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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使用路由桥接封装(RBE)功能Cisco 6400通用接入集中器(UAC)的本文描述端到端不对称数字用户线
路(ADSL)体系结构。RBE开发寻址桥接问题，包括广播风暴和安全的已知RFC1483。除了事实在
ATM完全运行， RBE功能相等地作用与半桥接。通过使用xDSL用户，独特的特性另外的可扩展性
、性能和安全可以实现。

假定

使用ADSL论坛参考体系结构型号，基准体系结构设计。体系结构由网络接入提供商(NAP)包括不同
的提供的业务和不同的方案用户数据流如何转发对网络服务提供商(NSP)。在此体系结构方面，
RBE是Cisco 6400使用的假设的封装方法。本文内容根据现有部署，以及一些内部测试在体系结构
被执行。对于增强功能和修改，参考Cisco IOS软件新版本的版本注释。目前， Cisco 6400支持
RBE， Cisco 7200及Cisco 7500平台。本文对关于Cisco 6400的讨论被限制。

技术简介

从网络的角度， ATM连接看起来象路由连接。数据流接收作为RFC1483数据包，但是他们是
RFC1483以太网或IEEE 802.3帧。而不是桥接以太网或IEEE 802.3帧，如一旦桥接正常的



RFC1483，路由器路由在第三层报头。除一些粗略检查外，网桥报头忽略。这在下一部分详细解释
。

操作说明

从可操作角度看，路由器运行，好象路由桥接口连接对以太网LAN。操作是下述用两种方式：为客
户驻地注定的数据包起源于客户驻地的和数据包。

对于起源于客户驻地的数据包，以太网报头被跳过，并且目的IP地址被检查。如果目的IP地址在路
由缓存，数据包快速交换到出站接口。如果目的IP地址不在路由缓存，数据包为进程交换排队。在
进程交换模式，数据包必须路由的出站接口通过查找找到在路由表。在出站接口识别后，数据包通
过该接口路由。这发生，不用网桥组或网桥组虚拟接口(BVI)的需求。

对于为客户驻地注定的数据包，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首先被检查。目的地接口从IP路由表确定。其
次，路由器在以太网报头检查地址解析服务(ARP)表关联与该接口目标MAC地址安置。如果没有找
到什么都，路由器生成目的IP地址的一个ARP请求。ARP请求转发对仅目的地接口。与桥接对比
，这是， ARP请求在网桥组中发送对所有接口。

对于一个方案使用未编号的接口(其中您可以找到相同子网的两个用户)，路由桥接口使用代理
ARP。例如， 192.168.1.2 (主机A)要通信与192.168.1.3 (主机B)。然而，主机A在相同子网作为主
机B。

主机A必须通过派出ARP学习主机B的MAC地址广播对主机B。当在聚合设备的路由桥接口接收广播
的此，将派出与192.168.1.1 MAC地址的代理ARP答复，主机A。它在其以太网报头将取得该
MAC地址，安置它，并且发送数据包。当路由器收到数据包时，在正确接口丢弃报头并且查看目的
IP地址，然后路由它。

RBE 优点

RBE开发打算解决RFC1483桥接体系结构面对的某些问题。RBE保留RFC1483桥接体系结构主要
优点，当排除大多其缺点时。

在客户端前置设备(CPE)的最小配置。因为在高水平协议，支持的人员不再要求很大数量的卡
车卷和不再需要大量地投资服务提供商认为此重要。在网桥模式的CPE作为一个非常简单设备
。最小的故障排除是包含的在CPE，因为自以太网进来的一切通过直通对广域网端。

●

容易从纯桥接体系结构移植到RBE。没有更改要求在用户端。●

避免伪装的IP劫持和的ARP在典型的纯桥接体系结构方面面对的挑战。通过使用点对点连接，
RBE也防止广播风暴。安全是主要缺点在纯桥接体系结构方面。

●

与纯桥接体系结构比较， RBE提供优越性能由于路由选择实施在聚合设备。并且，因为没有网
桥组限制， RBE更加可扩展。

●

使用Cisco服务选择网关(SSG)，支持第3层Web选择。●

实施注意事项

要考虑的某些关键点在实现此体系结构前是相同的按照RFC1483桥接基线架构纸张所述。

推荐RBE，当：

方案是相同的正如在现有桥接体系结构。●

//www.cisco.com/en/US/tech/tk175/tk15/technologies_white_paper09186a0080093bd0.shtml


