封装的支持，实现
了多方租用的隔离（Multitenant Isolation）。在传输网络中，该方案不需要 MPLS 交换机的支
持。就像 VMware/ Nicira 方案，这个特殊的方案提供了基于软件的网关作为设备接口，并且
不支持其代理。

图 4-16. 控制器与 Juniper Networks vRouter 的交互

图 4-17. Juniper Networks vRouter 中的多方租用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图 4-18 展现了 Juniper Contrail Controller 组件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关系，高亮的区域
是控制器实现的部分。该平台实现了 RESTful 北向 API，可通过编程实现其应用和协作，
并集成了 OpenStack API。平台也集成了 HA/集群化、内存存储以及 NoSQL 状态存储等功

能。在南向协议中，使用 XMPP 作为控制器和虚拟路由器之间的信道载体，但其他南向协
议也在平台中得以实现，如 BGP。

图 4-18. Contrail VNS 的功能（与理想化的控制器架构相比）

路径计算组件服务器（Path Computation Element Server）
RSVP-TE 存在的问题
在 RSVP-TE（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 - Traffic Engineering）网络中，TE LSPs（Label
Switched Path，标签交换路径）根据以下两条基准（Criteria）发送信令（Signaled）
：需要的
带宽（Desired Bandwidth）
（会有一些其他限制）以及 LSP 信令中的当前可用带宽（Available
Bandwidth）
。
当多个 TE LSPs 的 LSP（可能起源于网络中不同的 LSR）信号同时争夺一个相同的资源
时（例如，一个特定的节点，链路或某一段带宽）
，就会产生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LSP
必须通过建立优先级（Setup Priority）和保持优先级（Holding Priority）决定优先级顺序。如
果完全使用先来先服务（First-come, First-served）的方式，会使信令十分不稳定。
当有多个相同类型的 LSP 存在时，高优先级的 LSP 会抢占低优先级 LSP 占有的资源。

即使使用这样的机制，LSP 信令进入路由器顺序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在正常和重负荷条件
下对实际选择路径的判断。
假如建立了两种 LSP 优先级，两个优先级为 1（称之为 A 和 B）和两个优先级 2（称之
为 C 和 D）
。假设带宽只能够满足一个 LSP 节点的需求。因此，如果 A 和发出 B 信令，只有
A 和 B 其中一个会获得资源，取决于谁先发出的信令。如果 C 和 D 也发出信令，先发出的信
令将会抢占 A 或 B 占有的资源，但 A 或 B 依然会保留占有状态。但如果我们改变信令发出
的顺序，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现在在路由器入口的路径选择上一般会组合采用 LSP 优先级和占先（Pre-emption）机制。
在实际应用中，这样的结果或多或少有一定随意性。但是，很难建立一个网络真实行为
的先验（Priori）模型，来描述这种不确定行为。

Bin-packing
如果沿其完整路径有足够的带宽，RSVP LSP 会成功获得信令。但很多时候，即使网络负
荷较轻，也不会在网络中找到这样的路径。

图 4-19. 简单 TE 网络
在图 4-19 中，每个连接都有数 Gb 的可用带宽。如果想在 R1 到 R5 之间设置一个 4Gb
的 LSP，这个设置必然不会成功，因为 R3 到 R5 的连接只有 3 Gb 带宽可用。然而的 R3-R5
的带宽和 R3-R4-R5 的带宽共为 5Gb（3+2）
。因此，在网络中存在足够可用的带宽，但由于
RSVP 信令的性质，这些带宽无法被共同使用。
因此，便产生了 Bin-packing 问题，即：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的网络带宽？”。

死锁（Deadlock）
此外，如果不使用 LSP 优先级或相同优先级的 LSP 发生冲突，可能会造成死锁或网络
利用率偏低。在图 4-19 中，如果 R1 试图在 R1-R5 间建立一个 3Gb 的 LSP（路径为
R1-R2-R3-R5）
，同时 R2 试图在 R2-R5 间建立一个 2Gb 的 LSP（路径为 R2-R3-R5）
，那
么只有其中一个会成功。如果 R2 的请求成功，则 R1 将无法找到一个到达 R5 的路径。

