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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高可用性园区网络

介绍
本文是描述如何使用层次化模式设计最佳园区网的两篇文章之一。第二篇文章《High Availability
Campus Recovery Analysis》提供了全面的测试结果，显示本文所述不同拓扑的收敛时间。

本文包括以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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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读者
本文面向正在构建或计划构建企业园区网，并且需要最佳业务实践建议和配置实例的客户及企业系
统工程师。

目的
本文提供了建议的园区网设计方案，包括各种拓扑、路由协议、配置指导以及与设计高可用的可靠
园区网相关的其他考虑因素。

园区网设计概述
与设计IP电话网络、IP视频网络、甚至是无线网络相比，设计园区网并不显得特别有趣。然而，这
些新兴应用常构建在园区基础上。就象盖房子，如果不打好地基，房屋很容易倒塌，您最终将以失
败告终。同样，如果企业网络的基础服务和参考设计并不可靠，则IP电话、IP视频及无线通信等依
赖网络服务的应用最终都将遭遇性能及可靠性问题。

让我们继续做类比。如果地基打得牢靠，房屋可使用多年，并允许主人进行改造和扩建，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始终提供安全可靠的住所。企业园区网也是相同道理。本文描述的设计原则及最佳实施经
验都是经过反复尝试得出的结论。您的企业可利用这些指导方法来实施网络，使网络能够提供必要
的灵活性，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满足您的业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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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建议汇总
本章对文章中出现的设计建议进行了汇总，涵盖以下主题：
z

为实现最佳收敛进行调试，第2页

z

设计指南回顾，第4页

为实现最佳收敛进行调整
本节汇总了访问、分发及核心层的最佳收敛建议，涵盖以下主题：
z

接入层调整，第2页

z

分布层调整，第3页

z

核心层调整，第4页

接入层调整
以下是实现最佳接入层收敛的建议：
z

尽量将VLAN限制到单个机柜。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应针对最确定的高可用性网络拓扑避免STP/RSTP收敛。总的来说，如
果避免了STP/RSTP，则收敛是可预测的，可限制的并能够进行可靠调试。

此外，我们应注意，当发生软故障时，keepalive 信号（BPDU或路由协议Hello 包）丢失、L2
环境发生故障、在所有端口上转发未知目的地的流量，导致潜在的广播风暴；当L3环境恢复
正常时，将丢弃路由相邻连接、中断连接并隔离发生软故障的设备。

z

如果需要STP，使用Rapid PVST+。
如果应用要求迫使您必须依赖STP来解决收敛问题，请使用Rapid PVST+。从收敛角度看，Rapid
PVST+远远优于802.1d甚至是PVST+ （802.1d ＋思科增强）。

z

将中继线设置为on/on和no negotiate、清除未用的VLAN并使用VTP透明模式。
当配置交换机间互联以承载多个VLAN时，将DTP设为on/on和no negotiate，以避免DTP协议协
商。这种调试方法可在恢复故障链路或节点时缩短数秒的故障时间。以手动方式从中继接口上
清除未用VLAN，以避免广播传播。最后，因为降低了对共享通用VLAN数据库的需求，因此
应选择VTP透明模式。

z

匹配CatOS与Cisco IOS软件间的PAgP设置。
当在交换机间使用冗余L2链路时，请使用PAgP on/on设置，以便在恢复节点或链路时避免PAgP
协商时间。当把Cisco IOS软件设备与CatOS设备连接在一起时，请确定两端的PAgP设置完全相
同。它们的缺省设置是不同的。如果未配置以太网通道，当与Cisco IOS软件设备连接时， CatOS
设备的PAgP应设置为off。

z

考虑接入层的EIGRP/路由。
与依赖STP来解决收敛问题的设计相比，如果适当调试，EIGRP等路由协议可实现更好的收敛
结果。路由协议甚至能够实现优于公认的L2/L3边界层次化设计的收敛结果。然而，采用路由
协议的设计方法，可能会增加复杂性（上行链路IP寻址和子网连接）并降低灵活性。此外，这
种方法尚未作为L2/L3分布层边界模式广泛部署在生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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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层调整
以下是最佳分布层收敛的建议：
z

使用相同成本的冗余核心连接，以实现最快速的收敛并避免黑洞。
在部分网状设计中，如果希望通过减少分发节点与核心间的链路数量来降低成本，由此带来的
复杂性和收敛性能的损失，导致这种设计最终的代价极其高昂。

z

需要时，可连接分布层节点，以实现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汇总和L2 VLAN。
汇总用于实现最佳的EIGRP或OSPF收敛。如果在分布层进行汇总，则必须链接分发节点，否则
将出现路由黑洞。

此外，在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非最佳设计中，必须通过L2线路链接分布层节点，否
则将发生多个收敛事件，导致出现单一故障，并在生成树收敛后采用不理想的流量传输路径。

z

利用GLBP/HSRP毫秒级定时器。
L2/L3分布层边界发生链路或节点故障时，收敛的速度取决于缺省网关冗余与故障切换。您可
以通过可靠地实施毫秒级定时器，通过HSRP/GLBP故障切换在一秒内（800毫秒）完成收敛。

z

调整GLBP/HSRP抢占延迟以避免黑洞。
确保分布层节点在抢占其HSRP/GLBP备用对等体前，有链路连接到核心，以便不会在建立核
心连接时丢弃流量。

z

调整以太网通道和CEF负载平衡，以确保冗余的等成本链路的最佳利用率。
监视层次化模式中的冗余链路使用情况，并采取适当步骤来调整L2 (以太网通道)和L3 (CEF)
链路的参数，以避免利用不足。将L3和L4 (UDP/TCP端口)信息用于散列算法。

当使用以太网通道互联时，请使用L3和L4信息来获得最佳利用率。当使用L3路由的等成本冗余路
径时，改变到CEF散列算法的输入，以改进负载的分布。将缺省的L3信息用于核心节点，将L3和L4
信息用于分布层节点。

核心层调整
如想实现最佳的核心层收敛，请创建一个三角形（不是正方形），以利用等成本冗余路径来实现最
佳的可确定的收敛。

考虑核心拓扑时，必须考虑点到点链路的拓扑优势。链路上行/下行拓扑的变化可立即传播给上层
协议。采用冗余的等成本负载分担链路设计的拓扑，是能够最确定实现毫秒级收敛的优化设计。

对于依赖间接通知和基于定时器检测的拓扑来说，收敛具有不确定性，需要秒级才能完成。

设计指南回顾
本节汇总了园区网设计建议，涵盖以下主题：
z

第3层基础服务，第4页

z

第2层基础服务，第5页

z

一般性的设计考虑因素，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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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层基础服务
以下是第3层基础服务的设计建议：
z

确定性收敛的设计— 采用三角形拓扑，不是正方形拓扑。
部署了点到点链路的拓扑提供了最确定的收敛时间。物理链路上行/下行设计的收敛速度比基于
定时器的收敛速度快。

z

控制接入层链路上的路由对等（使用被动（passive）接口）。
除非您能控制层次化园区网模式中的L3对等，否则，分布层节点将与其支持的接入层节点之间
多次建立L3对等关系，浪费内存和带宽。

z

在分布层进行路由汇总。
对EIGRP和OSPF从分布层节点到核心的路由信息进行汇总是非常重要的。在网络的这个层次
进行汇总可对EIGRP 询问和OSPF LSA/SPF传播设置界限，可以优化园区网的收敛。

z

优化CEF达到最佳的冗余L3路径利用率。
层次化园区模式实施了多条L3等成本冗余路径。当流量通过接入层、分布层及核心层流入数据
中心时，将通过多条冗余路径。除非您更改核心和分布层面向CEF散列算法的输入判断，否则，
CEF极化将导致冗余路径的利用不足。

第2层基础服务
以下是第2层基础服务的设计建议：
z

如果必须使用跨越多个多个交换机的VLAN，请使用Rapid PVST+。
如果应用要求迫使您必须依赖STP来解决收敛问题，请使用Rapid PVST+。从收敛角度看，Rapid
PVST+远远优于802.1d甚至是PVST+ （802.1d ＋思科增强）。

z

使用Rapid PVST+防止用户端环路。
即使建议的设计不依靠STP来解决链路或节点故障，您也需要STP来防止用户端环路。布线错误、
错误配置的终端站或恶意用户等，都可能在面向用户的接入层端口上造成环路现象。您需要STP
来确保无环路拓扑，并保护其他网络部分不受接入层故障的影响。

z

使用生成树工具来防止非法STP参与。
运行相同STP版本的交换机或工作站常被部署在一个网络中。这种方法有时候没有问题-例如，
在会议室中连接交换机，以便临时提供其他端口/连接；但这种方法有时将导致出现问题- 例如，
将添加的交换机配置成面向与之连接的VLAN的STP根。BDPU Guard和Root Guard都是防止出
现问题的工具。当非法交换机连接网络时，BDPU Guard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Root Guard可防
止以交换机连网时将导致STP重新收敛的方式配置交换机。

z

使用UDLD防止单向的上行/上行连接。
在使用光纤互联的光纤拓扑中（园区环境中很常见），当传输/接收对匹配不当时，将出现物
理连接错误，使链路看上去为上行/上行连接。发生这种情况时，STP等协议将造成网络的不稳
定性。单向链路检测UDLD功能可检测此类物理连接错误并关闭问题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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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将中继线设置为on/on和no negotiate、清除未用的VLAN并使用VTP透明模式。
当配置交换机间互联以承载多个VLAN时，将DTP设为on/on和no negotiate，以避免DTP协议协
商。这种调试方法可在恢复故障链路或节点时缩短数秒的故障时间。以手动方式从中继接口上
清除未用VLAN，以避免广播传播。最后，因为要降低对共享通用VLAN数据库的需求，因此
应选择VTP透明模式。

z

匹配CatOS与Cisco IOS软件间的PAgP设置。
当在交换机间使用冗余L2链路时，请使用PAgP on/on设置，以便在恢复节点或链路时避免PAgP
协商时间。当把Cisco IOS软件设备与CatOS设备连接在一起时，请确定两端的PAgP设置完全相
同。它们的缺省设置是不同的。如果未配置以太网通道，当与Cisco IOS软件设备连接时， CatOS
设备的PAgP应设置将为off。