NAP要只执行CPE的最小管理。在CPE在用户的位置后，部署简单CPE的概念不要求最小或配
置。

●

NAP不要安装和保养主机的主机客户端在桥接的CPE后。这些安装和维护任务增加部署费用和
维护，包括帮助人员提供有客户端运作客户端软件和操作系统的知识的。

●

NAP要部署一个可扩展和被巩固的桥接网络使用存在RFC1483桥接模式能只运行)的CPE (并且
要提供服务选择功能。

●

下讨论如何解释RBE体系结构适应和缩放比例到不同的商业模式。

网络架构

RBE网络架构类似于RFC1483桥接体系结构。在该体系结构上指定，聚合设备能在NAP或在NSP。
如果使用端到端永久虚拟电路(PVC)体系结构， NSP终止用户并且配置RBE在聚合设备。如果
NAP喜欢提供批发服务加上服务选择，可能选择终止那些用户和从一个本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一旦批发服务， NAP可能选择从NSP获得IP地址。这些方案在本文的
IP Management部分详细报道。

RBE 体系结构设计注意事项

RBE排除主要安全风险涉及与RFC1483桥接体系结构。另外，因为子接口对待路由接口， RBE提
供更加好的性能和更加可扩展。

此部分说明必须在设计RBE体系结构前考虑的某些关键点。对于用户端，设计原则在RFC1483桥接
体系结构方面依然是同一样。

在RBE，分配单个虚拟电路路由、两套路由器或者无类域间路由选择(CIDR)子网。因此，可信的环
境减少到在两套路由器的IP地址或CIDR块代表的仅单个客户驻地。ISP也控制地址分配到用户。这
由配置在子接口的一子网完成对该用户。所以，如果用户不正确配置设备用一个IP地址已分配地址
范围的外部(可能造成ARP数据包流至路由器)，路由器生成“错误的电缆”错误并且拒绝输入不正确的
IP到MAC地址映射到其ARP表。

使用仅点到点ATM子接口， RBE可以部署。它在多点子接口不可能部署。即使用户端桥接，您不需
要定义网桥组或BVI接口，因为子接口对待路由接口。

ATM点对点子接口可以编号的接口或未编号的到一些其他接口。

根据定义，编号的接口是有一个特定IP地址分配到它与一个已修复子网掩码的接口。例如：

Interface atm0/0/0.132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252

如此示例所显示，当RBE配置有编号的接口，应该有每个用户的一个独立子网。应该为
192.168.1.2配置在用户端的主机。只有一台主机在用户端。如果需求是支持超过一台主机，选择的
子网掩码应该适应更多主机。

编号的接口给对用户在CPE后连接主机的数量的NAP控制。如解释以上，此缺乏控制是一个主要问
题在RFC1483桥接体系结构方面。

然而，此方法消耗许多IP地址。您将需要分配每个用户一子网，使用一个IP地址ATM子接口和未使
用的广播地址和所有的零地址。因此，有在CPE后的一台主机，您至少需要定义255.255.255.252子
网掩码。就IP地址而论缺乏，除非NAP/NSP使用专用地址空间和执行的网络地址转换(NAT)到达外
界，这可能不是可行选项。



为了保存IP地址，替代方案是使用未编号的接口。根据定义，未编号的接口是通过使用ip
unnumbered命令，使用另一个接口的IP地址的接口。例如：

!

interface loopback 0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

interface atm0/0/0.132 point-to-point

ip unnumbered loopback 0

!