PCE 方案
在 PCE 提出之前，
网络运营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使用复杂的规划工具较为准确的设
定 LSP 优先级，使得 LSP 获得其网络行为需要资源，通过协调这些 LSP 的配置来管理繁重的
网络任务。另外还有超额配备（Over-provision）网络资源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必关心复杂的
设置。
路径计算组件（Path Computation Element，PCE）允许网络运营商将 MPLS 标签交换路
径（LSP）的控制权交给外部控制器。
当 PCE 与 BGP-LS 活动拓扑（BGP-LS’ Active Topology）
（将在第 8 章讨论）相结合后，网
络运营商可以利用这些（前面提到的）复杂工具解决问题，并且其（通过 PCE 的）配置步骤
也大为简化（可以达到接近实时的程度）
。
PCE 环境由多个组件组成： PCE 服务器， PCE 客户端（PCE Client，PCC）
，以及用于 PCE
服务器和 PCC 交换数据的 PCE 协议（PCE Protocol）
。
PCE 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


服务器在以无状态的方式（Stateless Manner）管理预配置（Pre-Configured）的 LSP



服务器管理预配置 LSP 的无状态形式（Stateless Fashion）



服务器管理预配置 LSP，并以有状态的方式（Stateful way）动态建立 LSPs

PCE 服务器提供了三种基本服务：路径计算（Path computation），状态维护（State
maintenance），以及对基础设施和协议的支持。PCE 服务器使用 PCE 协议向网络组件或 PCC
传达这一信息。理想情况下，PCE 服务器使用的是活动拓扑。活动拓扑的概念主要来自于
BGP-TE/LS 协议，其他参考来源还有路由协议更新，新 I2RS 的一般拓扑结构，以及 ALTO 服
务器。
随着 PCE 服务器的发展，路径计算算法可以通过核心 API 来松散耦合预配置代理
（Provisioning Agent）
，使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算法来代替由供应商提供的算法。这是一个
重要的改进，因为替换算法现可以根据商业惯例和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并且很容易被第三
方工具驱动。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PCE 服务器或控制器只实现了理想 SDN 架构的一小部分，如图 4-20 所示。在这种情况
下，PCE 仍然在其 RESTful 的北向 API 中提供了数目繁多的可编程选项，但接口一般只使用
单一的南向协议（PCE-P）
。基于这个原因，通常 PCE 控制器仅作为现有控制器的一种辅助组
件，但其基本功能有很大的扩展潜力。

图 4-20. PCE 服务器的功能（与理想化的控制器架构相比）
PCE 控制器方案的其他组成部分与典型的 SDN 控制器相同，包括对基础设施进行状态管
理，可视化，组件管理以及应用程序接口 RESTful API，如图 4-21 所示。在 API 的条目中，
这些应包括像 OpenStack Quantum 插件一样的标准 API 转换，以方便与编排引擎
（Orchestration Engines）无缝集成（Seamless Integration）。

