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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应当关注 IP 组播
现代网络中的很多应用都需要将信息 话音 视频或者数据 发送到多个终端 在只针对少数几个
终端时 在网络中发送同一组信息的多个副本 单播 并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 随着终端数
量的增加 复制分组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不使用支持组播的网络设备的情况
下部署这种应用

例如流视频

金融市场数据和带有等待音乐的 IP 电话

可能会导致网络性能大

幅度降低

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组播需要设法在整个网络中有效地部署和扩展分散的群组应用 同时 需要采用可以降低向多个接
收端发送相同数据所产生的网络负载的协议

以及能够减少对于服务每个连接的主机/路由器处理

需求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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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

互联网群组成员协议

IGMP 是一种让终端可以加入所谓的组播群组的协议

加入一个组播群组相当于订阅一个使用组播

IGMP 依靠 D 类 IP 地址创建组播群组

的进程或者服务

当某个组播进程开始时

主机会在网络

中发送一个 IGMP 消息 找出已经加入该群组的终端 该主机随后将向组播群组的所有成员发送流
量 路由器会

监听 IGMP 流量

并定期发出查询请求

以了解特定 LAN 上的有效群组和无效

群组 路由器会在彼此之间利用一种或者多种协议通信 以便为每个群组建立组播路由

组播分发树
支持组播的路由器会通过创建分发树

控制 IP 组播流量在网络中的传输路径

从而为所有接收端

发送流量 两种基本的组播分发树为源树和共享树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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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 1

利用源树

接收端 2

也被称为最短路径树

每个源都会通过最有效的路径向每个接收端发送数据

源树都

针对延时进行了优化 但是具有更高的内存需求 因为路由器必须跟踪所有源

图4

共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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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 1

利用共享树

接收端 2

组播数据会先被发送到网络中的一个公共点

也被称为集合点

再从这里发送到各

个接收端 共享树在路由器中占用的内存少于源树 但是并不是总能使用最优路径 因而可能会导
致分组传输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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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组播
一台第二层交换机会转发所有组播流量 从而降低网络效率 思科为避免这种低效率的交换机行为
开发了两种解决方法

思科群组管理协议 CGMP

和 IGMP 监听

CGMP
CGMP 让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可以根据 IGMP 信息制定第二层转发决策
器上时 CGMP 可以确保 IP 组播流量只发送到所针对的接收端的端口

当配置在交换机和路由
或者组播路由器

在使用

CGMP 时 任何通过交换机收到组播加入消息的路由器都会向该交换机发回一个 CGMP 加入消息
这个消息将让交换机可以制定第二层转发决策

IGMP 监听
IGMP 监听可以通过让第二层交换机可以查看在主机和路由器之间发送的第三层信息
退出消息

提高效率

当某个 IGMP 主机报告通过一台交换机发送时

IGMP 加入/

交换机就会将该主机的端

口号添加到相关组播表中 当交换机发现主机发出的 IGMP 退出消息时 它会将该主机从组播表中
删除 IGMP 需要交换机检查所有组播分组 因而只能部署在高端交换机上

组播转发
在单播路由中 流量是从源发送到目的地主机的 路由器会在它的路由表中搜索目的地地址 再从
正确的接口转发组播分组的单个副本

在组播转发中 源需要向多个主机 表现为同一个组播群组地址 发送分组 组播路由器随后将判
断哪个方向是上游方向 朝向源

朝向群组地址

由器会选择最佳的下游路径
称为反向路径转发 RPF

哪个方向是下游方向 朝向主机

当存在多个下游路径时 路

这些路径可能不同于为单播分组选择的路径

RPF 用于创建没有环路的分发树

独立于协议的组播

PIM

PIM 是独立于 IP 路由协议的

可以利用任何一种用于生成单播路由表的单播路由协议

利用这些单播路由信息执行组播转发功能
由表执行 RPF 检查功能
了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

这被

尽管 PIM 被称为组播路由协议

而不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组播路由表

PIM 可以

它实际上是用单播路

它为密集和稀疏流量环境提供

密集模式和稀疏模式

PIM 密集模式――在密集模式中 组播路由器会将流量消息发送到所有端口 被称为 推送 模式
如果路由器没有任何属于某个组播群组的主机或者下游邻居

一个剪除

Prune

消息会被发送到

路由器 要求路由器不要将消息发到某个特定接口 密集模式只使用源树 因为存在泛洪发送和剪
除行为 通常不建议使用密集模式

PIM 稀疏模式――PIM 稀疏模式采用了一种被称为 直接加入 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流量只会
被发送到直接要求接收的主机

同时 一个加入消息会被发送到集中点

任意播集中点 RP 可以通过为一个 PIM 稀疏模式网络组播域中的多个 RP 分配同一个 IP 地址
提供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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