interface atm0/0/0.133 point-to-point

ip unnumbered loopback 0

如以上示例所显示， IP地址和子网只应用对回环接口。所有ATM子接口是未编号的对该回环接口。
在此方案中，在ATM子接口终止的所有用户(未编号的对loopback0)会是在相同子网作为那
loopback0。这暗示用户会是在相同子网，但是通过不同的路由接口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变为路
由器的一问题能识别哪个用户是在哪ATM子接口后。对于Cisco IOS， 192.168.1.0 (在IP管理图表
中)通过interface loopback 0和它直接地连接从未发送通过其他接口被注定的到任何在该子网的主机
地址流量。为了解决此问题，您需要明确配置静态主机路由。例如：

ip route 192.168.1.2 255.255.255.255 atm0/0/0.132

ip route 192.168.1.3 255.255.255.255 atm0/0/0.133

在此示例上指定，当路由器需要做出路由决策并且需要转发为192.168.1.2注定的流量，它将选择
ATM 0/0/0.132作为流出接口，等等。没有指定那些静态主机路由，路由器将选择流出接口作为
loopback0并且丢弃数据包。

即使未编号的接口将保存IP地址，要求配置在节点路由处理器的静态主机路由其它任务每个用户的
。注意，如果用户有，例如，在CPE后的14台主机，没有要求有每台主机的静态主机路由。汇总路
由可以为ATM子接口定义。

至今，此说明假设，在CPE后的主机为静态IP地址将配置。此假定不是真的在真实生活设计。在实
用的世界， NAP要执行最小配置和维护CPE和主机的附加对它。使用DHCP服务器，为了达到那
，主机应该动态地得到他们的地址。

为了动态地获得他们的IP地址，必须配置主机从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当主机启动时，派出
DHCP请求。这些请求然后被传递对适当的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到从一个的主机在其以前定
义范围。

为了转发从主机的初始DHCP请求到适当的DHCP服务器，您应该实施ip helper-address命令到接收
广播的接口。在广播接收后， Cisco IOS查看ip helper-address的配置为该接口并且转发在单播信息
包的那些请求对IP地址在ip helper-address指定的适当的DHCP服务器。在DHCP服务器回复用IP地
址，它发送对接口的答复在最初转发请求的路由器后。这用于，因为出站接口发送DHCP服务器响
应到最初请求服务的主机。路由器自动地也安装此地址的一个主机路由。

如果RBE在子接口启用并且是IEEE 802.3桥接协议封装单元(PDU)，以太网封装在ATM网桥封装以
后被检查。如果它是IP/ARP数据包，被处理类似其他IP/ARP数据包。IP数据包是快速交换的。如果
它失败，为进程交换排队。

RBE的性能是一大成功。在转发决策可以做前，今天标准的桥接代码有要求数据包的两个独立的分
类内在的问题。分类定义作为进程检查(在上行)并且正在修改(在下行)转发信息的信息包报头，相对
昂贵。Layer2查找是需要的确定数据包是否需要路由或桥接。然后，在第3层，查找是需要的识别
数据包应该路由的位置。此分类在上行以及下行方向完成，有在性能的一影响。

对于RBE，由配置预先确定数据包将路由在上行方向。所以，通过桥接转发路径是不必要的，是必
要的一旦标准的桥接。



RBE 的关键点

CPE

CPE配置在标准的桥接依然是同一样。对CPE的更改没有要求部署RBE。

IP 管理

当部署RBE的时编号的接口， IP地址分配对在桥接的CPE后的主机通过DHCP服务器通常被处理。
如前面提到， DHCP服务器能位于在NAP或NSP。对于任一个案件，应该用ip helper-address命令
配置被编号的ATM子接口。如果DHCP服务器查找在NSP， NAP聚合设备必须有到达的路由该服务
器。NAP将使用其自己的DHCP服务器，并且IP地址范围是的唯一的方案，当要提供服务选择功能
对用户时和那些用户是LAN附加对NAP。

如果NAP要使用NSP的IP地址空间，应该分配其中一个每子网的IP地址到ATM子接口。并且，应该
有在NAP和NSP之间的某相互协议，以便NAP配置正确地址。当NSP的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时
，此协议应该是到位保证服务器提供正确默认网关信息给主机。NAP能或者然后汇总所有那些地址
的静态路由分配到用户，或者能选择运行路由协议以NSP通告那些路由。在多种情况下， NAP和
NSP将喜欢不使用路由协议。提供静态路由是理想的选择。