图 4-21. PCE 服务器组件（未包含其全部概念）
PCE 服务器原本是用于在区域间（Inter-area）以显式路径建立 MPLS-TE 隧道。使用 PCE
的动机很简单，只是为了消除多个网络提供商运营管理的障碍，但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
然没有完全解决。PCE 服务器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结点，对每一个提供商的网络都有足够的能
见度（Visibility）
，因此相比于每个网络提供者内只有局部能见度的路由协议来说，能够建立
更为优化的路径。在骨干网络带宽管理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应用实例，如优化 MPLS LSP 中存
在的 Bin-packing 问题，也有用于服务管理等接入网络的事务的可能。
MPLS 流量工程数据库（MPLS Traffic Engineering Database，MPLS TED）最初是作为传统
IP / MPLS 网络中的 IGP 数据库的扩展而分布（Distributed）的。一般这种分布会在区域边界
终止，这意味着以显式路径创建的多区域间隧道的首端（Head End）都位于区域边界。在边
界点上，如果无法使用确切的路径信息，ERO 便会指定一个松散跳（Loose Hop）。通常，这
会产生一个次优路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BGP-TE/LS 允许某个区域的 TED 出口通过明确的
BGP 地址族形成中心拓扑存储（Central topology store）。中心拓扑存储可以将不同区域的 TED
合并，允许离线应用程序以更加全局化的网络拓扑视角来计算显式的端到端路径（eExplicit
end-to-end path）
。
由于 MPLS LSPs 通过 MPLS 封装提供 Overlay，而 MPLS 封装是根据 MPLS 标签来进行数
据流交换。PCE 服务器其自身，或通过与其他 SDN 技术结合，可以发挥 SDN 控制器的功能
（如图 4-22）
。MPLS LSP 通过 RSVP-TE 接受“头端（Head End）”节点发出的信息。这样，基
于 PCE 的方案可以向 LSP 发出信号，跨越管理上的边界建立并管理的 LSP 隧道，或只是使路
由区域更为优化，但受不同个体的限制，有些功能在设备上没有实现导致这些功能对运营商
不可用。
另外，PCE 服务器也出现了与 Segment 路由【注 42：参见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previdi-filsfils-isis-segment-routing/】相关的应用。在一个 Segment 路由

方案中，PCE 服务器可以通过广义 ERO 对象创建 LSP，形成一个标签栈（Label Stack）。这可
以利用 PCE 服务器的编程控制来实现。PCC 为目的地创立转发条目，这可使得标签栈模拟
MPLS Overlay（单一标签的栈）或流量工程（TE）隧道（多标签（Multilabel）的栈）的功能，
并且无需在网络中创建任何信令状态。更明确的说，这可以不使用 RSVPTE 或 LDP 协议来实
现。
【注 43：可以说，降低分布式控制面范式（至少在面向连接（Session-oriented）的标签
分发上）的复杂性也是 SDN 的一个应用】

图 4-22. PCE 服务器对 LSP 的 ERO 进行操作，将从 A 起源的显示路径由终止于 Z 改为终止于
Y; BGP-TE/LS 为 PCE 提供冗余的网络拓扑资源
PCE 的分支在网络的简化方面也有十分显著且令人瞩目的 SDN 应用，它使得网络管理器
可以在核心网络中以无状态（less state）抽象存储的方式对网络进行操作，也有可能在服务
链（Service Chaining）中应用这项技术。
本地标签空间（Local Label Space）与节点地址的关联，以服务链中如任播环回地址驱
动（Anycast Loopback Address）等概念常用于 Segment 路由。这些标签绑定常作为 ISIS 协议
的扩展而分布：


节点段（Segment）代表了多重等价路径（ECMP）感知的最短路径



邻接段允许运营商表示任何显示路径

PCE 服务器可以将一个动作，
如 swap 或 pop 绑定到某个标签上。
注意默认操作是将“swap”
绑定到相同的标签上。
在图 4-23 中，从保留的标签空间中分配一个标签栈空间 100，形成了从 A 到 D 的简单
LSP。标签栈中有标签与 D 的环回地址（即段列表为“100”
）相关。显式（RSVP-TE）的
路径可以通过在 B 到 D 节点关联的标签（例如，500 代表相邻 B、F 的连接）中使用相邻
接的标签（例如 300）
，创建段列表和并形成标签栈（即“300 500 100”标签栈）
。

图 4-23. Segment 路由使用 PCE 服务器作为 SDN 控制器
虽然这种方案十分有趣并极富前景，但由于这种方案诞生时间不长，所以几个方面有待
进一步研究。
【注44：参见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gredler-rtgwg-igp-label-advertisement/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gredler-isis-label-advertisement/】
值得注意的是，Cisco收购了Cariden公司后，PCE服务器便已在其产品中得以应用。Cariden
在2012年发布了PCE服务器。【注45：参见
http://www.sdncentral.com/sdn-blog/cardien-technologies-releases-service-provider-infrastructure-sdnwhite-paper/20
12/08/】其他厂商对如何获取拓扑结构，如何进行路径计算，以及产品的其他技术方面有不