一般性的设计考虑因素
以下是一般性的设计考虑因素：
z

使用HSRP或GLBP支持缺省网关冗余（使用一秒内的定时器）。
缺省网关冗余是层次化网络设计中的重要收敛组件。您可以可靠地调试HSRP/GLBP定时器，
以便在层次化模式中位于分布层的L2/L3边缘发生链路/节点故障时实现900毫秒的收敛。

z

端到端地部署QoS；保护善意流量，抵触恶意流量。
QoS不再仅仅适用于话音和视频。即便在高速园区环境中，互联网蠕虫和拒绝服务(DoS) 攻击
也能导致链路泛滥。您可使用QoS策略来保护关键任务应用，同时降低可疑流量的服务级别。

z

避免使用菊形链可堆栈的交换机；堆栈方法是可以采用的，但StackWise和机箱解决方案效果更
佳。
菊形链固定配置会增加复杂性。如果不慎重考虑，还可能出现不连续的VLAN/子网、路由黑洞
及主/主HSRP/GLPB等情况。在Cisco Catalyst 3750系列产品或模块化机箱中使用StackWise技术
可避免发生这些复杂情况。

z

避免不对称路由和单播泛滥；切勿让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
当使用非最佳拓扑时，ARP与CAM表老化定时器之间的区别将导致长期存在但却常被误解的情
况发生。如果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所有的接入层交换机和端点都将被返回路径流量
所淹没。您可以通过不让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来轻松避免此类问题。如果无法避免，
则应调试ARP老化定时器，使它小于CAM老化定时器。

z

保持简单的冗余。
在层次化设计中使用三条冗余链路或三个冗余节点来防止双重故障，不能提高可用性，反而会
因为降低了可维护性和确定性而降低可用性。

z

只在迫不得已时允许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
我们对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讨论贯穿全文。从收敛的角度看，这种设计并不理想。
如果遵循这种设计原则，您将获得可确定的收敛。当然，其他可选择的设计方法也会带来有许
多机会以提高可用性并优化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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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通过HSRP或GLBP的L2/L3分发是经过反复试验的成熟设计方法。
遵循经过反复试验的成熟拓扑来设计网络，即将L2/L3边缘限定在分布层，将是最确定的网络
设计，可在一秒内 (900毫秒)实现收敛。如果经过适当的配置和调试，这种设计方法将成为最
佳实践。

z

将L3限定在接入层是引人关注的新兴设计方法。
路由协议和园区硬件的发展，使在接入层交换机中部署路由协议以及在访问和分布层交换机之
间使用L3点到点路由链路成为可能。这种设计可实现多方面的改进，最显著的当属60–200毫秒
的可靠收敛。

层次化网络设计模式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z

层次化网络设计概述，第7页

z

核心层，第8页

z

分布层，第9页

z

接入层，第10页

层次化网络设计概述
您可以采用层次化模式，通过允许网络满足日益发展的业务需求的可扩展“组件”来设计模块化拓
扑。模块化设计允许您通过推行确定性的流量模式来轻松扩展、了解并排除网络故障。

1999年，思科推出使用分层方法来设计网络的层次化设计模式（见图1），组件为接入层、分布层
及核心（骨干）层。这种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层次结构和模块性。

图1
层次化园区网设计

接入层

分布层

核心层

分布层

接入层
数据中心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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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次化设计中，特定设备的容量、特性和功能均针对其网络位置和作用进行了优化，以提高可扩
展性及稳定性。当流量通过层次化结构中的收敛点，沿着接入层-分布层-核心层传输时，流量数量
及其相关的带宽要求都随之增加。层次化设计每一层的功能都很分明，无需全部网络节点互联的全
网状网络。

模块化网络的组件易于复制、重新设计并扩展，无需每次添加或拆除模块时都重新设计整个网络。
您可以运行或中断任何组件的运行，而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部分。这种功能可促进排障、故障隔离
和网络管理。

核心层
在典型的层次化模式中，组件间通过核心层互联，核心用作网络骨干，如图2所示。鉴于各组件都
依赖核心进行连接，因此，核心必须速度很快且永续性极高。现在的硬件加速系统具备以线速提供
复杂业务的潜能。然而，您应在网络核心采用“越简单越好”的方法。最低的核心配置可降低配置
复杂性，从而减少出现运行错误的几率。

图2
核心层

核心层

分布层

接入层

虽然通过全网状或高度网状拓扑也可实现冗余，但此类设计在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不提供一致的
收敛。同时，全网状设计也存在对等和邻接问题，使路由难以配置和扩展。此外，随着网络的增长
或变化，大量的端口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和复杂性。以下是需要谨记的其他主要设计问题：

z

将核心层设计为只使用硬件加速业务的高速第3层 (L3) 交换环境。第3层核心设计优于第2层和
其他设计，因为它：

z

−

在发生链路或节点故障时提供更快的收敛速度。

−

通过减少路由邻接关系和网状拓扑提高了可扩展性。

−

提高了带宽利用率。

尽量在核心中使用冗余的点到点L3互联（三角形，不是正方形），因为这种设计可产生最快速、
最确定的收敛结果。

z

避免L2环路和L2冗余的复杂性，如生成树协议(STP) 和L3组件对等体之间的间接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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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层
分布层汇聚来自接入层的节点，保护核心不受高密度对等关系的影响（见图3）。此外，分布层还
创建故障边界，在接入层发生故障时提供逻辑隔离点。分布层通常以L3交换机对的形式部署，针对
网络核心连接使用L3交换，对接入层连接使用L2服务。负载平衡、服务质量(QoS)和易于设置等都
是分布层的主要考虑因素。

图3
分布层
分布层

接入层

分布层的高可用性通过两条等成本路径来提供，包括从分布层到核心以及从接入层到分布层的链路
（见图4），可在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提供确定性的快速收敛。当冗余路径存在时，故障切换主
要依赖硬件链路故障检测，而不是基于定时器的软件故障检测。基于这些功能（在硬件中实施）的
收敛是最具确定性的。

图4
分布层—高可用性

接入层

分布层

核心层

分布层

接入层

数据中心

互联网

L3等成本负载分担允许同时利用从核心到分布层的两条上行链路。分布层使用网关负载平衡协议
（GIBP）、热备份路由器协议（HSRP）或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VRRP）提供缺省的网关冗余。
当一个分布层节点发生故障或被拆除时，不会影响端点与缺省网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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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接入层到分布层的上行链路间实现负载平衡，但使用GLBP是最简单的方法。
GLBP提供了类似HSRP的冗余和故障防护，还允许向接入层设备轮流分配分布层设备作为缺省网
关，以便端点向两个之中的一个分布层节点发送流量。

关于缺省网关冗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35页的‘将HSRP、VRRP或GLBP用于缺省网关冗余’章
节。

接入层
接入层是边缘设备、终端站和IP电话接入网络的第一层（见图5）。接入层中的交换机连接两个单
独的分布层交换机以实现冗余。如果它与分布层交换机之间是L3连接，则不会出现环路，所有上行
链路都将有效转发流量。

图5

到核心层

接入层

分布层

接入层

健壮的接入层提供以下主要特性：
z

许多软硬件属性支持的高可用性 (HA)。

z

IP电话和无线访问点的馈线供电(POE)允许客户将话音融合到数据网络中，并为用户提供漫游
WLAN访问。

z

基础服务。

支持高可用性的接入层的软硬件属性包括：
z

使用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和冗余电源获得的系统级冗余，为关键用户群提供高可用性。

z

使用到冗余系统（使用GLBP、HSRP或VRRP的分布层交换机）的双倍连接获得的缺省网关冗
余，支持在分布层的主备交换机间快速实现故障切换。

z

链路汇聚（以太网通道或802.3ad）等操作系统高可用特性，提供更高的带宽利用率，同时降低
复杂性。

z

使用QoS为关键任务网络流量分发优先级，从而尽量靠近网络入口对流量进行分类和排队。

z

安全服务，通过配置802.1x,、端口安全性、DHCP侦听、动态ARP检查及IP源保护等工具来增
加安全性，从而更有效地防止非法网络访问。

z

使用互联网组员协议（IGMP）侦听等软件特性进行有效的网络和带宽管理。IGMP可为组播应
用控制组播分组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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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内置冗余
设计园区网时，网络工程师需要规划如何最充分地利用高冗余设备，并需要慎重考虑何时何地进行
冗余投资，以创建永续性的高可用性网络。

如图6所示，层次化网络模式由两个有效的转发核心节点组成，当一个节点发生故障时，它可以提
供足够的带宽和容量来为整个网络服务。这种模式还需要冗余的分布层设备对来支持每个分布层模
块。与核心类似，分布层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带宽和容量，以便从带宽或交换容量的角度看，一个分
发节点发生故障不会影响网络性能。

图6
冗余网络节点

接入层

分布层

冗余节点

核心层

分布层

接入层
数据中心

互联网

园区网设备现在能够在单个节点中提供高可用性。Cisco Catalyst 6500和4500交换机可支持冗余的交
换管理引擎并提供L2状态化切换(SSO)，确保从L2角度同步备用交换管理引擎，并在主用交换管理
引擎发生故障时接管L2转发职责。

Catalyst 6500还提供L3不间断转发(NSF)功能，在主用交换管理引擎发生故障时，允许冗余交换管理
引擎接管L3转发职责，L3连接无需复位或与周围的L3对等重新建立邻接关系。

在设计高可用性网络时，向冗余拓扑中添加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可实现更高的可用性。然而，向网络
的冗余核心和分布层添加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将在交换管理引擎发生故障时延长收敛时间。

在层次化模式中，核心与分发节点通过点到点L3路由的光纤链路进行连接。这意味着面向核心或分
发节点故障的主要收敛方法将导致链路丢失。如果非冗余节点上的交换管理引擎发生故障，链路也

设计高可用性园区网络

将发生故障，网络收敛将通过备用核心或分发节点完成，这允许网络在60–200毫秒内完成对EIGRP
和OSPF的收敛。

注 如想了解详情，请参见“High Availability Campus Recovery Analysis”。

如果部署了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则在SSO 或 NSF收敛期间，一个交换管理引擎发生故障不会导致
链路丢弃。SSO完成后将出现流量丢失或故障间接检测现象。SSO的恢复时间从数十毫秒到1–3秒，
具体取决于故障设备的物理配置。SSO收敛事件完成后，L3将使用NSF进行恢复，最大限度地缩短
L3中断和收敛时间。对于相同事件，当在核心或分布层部署两个不提供冗余交换管理引擎的节点时，
分组丢失时间将为60–200毫秒，而当部署配备了双交换管理引擎的单节点时，测得SSO的恢复时间
为1.8秒。

网络接入层通常是单一故障点，如图7所示。

图7

潜在的单一
故障点

潜在的单点故障

接入层

分布层

核心层

虽然访问节点以双线路连接到分布层，但网络端点通常不以双线路连接到冗余的接入层交换机（数
据中心除外）。因此，当在接入层使用冗余交换管理引擎且将L2/L3限定在网络分布层时，SSO可
提高可用性。在这个拓扑中，SSO能够防护交换管理引擎的软硬件故障，将分组丢失和网络收敛中
断限定在1–3秒。如果没有SSO和备用交换管理引擎，访问交换机服务的设备的故障将导致整个网
络停止运行，直到替换了交换管理引擎为止；在软件故障情况下，中断将持续到重新装载软件为止。