这是在部署的RBE NRP要求的基本配置与编号的接口：

!

interface ATM0/0/0.132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92.168.3.1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atm route-bridged ip

pvc 1/32

encapsulation aal5snap

!

interface ATM0/0/0.133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192.168.2.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92.168.3.1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atm route-bridged ip

pvc 1/33

encapsulation aal5snap

使用未编号的接口是保存IP地址的最佳方法。如前所述，当未编号的接口与DHCP一起使用时，主
机路由动态地安装。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到部署RBE。DHCP服务器可能然后查找在NAP或
NSP，至于编号的接口的。

这是在部署的RBE NRP要求的基本配置与未编号的接口：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

interface ATM0/0/0.132 point-to-point

ip unnumbered Loopback0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ATM route-bridged ip

pvc 1/32

encapsulation aal5snap

!

interface ATM0/0/0.133 point-to-point



ip unnumbered Loopback0

no ip directed-broadcast

ATM route-bridged ip

pvc 1/33

encapsulation aal5snap

如何达到服务目的

到目前为止，本文讨论了基本访问技术使用RBE作为封装方法。然而，使用此体系结构，
NAP/NSP能也提供多种服务和的NAP能转发用户数据流到NSP的不同的选项。这些概念在以下部分
解释。

提供互联网访问

在此方案中， NSP的主要功能将提供高速互联网访问对于终端用户。由于NSP提供最终服务，
IP地址管理变为NSP的责任。它能分配公共IP地址到其使用DHCP服务器的终端用户，或者能选择
提供专用IP地址给用户然后执行NAT到达外界。

批发服务

如果NAP要提供批发服务到其他ISP，能如此执行。在此方案中， NAP通常不喜欢处理所有用户的
IP地址另外NSPs的。NAP做某个安排以ISP提供IP地址给那些用户。这可以由转发DHCP请求的
NAP达到来自DHCP服务器的用户在NSPs。NAP必须配置其与其中一个的ATM子接口从该范围的
IP地址，并且需要通告那些路由到NSP。路由通告能是以任一的形式静态路由或若干路由协议在
NAP和NSP之间。静态路由是NAP的更可取的方法，以及NSP。

公司接入

公司接入通常要求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这意味着公司不会提供任何IP地址给NAP，并且不允
许NAP通告在NAP的IP核心的公司IP地址空间，因为可能安全突破口导致。公司通常喜欢应用他们
自己的IP地址对他们的客户端，或者他们通过获取的一些允许含义例如多协议标签交换/虚拟专用网
(MPLS/VPN)或第2层隧道协议。

对提供安全的共同访问的另一方法是NAP提供初始IP地址给那些用户的地方。所以，用户变得连接
LAN的对NAP。在用户有初始IP地址后，他们可以发起通道到公司通过L2TP在主机的客户端软件运
行。反过来，公司将验证此用户并且提供从其IP地址空间的一个IP地址。L2TP VPN适配器使用此
IP地址。这样，用户安排选项对连接到他们的互联网连接的ISP或通过一获取的L2TP通道访问获得
访问对他们的公司。然而，这要求公司提供隧道目的地IP地址给用户，应该是可路由的通过NAP的
IP核心。

服务选择功能

使用思科SSG的功能， NAP能提供多种服务选择功能。SSG提供提供的服务选择两个方法：通过
(叫作PTA-MD)的Layer2和第3层Web选择。使用RBE，可以使用仅第3层Web选择方法。这要求用
户是连接LAN的对NAP;即NAP提供初始IP地址给对Cisco服务选择控制板(SSD)的用户和提供访问。

一旦RBE体系结构，思科SSG的Web选择方法是占的好办法用户数据流。

结论

RBE提供更加好的性能和比标准的桥接可扩展。它也解决在标准的桥接面对的所有安全问题。



   

RBE消除标准的桥接广播风暴问题。RBE为NAP提供要避免客户端主机软件维护，桥接相关的问题
，并且想要部署费用的一个坚固的体系结构。使用RBE，所有这是可能的，当曾经现有桥接体系结
构时。

相关信息

Cisco ADSL产品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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