同的方案，同时也致力于PCE服务器方案的开发。除了这些商业产品，包括谷歌在内的一些
服务供应商都表示，他们很可能会独立开发自己的PCE服务，或是与供应商联合，以实现自
己的策略和路径计算算法。

Plexxi
Plexxi 系统基于 Affinity 网络的概念，提供了一个与专有的转发优化算法和分配系统紧密
结合的控制器，与其他的控制器有少许不同。
Plexxi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是动态地收集来自外部系统的 Affinity 相关信息或静态的手动
创建策略，然后将 Affinity 信息传入 Plexxi 网络的转发拓扑结构中参见图 4-24 为 Plexxi 系统
架构简图。
Plexxi 物理拓扑是基于环状架构的，并且 Affinity 与环标识符（Identifier）相匹配，从而
使 Overlay 与 Underlay 的概念紧密结合起来。有人认为这种紧密结合更倾向于一种混合模式，
或者会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网络层。

图 4-24. Plexxi 系统体系结构（来源：Plexxi Systems）
在控制器内，Plexxi 的拓扑结构可视为交换机转发规则的集合（Collection of forwarding
rules）
。如果控制器从网络中分离，依然会其他机制来维持交换机上拓扑结构可用。
控制器的任务由中心控制器（Central Controller）和协控制器（Co-controller）共同完成，
中心控制器的任务是维护中心策略（Central Policy），执行管理功能并调整算法以满足任务需
求；协控制器则负责对本地转发表进行维护及快速恢复（Fast Repair）
。
控制器除了学习和创建 Affinity，还对操作和维护任务提供接口。这些接口包括 REST
API， Jython Shell 以及 GUI。Jython Shell 中有大量 Pre-shipped 指令可用于控制器和交

换机，并且很容易用 Python 编码来创建定制的 CLI 命令。图形用户界面采用了 JIT/ GWT，
可自动创建物理网络和它所支持的 Affinity 的交互式图表（Interactive Diagrams）
。
Plexxi 的拓扑和转发的编程是专有的控制协议（PSCP）的一部分。转发编程使用基于
PostgreSQL 的 ActiveMQ 和控制器。
【注 46：数据库复制（Database replication）将使得（已
出现在 Plexxi 2013 的发展路线图上）
配置和状态复制可用于多控制器或冗余环境（Redundant
environments）中】
Plexxi 控制模式目前只能用在 Plexxi 的 LightRail 光交换机上。
Plexxi 可将每个环每个控制器对的规模扩展至 250 台交换机。Plexxi 支持冗余、规模上
多环拓扑（Multiring topologies）以及维护域（Maintenance domains）的分离。
【注 47：
Plexxi 提供全面的网络设计指导，并计划发展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拓扑结构】
Plexxi 与理想控制器的关系与其他使用专有南向 API 的控制器相同（与图 4-18 中的
Contrail VNS 十分类似）
，只是在 Affinity 算法在拓扑和转发中可提供差异化（Differentiation）
选择上有所不同。

Plexxi Affinity
Affinity 是由两个 Affinity 组（Group）和它们之间的 Affinity 连接构成。Affinity 组是端点
的集合，以 MAC 或 IP 地址标识。Affinity 连接相当于一个策略结构（Policy construct），用于
描述两个 Affinity 组之间或一个 Affinity 组与端点间的转发行为。
例如，Affinity 组 A 可以是一组属于存储集群的 MAC 地址。Affinity 组 B 可以是一对冗余
存储控制器。A 组和 B 组之间的 Affinity 连接可以告诉控制器在网络中隔离此流量。可以通
过 Plexxi 连接器收集任何类型设备的 Affinity 信息，包括：IP PBXs、存储系统、WAN 优化系
统，OpenStack 及 VMware 部署的私有云系统和其他设备。除此之外，Affinity 可以用作流监
视系统，来存储的 sFlow，netflow 或 IPFIX 的数据。