如果将L2/L3限定在网络接入层―在这个设计中，路由协议运行在接入层中― 则NSF/SSO将提供更
高的可用性。类似于L2/L3分布层拓扑，NSF/SSO将分组丢失和网络收敛中断限制在1秒内，而不是
在为路由的访问拓扑替换故障交换管理引擎前令整个网络始终处于中断状态。

带冗余网络路径的园区拓扑的收敛速度比依赖冗余交换管理引擎进行收敛的拓扑速度快。NSF/SSO
的优势在单点故障环境中最为显著。它在园区拓扑中是接入层。如果采用L2接入层设计，则支持SSO
的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将提供最大优势。如果采用路由的接入层设计，则支持NSF/SSO的冗余交换管
理引擎将提供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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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技术
本章描述园区网和建议配置中采用的基础技术，涵盖以下主题：
z

第3层路由协议，第14页

z

第2层冗余—生成树协议版本，第22页

z

中继协议，第25页

z

通过单向链路检测防止单向通信，第31页

z

链路汇聚—以太网通道协议和802.3ad，第32页

z

链路汇聚协议，第33页

z

将HSRP、VRRP或GLBP用于缺省网关冗余，第35页

z

网关负载平衡协议，第37页

z

超额配置和QoS，第40页

第3层路由协议
本节涵盖以下主题：
z

使用三角形拓扑，第14页

z

将L3对等限制到传输链路，第15页

z

在故障情况下确保连接，第16页

z

通过调整思科快速转发来保证负载平衡，第19页

使用三角形拓扑
第3层路由协议通常部署在网络的核心间或核心到分布层之间，并可以用于接入层。然而，现在常
用的是全面路由的接入层设计。关于路由的接入层设计的深入讨论，请参见第53页的“接入层中的
路由”。层次化网络设计中使用路由协议来重新路由故障链路或节点的流量。

如果使用三角形来构建拓扑，并为所有冗余节点提供等成本路径，则可避免基于定时器的非确定性
收敛。您可根据物理链路的丢失情况来将路径标记成‘不可用’，并将所有流量重新路由至备用的
等成本路径，而不是使用Hello包或无效的定时器进行间接的邻居或路由丢失检测。图8同时显示了
三角形和正方形网络拓扑。

图8
三角形和正方形

三角形：链路/设备故障
无需路由协议收敛

正方形：链路/设备故障
需要路由协议收敛

网络拓扑

三角形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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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角形（而不是正方形）拓扑只是一个建议。您有可能通过构建不依赖等成本冗余路径的拓扑
来补充有限的物理光纤连接或降低成本。然而，您不可能在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实现同等水平的
确定性收敛，鉴于这个原因，我们说该设计未针对高可用性而优化。

将L3对等限制到传输链路
在层次化模式中，分布层的路由器可基于缺省配置，通过接入层为两台分布层路由器在支持的每个
VLAN建立对等关系（见图9），这可导致意外的或不理想的内部网关协议（IGP）行为。

图9
第 3 层对等关系
分布层

路由更新

接入层

从高可用性角度看，这个冗余L3对等没有优势，只是增加了内存负载、路由协议更新开销和复杂性。
此外，当链路发生故障时，流量将通过临近的接入层交换机进行传输，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
此，我们建议只使用面向流量传输的链路来建立路由临点或对等关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您可以
将单个接口设为无源或将所有接口都设为被动方式。

如想将单个接口设为被动方式（在此，不需要对等关系），输入以下命令：
router eigrp 1
passive-interface Vlan 99

您也可将所有接口都设为无源，然后使用no passive命令建立接口上的路由临点关系（在此，需要
对等），见下例：
router eigrp 1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 99

您可以使用任一种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发节点间对等关系的数量，只允许它们在用作传输链路
的链路上建立对等关系。使用任何技术都要求尽量减少配置线路数，或者说实现最轻松的可管理性。

在发生故障时确保连接
从连接的角度看，某些网络设计师建议使用分别连接单一核心节点的两个分发节点。这种模式可减少
核心上的对等关系和接口数量。然而，当核心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流量将被丢弃，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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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到核心的单一路径
核心层
到核心的单一路径

分布层
没有到核心的路由，流量被
丢弃

接入层

我们建议的设计方法是提供连接核心的备用路径，如图11所示。

图 11
到核心的备用路径
核心层

到核心的冗余路径

分布层

接入层

分布层A与核心层B之间的冗余路径不是所需的唯一备用链路。您还需要一条在两个分布层节点间
的链路。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个要求。图12显示了建议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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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建议的拓扑（两个分发
节点间的链路）

核心层

到核心的冗余
路径
以及
分布层节点之
间的链路
分布层

接入层

您需要分布交换机之间的备用链路来支持将路由信息从分布层汇总到核心层。如果不面向核心层汇
总路由信息，则增强内部网关协议 (EIGRP) 及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需要与大量对等体互
动，以实现故障节点的收敛，如图13所示。

图 13

汇总询问
只限核心

故障节点的收敛

网络的
其他部分

核心层

分布层
丢弃流量，直到
IGP 融合为止

接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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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配置实例中，汇总路由被发送至核心：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to Core#1
ip address 10.122.0.34 255.255.255.252
ip hello-interval eigrp 100 1
ip hold-time eigrp 100 3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1.0.0 255.255.0.0 5

当使用汇总时，如果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重新收敛时，分布层节点只要与有限数量的路由对等互动。
我们建议在分布层到核心层的L3连接的配置采用EIGRP汇总或OSPF区域边界汇总。

您需要在分布节点之间建立一条L3链路。如果分布节点间的L3链路不存在，当接入层链路发生故障
时，返回流量（从核心到接入层）将被丢弃，如图14所示。

汇总在核心层
中止询问

图 14
汇总中止了核心层的

网络的其他
部分

询问

核心层

汇总：
10.1.0.0/16

分布层

丢弃流量，直到 IGP
融合为止

接入层

由于分布节点向核心层发送汇总信息，因此，单个分布节点不通告单个VLAN或子网连接的丢失。
这意味着核心不知道自己无法向已发生链路故障的分布节点发送流量。在分发交换机之间添加一条
L3链路，将允许已丢失指定VLAN或子网连接的分布节点通过分布-分布链路重新路由流量。为分布
-分布链路选择的地址空间必须属于汇总地址空间才有效。

通过调整思科快速转发来保证负载平衡
建议的网络拓扑中提供了许多冗余路径。从接入层的角度看，一个组件至少通过三组冗余链路连接
另一个组件，如数据中心。您需要调整对思科快速转发（CEF）等成本路径的选择，以防出现冗余
链路利用不足的CEF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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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是确定性算法，如图15所示，当使用相同信息作为输入时，将始终得到相同结果。

图 15
源 IP

CEF 负载平衡

目的地 IP

源端口

目的地端口

硬件查找

散列
基于散列算法选择
具体的邻接点

Mac 重写

源 IP

目的地 IP

源端口

目的地端口

CEF通过多步流程做出最终的转发决策：

1. CEF使用硬件查找发现与目的地地址匹配的最长路径。

2. 每个特定的索引都与下一跳邻接表表相关。
− 缺省设置为：根据使用分组源和目的地IP地址的硬件散列函数算法选择一个可能的邻接点。
− 作为可配置的备选方案，您也可以使用L4端口信息及分组的源和目的地IP地址，根据硬件散
列函数算法选择一个可能的邻接点。

3. 获得全新的MAC地址，转发分组。

如果更改了到散列函数的输入，输出也将发生变化。用于源和目的地的缺省输入值是L3。如果将这
个缺省值改为L3和L4，输出的散列值也将发生变化。

当分组在提供多条冗余路径并且每条路径都使用相同输入值的网络中传输时，将针对每条冗余路径
做出“向右”或“向左”决策。因此导致某些冗余链路利用不足，即所谓的CEF极化（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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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被忽略的冗余路径

CEF 极化
分布层缺省
L3 散列
右

左

核心层缺省
L3 散列
左

右

分布层缺省
L3 散列

为了避免出现CEF极化现象，您应在各网络层更改到CEF算法中的输入。在分布层，更改缺省的CEF
负载平衡行为，将L3和L4信息用作到CEF散列算法的输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在分发节点上使用
mls ip cef load-sharing full命令。

在核心层，保持只使用L3信息的缺省设置。这样做可消除始终向左或始终向右的偏见决策，帮助在
网络中的所有等成本冗余链路间均衡负载（见图17）。

图 17

使用的全部路径

防止 CEF 极化
分布层
L3/L4 散列
左
左
核心层缺省
L3 散列

分布层
L3/L4 散列

右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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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层冗余—生成树协议版本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z

生成树协议版本，第22页

z

最优收敛的最佳实践，第23页

生成树协议版本
高可用性网络需要冗余路径在节点或链路发生故障时确保连接。包含冗余L2环路的环境中使用多个
版本的生成树协议(STP)。STP允许网络坚决阻止接口，并在有冗余链路的网络中提供无环路拓扑（见
图18）。

图 18
STP 运行

中止

STP版本发展史：
z

DEC STP pre-IEEE

z

802.1D—传统STP

z

802.1w— 快速STP (RSTP)

z

802.1s—多STP (MST)

z

802.1t—802.1d维护

思科的生成树工具包含了以下对802.1（d，s，w）的增强特性：
z

PortFast— 允许访问端口绕过听学阶段

z

UplinkFast— 在链路故障后提供3-5秒的收敛

z

BackboneFast— 通过面向间接故障检测的MaxAge缩短收敛时间

z

Loop Guard— 防止选择其他或根端口，除非存在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BPDUs)

z

Root Guard— 防止外部交换机成为根交换机

z

BPDU Guard— 在接收到BPDU时关闭基于PortFast的端口

z

BPDU Filter— 防止在基于PortFast的端口上收发BPDU

思科已将其中的大部分特性合并到了以下STP版本中：
z

Per-VLAN Spanning Tree Plus (PVST+)— 为在网络中配置的每个VLAN提供单独的802.1D生成
树实例，包括PortFast、UplinkFast、BackboneFast、BPDU Guard、BPDU Filter、Root Guard和
Loop Guard等。

z

Rapid PVST+— 提供每VLAN的RSTP (802.1w)实例，包括PortFast、BPDU Guard、BPDU Filter、
Root Guard及Loop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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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MST— 最多提供16个 RSTP (802.1w)实例，将物理和逻辑拓扑相同的多个VLANS合并到一个
通用RSTP实例中。包括PortFast、BPDU Guard、BPDU Filter、Root Guard和Loop Guard等。

