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层次化园区网设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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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关心层次化园区设计
节约成本 园区网络意味着巨大的业务投资 正确设计的园区网络可以提高业务效率和降低运营成
本

便于扩展 一个模块化的或者层次化的网络由很多更加便于复制 改造和扩展的模块所构成 在添
加或者移除一个模块时 并不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网络 每个模块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模块或者网络核
心的情况下投入使用或者停止使用

加强故障隔离能力 通过将网络分为多个可管理的小型组件 企业可以大幅度简化了解 培训 管
理培训和排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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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层负责提供对网络的第一

第二层交换 安全和 QoS 都位于这一层

分发层的作用是汇聚来自配线间的流量和执行策略 当第三层协议被用于这一层时 企业就可以获
得负载均衡 快速收敛和可扩展性等好处 这一层还可以为终端设备提供第一跳缺省网关冗余

核心层是网络的骨干 本层的设计目的是实现快速收敛 提高可靠性和加强稳定性 也用第三层协
议设计的核心可以提供负载均衡 快速收敛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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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设计最佳实践
高可用性
针对连续运行 即使在发生系统或者电力故障的情况下 而设计的网络被称为高可用性系统 精心
设计的高可用性系统具有冗余硬件 冗余软件特性和用于在发生故障时重新设置网络路径的自动步
骤 高度可用的网络应当没有任何由于关键连接或系统中断而导致的单点故障 而且应当以一种对
用户透明的方式进行故障恢复 即切换到备用系统或者其他路径

高可用性应当设计到多个层中 通过一个健全的设计 可以轻松地实现网络稳定性 简化排障 以
及减少人为错误

第一层

冗余连接和硬件可以在网络中提供另外一条物理途径

第二/三层
应用可用性

生成树 HSRP 和其他路由协议可以支持备用路径感知和快速收敛
应用服务器和客户端流程必须支持故障恢复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可用性

冗余
冗余对于设计一个高度可用的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适当的冗余是有益的 而过多的冗余对网络则
是有害的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收敛问题

诊断和管理的难度

网络从故障连接中恢复的能力

过多的冗余可能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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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这是一个冗余问题的实例

IP 组播
IP 组播是一种从单个源头同时向多个目的地发送数据的技术 与不加区别地向网络的所有用户发送
数据的广播流量不同

IP 组播只向一个特定的接受群组

由单个 IP 地址识别

发送数据

组播可以大大减少某些应用 例如视频流 所占用的带宽 如果这些流量被发送到所有端口 可能
会对网络性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QoS 和超额配置
如果网络中生成流量的终端超出了网络在某个时刻可以承受的数量 就会发生超额配置 大部分网
络在设计上都允许一定幅度的超额配置 在右图显示的这个例子中 网络从接入层到分发层的超额
配置率为 20:1

从分发层到核心的超额配置率为 4:1

关键数据 例如 SAP 流量

为了确保实时流量

不被丢弃或者延迟 应当使用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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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让网络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流量分配不同的优先级 例如 对延时敏感的流量可以获得高于非关
键流量的优先级 或者被放在某个优先级队列中 另外 还可以为特定的应用定义最低带宽 以确
保及时的交付

虚拟 LAN

VLAN

VLAN 可以将多个物理分散的用户组合到同一个广播域中 VLAN 的使用可以提高性能 安全性和
灵活性

它还可以降低安置用户的成本 因为不需要额外的布线

每个 VLAN 都应当位于一个独立的子网上

这被称为第二层到第三层的 VLAN 映射

这有助于简

化路由汇总和排障 应当避免使用覆盖整个园区的 VLAN 因为它们可能会降低收敛速度

设计园区网络时的注意事项
对于不同的园区规模

需要考虑不同的设计要素

小型园区
对于包含不到 200 个边缘端口的园区 核心和分布层可以被合并为同一个层 这可以将网络规模限
制为几台接入交换机

中型园区
对于包含 200 到 1000 个边缘端口的园区

一个独立的分布层有助于支持未来的扩展

冗余的核心

有助于确保很高的可用性和实现等成本多路径负载均衡

大型园区
对于大型园区网络 超过 1000 个边缘端口

建议采用一种高性能设计 一个功能丰富的核心层可

以汇聚多个分布层交换机 用户随时可以轻松地在网络中添加更多的建筑物和服务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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