Cisco OnePK
Cisco 的 OnePK 是一个商业控制器，包含了集成多个南向协议插件的概念框架，也包括
一个与众不同的南向协议插件：Cisco OnePK API。
OnePK 的架构是一个基于 Java 的 OSGi 框架，使用内存状态存储模型（In-memory state
storage model）
，并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认证）REST 接口。集群支持使用 Infinispan 和 JBoss
封送和事务处理工具。图 4-25 为 Cisco OnePK 控制器的概念简图。
Cisco 宣称其控制器逻辑具有调解多个应用程序重叠转发（Overlapping Forwarding）的
功能，并通过服务抽象实现故障检测（Troubleshooting）以及发现和映射的功能。

图 4-25. Cisco OnePK 控制器概念
与一般网络设备供应商为其客户提供的 SDK（供应商特定的，以网络组件编程设置来预
先配置 SDN）不同，Cisco 控制器通用框架概念下以插件实现的这一点。这将使得客户在 SDN
方案的环境（例如，融合了 OpenFlow 与 OnePK API 的环境）中可继续使用他们的 SDK（或
控制器上的 SDK 的应用程序）
，以增加其价值。
与理想化的 SDN 框架的联系
Cisco OnePK 控制器目前似乎是理想化 SDN 框架内控制器功能的最佳映射。它包括的理
想化的控制器，提供了可扩展的 RESTful API ，集成开发环境，多个计算引擎，以及多种南
向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可以为绝大多数实际的或虚拟的网络设备提供接口。该控制器包含了
内存驻留及离线、分布式状态管理和配置存储功能。它还包含了横向的，即控制器到控制器
的通信和协作规则。最后，为了便于在多种北向和南向协议之间通信，控制器可通过编程实
现多对多（Many-to-many）通信信道抽象层。这便是它与其他控制器的真正区别所在：可以
在部署以后轻松实现功能上的扩展。
鉴于以上优点，OnePK 控制器毫无争议的成为了开源 SDN 控制器新的黄金标准。OnePK
控制器成为了 Linux 基金会财团 OpenDaylight 项目的新基础，这也证明了其价值所在。

小结
现在，SDN 控制器作为一个术语有多重含义，并且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存在。大多数含义
来自于网络领域中控制器的运作，还有一部分含义是从策略和协议选择等其他领域衍生的。
SDN 控制器市场的现状是，作为 SDN 十分有吸引力的功能，用户经期望提供多厂商互
操作性能够成为一个标准行为。但仍或好或坏的存在这样的事实。供应商的专有技术和协议
普遍依赖于它们自己的产品，或是由于其应用有某些突出性质，为其产品创造了市场。后者
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 SDN 市场中，应用最初是（目前仍然是）通过使用非标准化的 API
与控制器紧密相连。
由于控制器/代理的关系，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组件都支持控制器的代
理守护程序/进程（即实例化的协议,它提供了创建上述网络所需的网络状态抽象），许多控
制器产品策略的实现都是使用基于主机的网关解决方案。在这些网关中，代理会将租户
Overlay 网络转换为非受控组件（Non-controlled elements）可共同识别的格式，典型应用便
是将租户 Overlay 转换为 VLANs。这一策略允许使用旧的互操作方式，并会向较新的网络说
明，可能会使得基于软件的网关降低数据包处理能力，具有潜在的性能损失。
所考察【注 48：清单中所列举的控制器并不详尽，并未涵盖目前所有可用的或历史存
在过的 SDN 控制器产品】的的控制器一般具有下列特性：


控制器提供各个层面的开发支持——如语言，工具等。



商业产品往往提供专用的接口，但现在（如预期一样）会提供更稳健的存储和规模
特性（Scale traits）
。



具有感知网络状态（Network-state）功能的控制器不断发展，使得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中集成的控制器中添加了很多新开发的状态存储策略（Strategies for state storage）
（如在 Big Switch Networks 中使用 NoSQL 数据库）、通讯（如 Juniper Networks 方
案中的 Redis）以及企业管理（如 Zookeeper）工具。最后，商业产品必须是状态共
享（State sharing）的（无论是原子操作或联合操作）
。