最优收敛的最佳实践
只有在无法避免时才使用L2环路拓扑。一般情况下，在收敛、可靠性及可管理性方面表现最好的网
络应该不带L2环路，并且不需要STP来解决正常情况下的收敛问题。然而，您应打开STP，对访问
或面向用户的接口上出现的意外环路进行防护。

在层次化参考设计中，接入与分布节点间部署了L2链路。然而，不存在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
VLAN。此外，分布-分布链路是L3路由的链路，因此，这个拓扑是不存在L2环路的拓扑，从L2角
度看，接入层提供的两条上行链路都转发分组，并在链路或节点故障时立刻可供使用（见图19）。

图 19
HSRP 主用

第 2 层无环路拓扑

第3层

VLAN 20,140

HSRP 主用
VLAN 40,120

分布层
第 2 层链路
第 2 层链路
HSPRP 模式

接入层

VLAN 20 数据
VLAN 120 话音

VLAN 40 数据
VLAN 140 话音

在数据中心，服务器通常是双连接的，并且从主机角度看需要L2连接，以支持双连接。这时常出现
L2环路（见图20）。

图 20 数据中心第 2 层
HSRP 主用
STP 根 Root
VLAN 20,30

环路拓扑

第2层
中继

HSRP 备用
STP 备用根
VLAN 20,30

分布层
第 2 层链路

第 2 层链路
STP 模式

接入层
VLAN 20 数据 1

VLAN 20 数据 1

VLAN 30 数据 2

VLAN 30 数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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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L2环路拓扑是配置和管理密集型拓扑。您必须确定STP根和缺省网关（HSRP或VRRP）的匹配
性。

注意 如果没有其他的STP配置，GLBP负载平衡行为将导致流量在分发-分发链路间传输到缺省网关
时占用两条中继L2路径。关于这个主题的详情，请参见第37页的“网关负载平衡协议”。

许多情况下都需要STP/RSTP收敛，收敛有时持续90秒钟，具体时间取决于STP版本。

如果您使用需要生成树收敛的拓扑，则Rapid PVST+是最佳版本。Rapid PVST+ 提供802.1w快速收
敛，同时避免了802.1s的复杂性。从配置角度看，它类似于思科客户已部署多年的PVST+。然而，
从收敛角度看，它却有了大幅度改进，如图21所示。

图 21

到接入层

PVST+和 Rapid PVST +

到服务器群

融合时间（秒）

性能

消除了
30 秒的延迟/丢失

PVST＋

Rapid PVST+

Rapid PVST+大幅度提高了间接故障检测（L2分发-分发链路）或上行链路故障恢复能力。

您还需要STP来防止用户端或面向端点的接入层端口上无意中生成的环路。错误配置的主机极易生
成此类环路。例如，根据缺省设置，Windows XP Home Networking Wizard会将机器上所有接口都桥
接在一起。

这将导致在无线LAN接口与以太网接口间或者两个以太网接口间出现桥接。即使L3是运行在网络上
行链路上的唯一协议，也可能生成环路。鉴于此，您必须打开STP或RSTP，以确保无环路拓扑，即
便是在故障保护模式中也不例外。

您应打开以下的附加STP特性，以防范软故障和恶意设备：
z

Root Guard

z

BPDU Guard

z

Loop Guard

打开接入层端口上的Root Guard或BPDU Guard特性。Root Guard阻止生成BPDU的桥接设备的接入，
此类设备将引发生成树收敛事件。此外，它还防止端口传输BPDU，进而防止根端口或路径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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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如果检测出将导致STP或RSTP收敛的非正常BPDU，这个端口上的所有流量都将被忽略，直
到这个非正常BPDU中止。

使用BPDU Guard可防止使用非法桥接设备。 如果检测出运行桥接软件的交换机或PC，BPDU Guard
将关闭这个端口，防止非法设备参与网络活动。

BPDU Guard需要操作人员干预或设置错误恢复机制以重新打开因错误而关闭的端口。您可以使用
BPDU Guard来阻止将交换机等任何桥接设备添加到网络中。此外，您也可使用Root Guard来防止添
加非法桥接设备引发的意外生成树收敛事件。只有在能够干涉并重新打开因错误而关闭的端口时，
您才能使用BPDU Guard。

使用Loop Guard可防止软故障影响网络，软故障指物理连接和分组转发正常，但STP（BPDU生成、
转发及评估等）发生故障。

中继协议
本节涵盖以下主题：
z

在单一以太网链路（中继）上部署多个VLAN，第26页

z

虚拟中继协议，第27页

z

动态中继协议，第28页

z

防止双802.1Q封装的VLAN中继，第29页

在单一以太网链路（中继）上部署多个VLAN
VLAN为高可用性网络提供了所需的广播隔离、策略实施和故障隔离等优势。

中继协议允许网络节点互联（上行链路），以通过单一链路承载多个VLAN，如图22所示。

图 22
单一互联上的多个
VLAN

话音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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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使用的中继分两类：
z

802.1Q

z

交换机间链路 (ISL)

802.1Q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标准。思科在标准制订前便开发出了ISL中继。总的来
说，选择使用哪类中继不存在技术原因。ISL由于进行双倍的CRC检查，因此消耗少量的带宽。现
在的最佳实践是为了简单高效起见而使用802.1Q中继。实施802.1Q的思科扩展可避免与802.1Q未标
记的Native VLAN相关的安全问题。

当在单一交换机间互联或中继上部署多个VLAN时，以下为最佳实践：
z

在接入层与分布层之间的互联上部署VLAN。

z

在透明模式中使用VLAN中继协议(VTP) 可减少潜在的运行错误。

z

将中继模式固定设置为on，将封装协商固定设置成off可实现最佳收敛。

z

将Native VLAN设置为未使用的ID，或使用Tagged Native VLAN选项来避免VLAN跳变的安全
问题 。

z

手动清除所有不必要的VLAN。

z

通过以下命令关闭主机端口上的中继/VLAN标记：
−

CatOS—set port host

−

Cisco IOS软件—switchport host

注意 set port host宏除了关闭中继外，还能关闭以太网通道并打开STP PortFast。

虚拟中继协议
虚拟中继协议(VTP)允许网络管理员集中管理VLAN数据库。VTP是VLAN中继的关键组件（见图
23）。

图 23
虚拟中继协议的运行

设置
VLAN 50

传输

服务器

透明
我刚刚
获悉
VLAN 50！

中继

客户机

丢弃
VTP 更新

中继

关闭

更新信息

中继

客户机

我刚刚
获悉
VLA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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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P只运行在中继上，提供以下四种模式：
z

服务器— 更新客户机和服务器交换机上的VLAN信息。VTP服务器交换机向VTP客户机交换机
传播VTP数据库。

z

客户机—接收更新信息，但不能更改信息。

z

透明— 允许更新信息通过。

z

关闭—忽略VTP更新。

在建议的拓扑中，任何两个接入层交换机中都不应存在相同的VLAN。添加或清除VLAN不应是经
常性的网络管理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VLAN都是在交换机设置期间一次性定义的，极少甚至根
本不修改接入层交换机中的VLAN数据库。在网络中动态传播VLAN信息的优势，抵不上操作错误
引发的意外行为的危害。因此，我们建议将VTP透明模式用作配置方案。

802.1x及其VLAN分发以及针对思科网络准入控制的隔离VLAN等新技术必须与透明模式一起使
用。这些技术需要独特的VLAN数据库，但它们在每个接入层交换机中的名称应是通用的。

如果您需要集中管理的共同的VLAN数据库，请考虑使用VTP V3。VPTv3包含许多安全性及可靠性
增强。

动态中继协议
动态中继协议 (DTP) 运行在交换机互联上，允许它们构成中继接口（见图24）。

图 24
On/On

DTP 设置

中继

Auto/Desirable
中继

Off/Off
无中继

Off/On, Auto, Desirable
无中继

以下是图24显示的DTP设置：
z

以中继相连的交换机之间自动形成互联：
− On— 始终构成中继
− Desirable— 在其他交换机允许时构成中继
− Auto— 在其他交换机建议时构成中继
− Off— 永不构成中继

z

802.1Q 或 ISL封装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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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L— 试图使用ISL中继封装
− 802.1Q— 试图使用802.1Q封装
− Negotiate— 与对等协商ISL或802.1Q封装
− No negotiate— 始终使用固定设置的封装

常用的方法是将互联的一端（通常是接入层端）设置成auto，另一端（通常是分布层端）设置成
desirable。这种设置允许自动形成中继，DTP运行在互联链路上，以便在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配置
等罕见情况发生时提供保护。您也可以将中继两端都配置成desirable。这将能够通过show命令明确
显示中继连接情况，从而提供运行操作的优势。然而，如果打开DTP、802.1Q或ISL negotiation，在
节点或接口恢复期间，协商中继设置将需要大量的时间。而当此类协商发生的时候，链路从L2角度
看状态是UP的，因此流量将被丢弃。

如图25所示，将中继接口静态设置成中继模式，永不与中继类型(ISL或802.1Q)进行动态协商，可消
除2秒的分组丢失。

图 25

融合时间（秒）

中继接口性能

消除了 2 秒的
延迟/丢失

Desirable

Non-negotiate

中继

中继

然而，您应切记，如果不按适当的顺序执行流程，并且不存在到正在进行带内修改的最远端交换机
的带外连接的话，这种设置将导致连接丢失。因此，请在应用这种配置时确定能够保持连接。

以下是该配置的执行实例：

对于CatOS：
set trunk <port> nonegotiate dot1q <vlan>

对于Cisco IOS软件：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nonegotiate

这个配置可通过将中继接口设置成always trunk以及防止ISL或802.1Q中继格式协商来优化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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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双802.1Q封装的VLAN跳变
有一种不常有可能的是攻击者可创建双802.1Q封装的分组。如果攻击者熟知802.1Q native VLAN，
他将有可能在分组处理时操纵它们，利用数据包在被交换到不做标记的native VLAN时第一个或最
后一个标记将被删除。当分组到达目标交换机时，内部或第二个标记将被处理，潜在的恶意分组将
被交换至目标VLAN（见图26）。

图 26
双 802.1Q 封装的分组
帧

帧

交换机 1
访问端口 VLAN，
蓝色

帧

中继

交换机 2

本机 VLAN，
蓝色

访问端口
VLAN，红色

乍一看，这将导致非常重大的风险。然而在这种攻击情况下，流量为单向传输，系统不能切换返回
的流量。此外，除非攻击者了解Native VLAN ID，否则，这种攻击根本不会发生。

为了尽量降低此类攻击的风险，您可将Native VLAN设置成网络中任何真实流量都不使用的模糊ID。
此外，您还应关闭连接主机的任何端口上的802.1Q中继（见图27）。

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则双标记的分组不可能进入网络，即使能够进入，它也不能拥有适当的标记
被交换到未标记的Native VLAN或目标VLAN。

图 27
减少双标记的分组攻击
帧

帧

交换机 1
访问端口
VLAN，蓝色

中继
交换机 2
Native VLAN，
绿色

访问端口
VLAN，红色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将802.1Q Native VLAN的设置更改成其他值（指缺省值1以外的值）。这
将使更改分组标记非常困难，有助于防止VLAN中继攻击。

对于CatOS：
set vlan 207 1/1
clear trunk 1/1 1-6,8-49,52-106,108-206,208-554,556-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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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trunk 1/1 nonegotiate dot1q 7,50-51,107,207,555

对于Cisco IOS软件：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207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7,50-51,107,207,555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更改面向用户的端口配置，以便不支持带标记的流量。

对于CatOS：
set port host

对于Cisco IOS软件：
switchport host

我们建议通过host宏配置访问端口。使用CatOS set port host或Cisco IOS软件switchport host命令来
关闭中继和以太网通道，并打开STP PortFast。

此外，思科交换机的运行软件现已能够标记所有的本机VLAN流量，消除了双802.1Q标记的分组中
继VLAN的任何可能性。

以下配置实例执行标记所有本机VLAN流量的任务：

对于CatOS：
set dot1q-all-tagged enable

对于Cisco IOS软件：
switchport native vlan tag

通过单向链路检测防止单向通信
由于单向通信可在光纤环境中发生，因此，错误匹配的传输/接收对可导致即使未建立双向通信情
况下链路的up/up状态。当出现这种物理布线错误时，错误匹配的传输/接收对将导致出现面向STP
或RSTP协议的环路（见图28）。

图 28
错误匹配的传输/
接收对

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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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配置错误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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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链路检测(UDLD) 可防止此类物理配置错误的发生。UDLD监视Hello消息，以确保接收目的地
设备发送的回复消息，如图29所示。

图 29
单向链路检测
正在回复我的
Hello 吗？

如果未接收到包含发送设备端口和节点信息的Hello包，代表配置错误并且端口因错误而关闭。

在所有光纤互联的环境中打开UDLD激进模式。过去常使用缺省的缓慢模式，这是因为UDLD 激进
模式将会对早期设备的CPU资源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部署了先进硬件的园区拓扑中不再存在此类
问题。您应在全局模式中打开UDLD，这样就无需在所有的光纤接口上逐一打开它们。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为CatOS和Cisco IOS软件打开UDLD。

对于CatOS：
set udld enable
set udld aggressive-mode en <mod/port>

对于Cisco IOS软件（在全局配置模式中）：
udld aggressive

链路汇聚—以太网通道协议和802.3ad
在单一逻辑实体中将多个冗余链路构成逻辑组称为链路汇聚。链路汇聚分两种：思科预标准的以太
网通道实施，该实施将端口汇聚协议 (PAgP)用作控制机制； IEEE 802.3ad标准实施，它使用链路
汇聚控制协议 (LACP) 作为控制机制。这两种协议可互操作，但需要某些手动配置工作。在下文中，
我们以 ‘以太网通道’这一术语同时描述这两类汇聚。

以太网通道汇聚冗余链路带宽，并防止出现单点故障。如果没有这个逻辑组，STP/RTSP将把冗余
接口置于阻碍状态，以保持无环路拓扑（见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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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以太网通道

以太网
通道

您可以在交换机间创建最多包含8条并行链路的通道。您也可以在不同物理线路卡的接口上创建这
些通道， 这时，单一线路卡故障不会导致连接的完全丢失，因此可提高可用性。在可堆叠的3750
系列交换机中，您可以创建跨堆叠的通道，以太网通道的成员可以在堆叠中的不同交换机上，提供
极高的可用性。

以太网通道通常部署在需要提高可用性并扩展带宽的分布-核心以及核心-核心互联之间。如果采用
多个单独的点到点L3接口，则大大增加了L3邻居关系的数量，无形中提高了内存和配置要求。

思科交换机允许您调节用于分组传输时选择以太网通道中特定链路所使用的散列函数算法。您可以
使用缺省的源/目的地IP信息，也可通过增加L4 TCP/IP端口信息（作为到算法的输入）而实现更进
一级的负载平衡。

现在的最佳方法是将尽可能多的信息用作到以太网通道算法的输入，以便最充分或最一致地利用各
以太网通道。

在测试环境中——采用每VLAN一个子网的典型IP寻址方案，每台接入路由器上两个VLAN，使用
RFC1918专用地址空间——缺省L3算法只能实现1/3到2/3的利用率。如果将L4信息也包含在算法中，
则相同的拓扑和流量模式可实现近100%的利用率（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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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以太网通道测试结果

L3 散列链路 0
负载-68%
链路 1
负载-32%
L4 散列链路 0
负载-52%
链路 1 负载-48%

链路 0 负载

链路 1 负载

L3 散列

链路 0 负载
链路 1 负载
L4 散列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使用CatOS更改Cisco Catalyst 6000交换机上的以太网通道输入算法。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port

链路汇聚协议
PAgP 或LACP可在互联的交换机之间自动建立以太网通道隧道（见图32）。

On/On
通道

图 32
端口汇聚协议的运行

On/Off
无通道

Auto/Desirable
通道

Off/On, Auto, Desirable
无通道

PAgP为自动建立捆绑的冗余交换机间互联提供了四种模式：
z

On— 始终是以太网通道隧道成员

z

Desirable— 请求另一端成为成员

z

Auto— 应另一端的请求成为成员

z

Off— 不成为成员

与中继/DTP一样，面向以太网通道/PAgP的传统方法是将互联的一端（通常是访问交换机）设置成
auto，将另一端（通常是分发交换机）设置成desirable。在这种配置中，配置完成时便建立了中继，
并始终提供到远程交换机的连接，即使没有完全建立通道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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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案虽然支持最安全的部署，但当链路或节点故障恢复时或通道协商时存在性能开销。因此，
为了实现最佳性能，请关闭PAgP并将通道成员设置为on/on。

如果将接入层的CatOS与分布层的Cisco IOS软件相混合，在通道协商期间，某些特定情况将导致长
时间的分组丢失。CatOS中PAgP的缺省状态为desirable，意味着CatOS交换机试图与以太网通道协
商。Cisco IOS软件的缺省状态为off。除非您明确创建了端口通道接口并将物理接口作为以太网通
道的成员，否则，PAgP不打开，也不会出现以太网通道协商。

在CatOS设备与Cisco IOS软件设备之间的链路上，如果无需以太网通道隧道，您应关闭PAgP协商。
如果未关闭以太网通道协商，则CatOS与Cisco IOS软件缺省状态间的不匹配，将在链路协商期间导
致长达7秒的分组丢失，如图33所示。

图 33

融合时间（秒）

PAgP 性能测试结果

消除了 7 秒的
延迟/丢失

PAgP 不匹配

PAgP 关闭

使用以下命令来关闭PAgP协商：
对于CatOS：
set port channel <mod/port> off

此外，您应关闭面向最终用户的接口上的端口汇聚功能。使用关闭中继和以太网通道并打开STP
PortFast的set port host宏有助于高效完成这项任务：

对于CatOS：
set port host

对于Cisco IOS软件：
switchport host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用于实现最佳收敛的以太网通道配置：
对于Cisco IOS软件（全局配置模式）：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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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Cisco IOS软件（接口配置模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description to 6k-Core-left CH#1
no ip address
mls qos trust dscp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
description to 6k-Core-left CH#1
no ip address
mls qos trust dscp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to cr2-6500-1 CHANNEL #1
ip address 10.122.0.34 255.255.255.252
mls qos trust dscp

用HSRP、VRRP或GLBP实现缺省网关冗余
缺省网关冗余（又称第一跳冗余）允许高可用性网络从作为物理段上终端站的缺省网关的设备故障
中恢复过来（见图34）。

图 34
第一跳缺省网关冗余

随时
待命
主用

网关 1

备用

网关 1

网关 1

在建议的层次化模式中，分发交换机是L2/L3边界，还用作它们支持的整个L2域的缺省网关。由于
这个环境的规模可能很大，如果作为缺省网关的设备发生故障，将导致严重的运行中断，因此，您
需要某种形式的冗余。

思科开发出了热备份路由器协议（HSRP）来满足这个要求，IETF随后批准了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VRRP)，将它作为提供缺省网关冗余的标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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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增强的HSRP和VRRP都提供强韧的缺省网关备份方法，如果适当调试，可在一秒内切换到冗余
的分发交换机。我们建议使用HSRP，因为它是思科自己的标准，允许在VRRP之前为HSRP快速开
发

新特性和新功能。当需要与非思科设备互操作时，VRRP是合理选择。然而，当与非思科设备互操
作性时，您只能使用标准的公共特性，不能利用VRRP的思科增强特性。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在园区环境中调节HSRP，以实现一秒内的收敛。
interface Vlan5
description Data VLAN for 6k-Access
ip address 10.1.5.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5.10.20
standby 1 ip 10.1.5.1
standby 1 timers msec 200 msec 750
standby 1 priority 15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preempt delay minimum 180

调节HSRP时，抢占行为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故障或维护事件发生后，当主用HSRP设备恢
复在线时，将再次承担其主用设备的职责。

争用是理想方式，因为STP/RSTP根和主要用于指定子网或LVAN的HSRP是同一设备。如果HSRP
和STP/RSTP不同步，则分发交换机之间的互联将变成传输链路。流量通过多跳L2路径传输至缺省
网关。

HSRP争用需要了解交换机的引导时间以及与其余网络部分的连接。在主交换机建立到核心的L3连
接前，有可能形成HSRP邻居关系并出现抢占现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流量会被丢弃，直到建立
了完全连接为止。

我们建议的最佳方法是测量系统引导时间并将HSRP的争用延迟语句设置成比这个值高50%。这可
以确保允许出现HSRP抢占前，HSRP主分发节点已经建立了到网络各部分的完全连接（见图35）。

图 35

测试工具超时-30 秒
融合时间（秒）

抢占延迟测试结果

消除了 30 秒
以上的延迟/
丢失

无争用延迟

调节后的争用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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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使用Cisco IOS软件的最佳方法：
interface Vlan5
description Data VLAN for 6k-Access
ip address 10.1.5.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5.10.20
standby 1 ip 10.1.5.1
standby 1 timers msec 200 msec 750
standby 1 priority 15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preempt delay minimum 180

网关负载平衡协议
和HSRP和VRRP一样，网关负载平衡协议(GLBP) 可在出现故障路由器或电路情况下保护数据流
量，同时允许在一组冗余路由器中间分担分组负载。