现今所有 SDN 控制器方案的拓扑视图都十分有限。这主要是由于网络层次单一甚
至是仅在本地相邻的设备间使用造成的，例如仅在第二层或者在 PCE 的 BGP 流量
工程数据库中使用 LLDP。



只有少数控制器支持使用多个协议与客户/代理交互。某些 OpenFlow 开源控制器不
支持 NETCONF，当然也不支持 OF-CONFIG。



当前所有的控制器方案都只对应用程序接口提供专有的 API。也就是说，实际上并
不存在标准的北向接口，虽然有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 Open Daylight 项目。不
幸的是，ONF 一直抵制这方面的工作。直到最近，其他标准制定组织如 IETF 和 ETSI
已经在这一领域展开相关研究工作。此外，Open Daylight 项目将公开其源代码，也
许会产生一个可用的公认的接口，这很可能会推动这些标准的发展。



现在 SDN 控制器可通过支持多控制器环境、数据库同步以及集群策略来解决扩展
性问题。这些策略阻碍了厂商之间的互操作。但 Juniper 的方案是例外，因为它建
议使用 BGP 协议进行网络状态的交换，但仍需要其他厂商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在 OpenFlow 的环境下，
开源 SDN 控制器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可扩展性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作为健壮的底层支持，DBMS 后端的更新十分频繁。许多设计原本只是为了运行内存
驻留数据。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被设计成可以在群集控制器之间共享内存驻留状态，除非采
用专门架构。Big Switch Networks 可能是例外，但他们为其商业产品保留了许多增强的功能。
1.3 版 OpenFlow 还没有被广泛支持。大多数控制器和设备供应商还停留在只支持
OpenFlow 1.0 版本的阶段。这可能会引起不少问题，因为一些重要的更新只在 1.3 版本的协
议中存在。此外，随着对 OpenFlow 支持的产品线的延长，不少设备厂商已经实现了一些厂
商专有的扩展，但并非所有控制器都支持厂商的扩展协议。这使得这些方案之间的互操作性
更难以实现。
大 多 数 与 网 络 相 关 的 探 讨 最 终 得 出 网 络 应 当 与 应 用 相 关 （ Networks are about
applications）的结论。在 SDN 控制器领域，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是否可围绕控制器策略
建立其生态系统，将决定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这些都没有在控制器身上发生， SDN 和
控制器范式可能会发生思维上的革命。这些可能在 Cisco OnePK（和 Open Daylight 项目）控
制器创建时就易产生。大多数控制器架构在对南向协议的支持和北向应用程序的可编程性上
都缺乏灵活性。
在被考察的控制器相关的应用开发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技术或思维方式：


Trema 模型中引入了框架的设想，它最初只是作为一个开发核心，每个服务模块提
供其自身的 API，然后可由多数组件和终端用户来实现。



在 Big Switch Network’s 的商用产品、Floodlight、以及基于 Spring 的环境，VMware
所强调的 API 开发工具中，尤其要注意它们可以从模块或对数据模块的操作中可
自动生成 API 的功能。



Juniper Network 援引 SDN 网络编译器的概念，対编译的设想做了精炼。使得高层
次，用户友好型（User-friendly）/应用友好型（App-friendly）的数据模型可转化为
较低层次中的网络策略或协议的具体原语（例如，L3VPN VRF 中的路由和策略）。



某些供应商告知在其策略中需要独立的服务器来完成基本功能（为其长远的扩展性
做准备）并有可能需要建立应用程序专用（Application-specific）的数据库。在最近
推出的产品中，许多产品都以系统或集群的概念出现，因此必须定义和解决理念一
致性（Consistency Philosophy）的问题。

可以看到，通过对不同时期产品的考察，这些最好的设想有的被淘汰，有的不断改进，
并应用到新产品的设计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