当使用HSRP或VRRP来提供缺省网关冗余时，对等关系的备用成员处于闲置状态，等待发生故障时
接管工作，有效转发流量（见图36）。

图 36
闲置的备用容量

zzzZZ
闲置

主

网关 1

备

网关 1

网关 1

GLBP开发前，用于提高上行链路利用率的方法难以实施和管理。有一种方法是分布层对等节点间
交替使用HSRP和STP/RSTP根，偶数VLAN归属一个对等，奇数VLAN归属另一个对等。另一种方
法是在单一接口上使用多个HSRP小组，并使用DHCP交替使用缺省网关。这些技术虽然可行，但从
配置、维护和管理角度看都不是理想选择。

GLPB随后被开发出来，它的配置和功能类似于HSRP。对于HSRP来说，当端站点设备使用地址解
析协议（ARP）来获悉其缺省网关的物理MAC地址时，被给予一个虚拟MAC地址（见图37）。

设计高可用性园区网络

图 37
HSRP 的运行

APR
回复

用于 10.88.1.10 的 ARP
获得 MAC 0000.0000.0001

用于 10.88.1.10 的 ARP
获得 MAC 0000.0000.0001

在这个例子中，GLBP支持两个虚拟MAC地址，每个用于一个GLBP对等（见图38）。

图 38
GLBP 的运行

ARP
回复

用于 10.88.1.10 的 ARP 获得
MAC 0000.0000.0001

用于 10.88.1.10 的 ARP 获得
MAC 0000.0000.0001

当把端点设备通过ARP询问其缺省网关时，GLBP以循环的方式检验虚拟MAC回应给端点设备。
GLBP象HSRP一样进行故障切换和收敛。备用对等将接管故障设备的虚拟MAC，并开始代替它的
故障对等进行转发流量。

这种方法将通过最少的配置实现更加均衡的上行链路利用率。此外，上行链路或主用分发节点上的
收敛事件只影响一半主机，将收敛事件的影响平均降低了50%（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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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分发到接入层的链路故障
接入服务器群

GLBP、HSRP 和 VRRP
的测试结果
融合时间（秒）

通过 GLBP 实
现 50%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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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

最短

GLBP 在
50%以上

平均

以下配置实例显示了如何配置GLBP以实现上述成效：
interface Vlan7
description Data VLAN for 4k-Access
ip address 10.120.7.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121.0.5
glbp 1 ip 10.120.7.1
glbp 1 timers msec 250 msec 750
glbp 1 priority 150
glbp 1 preempt delay minimum 180

如图40所示，您必须注意，在STP阻塞了接入层其中一条上行链路的拓扑中使用GLBP将导致面向
上游的流量经过两跳L2路径。

图 40
STP 阻塞上行链路的
GLBP

核心层

核心层
第3层

分布层
第 2/3 层

接入层
第2层

分布节点 B
GLBP 虚拟
MAC 2

分布节点 A
GLBP 虚拟
MAC 1

F –转发
B –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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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配置和QoS
本节描述为何需要QoS，并讨论何种具体情况下QoS能带来最大益处。

注 如想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QoS SRND (http://www.cisco.com/go/srnd)，查看配置实例以及其他技
术问题的具体解释。

典型园区网的构建一般采用超额配置模式。为接入层-分布层交换机或分布层-核心层交换机的每个
上游端口甚至是核心间链路提供线速并不实用。即使带宽容量增加至1 Gbps、几个Gbps甚至是10
Gbps，也不能提供足够带宽以同时运行整个接入层交换机的全部端口。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对接入层-分布层上行链路上的访问端口应用20:1的超额配置。对分布层-核心
层链路应用4:1的超额配置，而在数据中心的比例则为1:1。

使用这些超额配置比例，上行链路会发生拥塞（见图41）。

图41
超额配置造成的拥塞
核心层

瞬间接口
拥塞

典型的 4:1
数据超额配置

分布层
典型的 20:1
数据超额配置

接入层
话音
数据

发生拥塞时，您需要QoS以保护关键任务数据应用、话音和视频等重要流量。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QoS来降低恶意流量的优先级。例如，Slammer等互联网蠕虫感染可导致网络中多条链路发生拥塞，
QoS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件的影响。

超额配置或互联网蠕虫等异常现象通常不会导致Cisco Catalyst交换机接口出现拥塞。然而，您的设
计必须能够应对意外情况，以确保话音和视频等关键任务应用不受此类环境的影响。

园区网中较为常见的拥塞为输出队列(Tx-Queue)不足，在LAN到WAN的流量传输期间，路由器必须
为传输分级- 从10/100以太网到WAN速度。这时，路由器必须为分组排队并应用QoS，以确保首先
传输重要流量（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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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WAN 速率跃变造成
排队

拥塞

128k 上行链路

路由器

如图43所示，当入分组的速度高于出分组时，将出现Tx-Queue不足情况。这时，分组将排队，等候
通过速度更慢的链路输出网络。

图 43
LAN 速率跃变造成拥塞
1Gig 链路

分发
交换机

排队

100 meg 链路

访问
交换机

在园区中，当我们通过10 Gbps、1 Gbps或10/100 Gbps向桌面系统传输流量时，分组必须排队等候
使用10或100 Mbps链路。WAN路由器与园区交换机之间的差别在于接口数量及内存容量上。在园
区中，Tx-queue的空间容量远远小于WAN路由器上的可用内存容量。由于内存容量相对较小，
Tx-queue不足相对较严重，可能导致丢弃流量。

在园区网设计中使用QoS可确保将重要流量放置在适当配置的队列中，使高优先级流量永不出现内
存耗尽问题。正常情况下，网络应为所有网络流量提供适当水平的服务，包括低优先级的尽力而为
式流量。

在拥塞期间，优先级最低的流量首先经历Tx-queue不足和丢包，因为带宽预留用于更高优先级的流
量。随着需求的增加或容量的减少，尽力而为流量也将受到影响。高可用性网络设计最基本的目标
是确保高优先级的关键任务数据应用和话音/视频永不受到网络拥塞的影响（见图44）。

设计高可用性园区网络

管理并
标记异常

图 44
QoS 缓解 Tx-Queue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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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最佳方法
本章描述了为确保园区网高可用性而建议的最佳实践方法，涵盖以下主题：
z

菊花链的危险性，第43页

z

不对称路由和单播泛滥，第45页

z

冗余设计，第47页

z

跨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VLAN，第51页

z

在分布层中部署L2 /L3边界，第51页

z

接入层的路由，第53页

菊花链的危险
如果在网络接入层使用多个固定配置的交换机，请确保链路或节点故障不会引发黑洞。在图45中，
分布层节点间存在L3连接。在这个拓扑中，从STP/RSTP角度看不存在链路被阻塞，因此，两条上
行链路都可以用于有效转发并接收流量。

图 45
分布层节点间的
L3 连接
主用 HSRP

主用 HSRP

第3层

主用 HSRP
备用 HSRP
环回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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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布层节点都将从网络其余部分返回的流量转发到接入层的与堆叠或链的所有成员相连接的
设备转发返回路径流量。如果链或堆叠中的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将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下，当备用HSRP对等丢失了与主用对等的连接后，其状态从备用变为主用活动状态，
为仍与它连接的设备向外转发流量。而原来的主用HSRP对等保持有效，仍为它所连的一半堆叠向
外转发流量。虽然这种情况不太理想，但从往外的流量的角度看，也没有坏处。

第二种情况下，将发生问题。返回路径到达分布层交换机的几率为50%（指与作为流量目的地的一
半堆叠丢失了物理连接的交换机）。流量在到达错误的分布层交换机时将被丢弃（见图46）。

图 46
丢弃的流量

核心层
第3层

50% 流 量 会 沿 已
经失去连接的下
行路径传输

核心层

第 3 层链路

分布层
第 2/3 层

分发交换机
A

分发交换机
B

接入层
第2层

无法传输至目的地的
流量被丢弃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堆叠上，以从上到下的环回电缆方式提供另一条连接，如图47所示。

图 47
环回电缆
主用 HSRP

主用 HSRP

第3层

备用 HSRP

环回电缆

如果分布层交换机间存在L2互联的话，您必须考虑STP/RSTP根和链路成本，以便将接口合理地设
置成阻塞状态。这时无需环回电缆来确保连接，因为流量可以在分布层间互联上传输，如图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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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第 2 层互联
根端口

主用 HSRP

主用 STP 根
第2层
备用 STP 根
受阻的冗余
链路
备用 HSRP
环回电缆

当使用堆叠技术来互联固定配置的交换机，并且将L2链路用于分布层交换机间的互联时，您必须使
用STP/RSTP增强功能例如跨堆叠 UplinkFast，以便在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需要STP/RSTP收敛时，
到分布层节点的上行链路能够快速过渡至转发状态。

如果使用StackWise技术，您可遵循最佳实践建议，在分布层交换机之间使用L3连接，无需使用环
回电缆或进行其他的配置。Cisco Catalyst 3750固定配置交换机家族创建的真正堆叠，使在接入层使
用堆叠远比其他模式的链或堆叠要简单（见图49）。

图 49
Cisco Catalyst 3750 堆叠
主用 HSRP
转发

第3层

转发

备用 HSRP

此外，如果使用Cisco Catalyst 4500或Catalyst 6500等模块化机箱交换机，您不必再考虑这些设计因
素。

不对称路由和单播泛洪问题
当使用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VLAN的拓扑时，通过备用HSRP、VRRP或备用/非转发GLBP对等返
回的流量可被泛洪式发送至目标VLAN中的全部端口。这将对性能造成重大影响。图50显示了多个
接入层交换机共享一个公共VLAN的冗余拓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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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不对称的路由和单播
泛洪传播

不对称的等成
本返回路径

备用 HSRP
上的 CAM 定
时器已到时

上行分组单播至
主用 HSRP

下行分组
泛洪发送

在这个拓扑中，备用HSRP路由器上的CAM表条目到时，这是因为ARP和CAM的老化定时器不一致
造成的。CAM定时器到时是因为在终端最初对其缺省网关进行ARP请求之后，再没有流量上行发送
至备用HSRP。当CAM入口到时并被清除后，备用HSRP对等必须将返回路径流量转发至公共VLAN
上的全部端口。

相应的接入层交换机也没有目标MAC的CAM条目，它们也在公共VLAN中的所有端口上广播返回
流量。此类流量泛滥将对相连的终端站产生性能影响，因为终端站将接收到大量不是以其为目的地
的流量。

如果您必须实施VLAN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拓扑，折衷的办法是建议调节ARP定时器，使它等
于或小于CAM的老化定时器。更短的ARP缓存定时器可在CAM入口定时器到时前以及MAC条目被
清除前，使备用HSRP对等去对目标IP地址发送ARP请求。随后的ARP应答，将在CAM条目到时并
被清除前，重新生成CAM表，消除了不对称路由的返回路径流量向所有端口泛洪发送的可能性。

我们在上文曾说过，只有VLAN跨越大型L2域中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拓扑中，才存在此类问题。当
VLAN不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时，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此外， L2域规模越大，对终端站性能的
影响越大，因为L2环境的规模越大，潜在被泛洪发送的流量越大。

如果在您构建的拓扑中，VLAN只是单个接入层交换机上的本地VLAN，则不可能出现此类问题，
因为流量只向备用HSRP、VRRP或非转发GLBP对等的一个接口泛洪传输（该VLAN中的唯一接口）。
流量将以泛洪方式仅从这个接口发送出去，因此最终结果和正常发送是相同的。此外，接收到泛洪
流量的接入层交换机，由于与主机直接连接，因此带有用于主机的CAM表条目，使流量只向目的
地主机传输，所以，流量泛洪不会影响到其他终端站（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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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在单一接口上泛洪的
流量

不对称的
等成本
返回路径
上行分组单
播至
主用 HSRP
在单一端口
上泛洪的
下行分组

冗余设计
层次化网络模式强调多个级别的冗余设计，以便消除后果严重的单点故障。这个模式的最低要求是：
冗余核心及分布层交换机以及冗余的上行链路。层次化网络模式还需要为主要链路提供以太网通道
互联，在这些地方单一链路或线路卡故障将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提到冗余，您需要把握适当的度，不要过多地重复资源，致使添加冗余的优势不抵增加的配置
和管理复杂性（见图52）。

图52
过多重复的资源

在图52中，向一个基本拓扑中添加一个交换机将大大加剧复杂性。这个拓扑存在以下问题：
z

应该把根交换机放在哪里？

z

哪些链路应设置成阻塞状态？

z

STP/RSTP收敛意味着什么？

z

当发生故障时，如何发现故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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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拓扑的中央只有两个交换机，则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简单明了。在三个交换机的拓扑中，
则解决方案取决于多个因素。

然而，您也不能选择另一个极端。您可能认为在需要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VLAN的拓扑中完全清
除环路是件好事。因为这毕竟消除对了STP/RSTP收敛的依赖性。

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将导致许多问题（见图53），包括：
z

流量被丢弃，直到HSRP有效。

z

流量被丢弃，直到链路过渡成转发状态；需50秒钟。

z

流量被丢弃，直到MaxAge定时器到时并且完成监听和学习状态。

图 53
核心层

拆除分布层节点间的
L2 链路
STP 根和
主用 HSRP

Hello

备用 STP 根和
备用 HSRP

丢弃流量，直到
HSRP 有效

丢弃流量，直到链路
过渡成转发状态；
需 50 秒钟

F－转发
B－阻碍

丢弃流量，直到 MaxAge
定时器到时并且完成监
听和学习状态

生成树收敛使STP/RSTP需要大量时间来响应过渡事件，导致长时间的分组丢失。

此外，如果清除了用于分布层交换机的直接通信路径，您随后将需要依赖接入层进行连接，导致发
生故障时出现异常行为，例如，下面所示的拓扑中一条链路发生故障导致收敛事件的顺序（见图54）。

图 54
上行链路故障时的

核心层
第3层

核心层

收敛事件
STP 根和
主用 HSRP

Hello

分布层
第 2/3 层

备用 STP 根
和备用 HSRP
丢弃流量，直到
HSRP 有效
HSRP 有效
（暂时）

接入层
第2层
F –转发
B –阻塞

检测到故障并且完成监
听和学习之前，MaxAge
定时器记录的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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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入节点a与根STP和主用HSRP交换机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时，流量将被丢弃，直到备用HSRP 对
等作为缺省网关接管主用对等的工作。通过HSRP定时器（如本文前面推荐的定时器），您可以最
大限度地缩短流量丢弃时间，至900毫秒。

最后，接入节点b检测到间接故障，并且清除到备用HSRP对等的链路阻碍。通过标准STP，这项任
务只需50秒便可完成。如果打开BackboneFast和PVST+功能，您可以将时间缩短至30秒，而Rapid
PVST+可将时间进一步缩短至一秒。

当检测出间接故障并且STP/RSTP完成收敛时，分布层节点将重新建立其HSRP关系，原主用HSRP
将发生抢占行为。当接入节点a的端点开始向主用HSRP对等转发流量时，将会发生另一个收敛事件。
它的副作用是：接入节点a的流量要通过接入节点b到达其缺省网关。接入节点b到备用HSRP对等的
上行链路此时成为了访问节点a流量的传输链路，访问节点b到主用HSRP对等的上行链路此时必须
同时承载b（其原本的目标）和a的流量。

上面的例子中描述了接入层向网络其余部分传输的出口流量 (图54)。这个拓扑中面向相同收敛事件
的返回路径流量见图55。

图 55
返回路径流量的收敛

核心层
第3层

核心层

事件
STP 根和
主用 HSRP

备用 STP 根和
备用 HSRP

分布层
第 2/3 层

接入层
第2层

F –转发
B –阻碍

丢弃流量，直到
链路过渡成转发
状态，需 30 秒

在图55显示的拓扑中，您可观察到以下收敛时间：
z

802.1d— 最长50秒

z

PVST+ (UplinkFast)— 最长5秒

z

Rapid PVST+

— 1秒

目的地是接入节点a上主机的返回路径流量到达接节点b后被丢弃，直到检测出间接故障，并且到备
用HSRP对等的上行链路变成主用，这大约需要50秒钟。PVST+/UplinkFast可将时间缩短至3–5秒，
Rapid PVST+可进一步将时间缩短至一秒。STP/RSTP收敛后，到备用HSRP对等的访问节点b的上行
链路将用作接入节点a 返回路径流量的传输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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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时间长短，这些故障停机都将对话音和视频等关键任务应用的性能产生严重影响。此外，同时
面向往外流量和返回路径流量的流量工程或链路容量规划是非常困难的复杂工作，您必须准备好，
至少为另外一个接入层交换机提供支持。

跨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VLAN
本节描述如何构建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VLAN并依赖STP/RSTP进行收敛的拓扑（见图56）。

图 56
主用 HSRP
STP 根
VLAN 20,30

为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
机的 VLAN 构建的最佳
拓扑

第2层
中继

备用 HSRP
STP 备用根
VLAN 20,30

分布层
第 2 层链路

第 2 层链路
STP 模式

接入层

VLAN 20 数据 1
VLAN 30 数据 2

VLAN 20 数据 1
VLAN 30 数据 2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将VLAN分布在多个接入层交换机上，并将STP视为收敛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请按以下步骤尽量优化这种不理想的模式：
z

将Rapid PVST+ 用作STP版本。如果需要生成树收敛，请使用Rapid PVST+（不使用PVST+或
简单的802.1d）。

z

在两个分布层交换机之间建立L2链路，以避免出现意外流量路径和多个收敛事件。

z

如果选择在多条上行链路上均衡VLAN负载，请确定将主用HSRP和主用STP放置在同一个分布
层交换机上。HSRP和Rapid PVST+根应共置在相同的分发交换机上，以避免使用分布层节点之
间的链路传输流量。

在分布层部署L2 /L3边界
经过长时间验证可以提供最高可用性的拓扑，无需STP/RSTP收敛。在这个拓扑中，VLAN不跨越多
个接入层交换机，分布层通过L3点到点链路进行互联。从STP的角度看，两条接入层上行链路都可
转发流量，因此，收敛的唯一决定因素就是分布层间链路上的缺省网关以及返回路径路由选择（见
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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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最佳拓扑

主用 HSRP
VLAN 20,140

主用 HSRP
VLAN 40,120

第3层

分布层
第 2 层链路

第 2 层链路
HSRP 模式

接入层

VLAN 20 数据
VLAN 120 话音

VLAN 40 数据
VLAN 140 话音

如本节“为缺省网关冗余应用HSRP、VRRP或GLBP，第35页”所述，通过调节HSRP定时器，您可
在900毫秒内实现主-备HSRP之间的缺省网关故障切换。

EIGRP可针对返回路径流量在故障发生后的700-1100毫秒内实现重新路由。详情请参见“High
Availability Campus Recovery Analysis”。这个拓扑生成一秒内的双向收敛以响应故障事件（见图58）。

图 58

从服务器群到接入层

HSRP 调试的测试结果

4 秒钟的
丢失

融合时间（秒）

4 秒钟的
丢失

0 分组
丢失

0 分组
丢失

Rapid
PVST+

实施这个拓扑时，您应了解当主用HSRP对等重新在线并与核心建立L3关系时，它必须为其支持的
L2域中的所有端点进行ARP请求。这种情况在等成本负载共享开始出现且返回路径流量开始通过节
点时发生，不受HSRP状态的影响，因为它是面向返回路径流量的。ARP处理在Cisco IOS软件和硬
件中是限速的，以防CPU遭受DoS攻击，此类攻击可通过极多的ARP请求造成CPU超载。

它的最终结果是：对于返回路径流量而言，恢复在线的目的地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为其支持
的L2域解析所有IP-MAC地址。在40节点接入层测试中，我们测试的结果为：在这个收敛事件中重
新建立的所有流量，其恢复时间最长为4秒。结果取决于分布层对支持的L2域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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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层中的路由
本节涵盖以下主题：
z

在接入层部署L2/L3边界，第53页

z

比较路由协议，第55页

z

在接入层使用EIGRP，第56页

z

在接入层使用OSPF，第57页

在接入层部署L2/L3边界
先进的路由协议和园区网硬件使我们能够在接入层交换机上部署路由协议，并在接入层与分布层交
换机之间建立L3点到点路由的链路（见图59）。

图 59
完全采用点到点链路的

第3层

路由解决方案
分布层
第 3 层等
成本链路

第 3 层等
成本链路
路由模式

接入层
10.1.20.0 VLAN 20 数据
10.1.120.0 VLAN 120 话音

10.1.20.0 VLAN 40 数据
10.1.120.0 VLAN 140 话音

如图58和图59所示，将接入层用作L2/L3边界的拓扑与将分布层用作L2/L3边界的拓扑进行比较，您
会发现从收敛角度看，路由的访问解决方案更具优势。

对于将L2/L3边界部署在接入层的模式来说，接入层-至-分布层的上行链路发生故障时重新路由所需
的收敛时间，不超过200毫秒；而对于将L2/L3边界部署在分布层的模式来说，则为900毫秒。对于
EIGPR重新路由，前者的返回路径流量的收敛时间也控制在200毫秒内，后者则为900毫秒（见图60）。

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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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IGRP和OSPF的负载都在等成本路径上平均分发，因此可提供类似于GLBP的优势。约50%
的主机不受收敛事件的影响，因为它们的流量不通过链路或故障节点传输。

使用路由模式的接入层拓扑可以解决上述我们所建议的分布层交换机为L2/L3边界的拓扑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例如，分布层节点对大型L2域的ARP处理在这种设计中不存在任何问题，如图61所示。
当把分布层重新添加到这个环境时，不会造成服务中断。而对于L2/L3分布层边界拓扑来说，我们
的40节点测试结果为：4秒钟的服务中断。以前的大型L2域和ARP处理现已分散给该分布层节点对
所支持的多个接入层交换机。

图 61

从服务器群到接入层

从服务器群到接入层

4 秒钟的
丢失

融合时间（秒）

融合时间（秒）

主用分布层节点的恢复

4 秒钟的
丢失

0 分组
丢失

长达 40 秒
的丢失

0 分组
丢失

Rapid
PVST+

Rapid
PVST+

然而，路由的接入层拓扑也不是一个万能解决方案。您还必须考虑接入层与分布层之间点到点链路
的IP地址消耗。通过使用RFC1918私有地址空间及变长子网掩码（VLSM），您可以将这个问题降
至最低。

此外，这个拓扑还需要遵守最佳方法建议，即VLAN不应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这虽然是个优势，
但却使此设计没有其他配置灵活。如果对这个设计进行修改，以支持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的
VLAN，则将无法实现它的快速收敛优势。

最后，这个拓扑尚未广泛部署，还需很长时间来接受考验，而将L2/L3边界放在分布层的设计则是
有着广泛部署的成熟经验。

如果您希望实现最佳收敛的优势，首先应确保VLAN不跨越多个接入层交换机，然后使用路由的接
入层拓扑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路由协议比较
如想在接入层交换机与分布层交换机之间运行路由协议，请选择希望运行的路由协议并决定如何配
置它们。

截止到本文出版时，测试结果显示，EIGRP比OSPF更适用于园区网环境。EIGRP能够为分层的层次
化模式轻松提供路由过滤和汇总图，而OSPF更严格的要求使其无法与现有系统轻松集成，需要更
复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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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比较EIGRP和OSPF时的其他考虑因素：
z

在园区环境中，EIGRP提供了更快速的收敛和更高的灵活性。

z

EIGRP提供了多级别的路由汇总和路由过滤，与多层园区相匹配。

z

OSPF受制于对链路状态通告（LSA）生成和开放最短路径优先（SPF）计算对收敛时间的限制

z

当汇总或过滤路由时，只需要EIGRP网络中的分布层对等为链路或节点故障计算新路由。

在一个层次化模式的网络中，OSPF的 LSA生成和SPF计算的制约将在节点或链路故障进行收敛时，
导致严重的中断。

OSPF主要存在两种特定的局限性。首先，OSPF实施目前不能调试到一秒以内的SPF定时器。当链
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OSPF对等无法采取行动，直到定时器到时为止。因此，当接入层到分布层
的上行链路发生故障或主用分发节点发生故障时，收敛时间最短也需要1.65秒（见图62）。

图 62
从服务器群到接入层

OSPF SPF 定时器影响

融合时间（秒）

收敛时间

丢弃分组，
直到 SPF
定时器到时

全部
不到 1 秒

全部
不到 1 秒

全部
不到 1 秒

至少 1.5 秒
钟的丢失

Rapid
PVST+

返回路径流量被丢弃，直到SPF定时器到时并且正常的重新路由处理工作完成为止。PVST+、Rapid
PVST+和EIGRP的收敛时间都不到一秒（EIGRP不到200毫秒），而OSPF则需要1.65秒才能完成收
敛。

此外，分布节点恢复时，用来限制LSA传播和不必要SPF计算的完全末端区域将产生负面影响。

在需要为上行流量恢复提供HSRP和抢占支持的拓扑中，HSRP进程被调节成一直等到建立了核心连
接且网络正常运行后，才允许HSRP接管工作，向核心转发上行流量。

如果在相同拓扑中使用EIGRP，缺省路由将从网络核心进行传播，因此，当建立了连接并且网络准
备好使用恢复了的分布节点从接入层转发流量时，只有缺省路由分发给接入层交换机。

如果在相同拓扑中部署OSPF，则缺省路由将在邻居关系建立后传播给所有的完全末端对等（这个
例子中是接入层交换机），无论分布节点能否向核心转发流量。在测试的拓扑中，正在恢复的分布
节点还没有建立到核心的全面连接，但正在向接入层交换机分发缺省路由。这种行为将造成大量的
流量丢弃，在测试的拓扑中长达40秒。发生这种情况的前提是：接入层交换机在与分布层连接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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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上行链路上的所有等成本路径之间均衡负载，正在恢复的分布节点无法转发到达它这里的流量
（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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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本文出版时，还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使用标准区域来替代面向接入层交换机
的完全末端区域。但这也不是最佳设计，因为它不能象完全末端区域那样提供保护机制，防止不必
要的LSA传播及随后的CPU密集型SPF计算。

在接入层使用EIGRP
如果将EIGRP用作全路由或路由接入层解决方案的路由协议，请采用以下的EIGRP调试和最佳步
骤，以实现200毫秒内的收敛：
z

从分布层到核心层进行汇总。
我们曾在上文讨论过，您应从分布层到核心层进行汇总，以防EIGRP询问在网络核心外的传播。
如果从分布层向核心层进行汇总，将把询问限制在从分布交换机的一跳上，从而优化EIGRP收敛。

z

使用分发表控制到接入层的路由传播。
如想节省内存并优化接入层性能，请在分布层交换机上配置输出分发控制列表，并将其应用到
面向接入层的所有接口上。分发表只允许向接入层节点通告缺省路由(0.0.0.0)。

z

将所有的边缘接入层交换机配置成使用EIGRP 末端模式。
通配置EIGRP末端选项，您可优化EIGRP在接入层的收敛能力，同时从路由处理角度优化其行为。
EIGRP根节点不能用作传输节点，因此，不参与EIGRP询问处理任务。当分布层节点通过EIGRP
Hello分组获悉它正在与末端节点对话时，它将不向该节点发送询问。

z

将hello和失效定时器分别设置成1和3。
将EIGRP hello 和失效定时器分别调成1和3，以防发生软故障－ 物理链路保持有效，但hello包/
路由处理被终止。

以下配置片段显示了如何配置EIGRP，以便在链路或节点故障情况下实现200毫秒内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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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节点EIGRP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
ip hello-interval eigrp 100 1
ip hold-time eigrp 100 3

router eigrp 100
eigrp stub connected

分发节点EIGRP配置：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to Core Right
ip address 10.122.0.34 255.255.255.252
ip hello-interval eigrp 100 1
ip hold-time eigrp 100 3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120.0.0 255.255.0.0 5
mls qos trust dscp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3
description To 4500-Access (L3)
ip address 10.120.0.198 255.255.255.252
ip hello-interval eigrp 100 1
ip hold-time eigrp 100 3
mls qos trust dscp
!
router eigrp 1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1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3
network 10.0.0.0
distribute-list Default out GigabitEthernet3/3
no auto-summary
!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
permit 0.0.0.0

在接入层使用OSPF
以下是在接入层使用OSPF时的建议步骤：
z

控制每个区域的路由和路由器数量。

z

将每个分布块配置成独立的完全末端OSPF区域。

z

不要将区域0扩展到边缘交换机。

z

分别将OSPFHello、失效间隔和SPF定时器调至1、3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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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层中的OSPF类似于用于WAN/分支网络的OSPF，只是您要调节它以实现最佳收敛。对于现有
硬件交换平台来说，园区环境的CPU资源不象WAN环境中那样紧缺。此外，接入层中常用的介质
类型也不容易受到半有效或从上到下反复转换（跳动）的影响，而这在WAN中却是常见现象。鉴
于这两点区别，您可将OSPF定时器（Hello、失效间隔及SPF）安全地调节至其最低允许值，分别
为1、3和1。

通过OSPF，您可通过实施L2/L3边界或区域边界路由器（ABR）来执行汇总并限制OSPF LSA传播
半径。接入层在园区环境中不用作传输区域。因此，您能安全地将每个接入层交换机配置到各自的
完全末端区域中。分布层交换机则成为ABR，其面向核心的接口位于区域0中，接入层接口位于独
特的完全末端区域中，用于每个接入层交换机。在这个配置中，每个接入层交换机的LSA彼此隔离，
因此，面向一个接入层交换机的链路故障不会传播到其所在的分布层节点对以外，使收敛事件不涉
及到其他接入层交换机。

如上所述，OSPF SPF定时器不允许OSPF收敛象EIGRP、PVST或PVST+一样进行快速收敛。在将
OSPF用作园区网中的路由协议前，您必须考虑这个局限性。此外，您还必须考虑对接入层应用完
全末端区域和标准区域的不同。如使用完全末端区域，在分布节点故障恢复时，您有可能遭遇严重
的中断。然而，对于在接入层采用非末端区域的园区拓扑来说，在整个网络上进行LSA传播和SPF
计算对网络有何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

以下配置片段显示了OSPF配置：

接入层OSPF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
ip ospf hello-interval 1
ip ospf dead-interval 3
router ospf 100
area 120 stub no-summary
timers spf 1 1

分布层OSPF配置：
mls ip cef load-sharing full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por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description to 6k-Core-left CH#1
no ip address
mls qos trust dscp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
description to 6k-Core-left CH#1
no ip address
mls qos trust d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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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to Channel to 6k-Core-left CH#1
ip address 10.122.0.34 255.255.255.252
ip ospf hello-interval 1
ip ospf dead-interval 3
mls qos trust dscp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3
description to 4k Access
ip address 10.120.0.198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ip ospf hello-interval 1
ip ospf dead-interval 3
load-interval 30
carrier-delay msec 0
mls qos trust dscp
!
router ospf 100
log-adjacency-changes
area 120 stub no-summary
area 120 range 10.120.0.0 255.255.0.0
network 10.120.0.0 0.0.255.255 area 120
network 10.122.0.0 0.0.255.255 area 0

总结
本《设计指南》中提供的设计建议是实现最佳收敛的最佳方法。虽然每个建议都有可能被实施，但
每个网络都有其独特性，成本、物理设备限制或应用要求等因素，都将限制这些建议的全面实施。

采用层次化网络模式是实现高可用性的关键。在层次化设计中，特定设备的容量、特性和功能都针
对于它们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优化，这将有助于提高可扩展性及稳定性。如果基
础不牢固，取决于网络服务的应用- 如IP电话、IP视频和无线通信等，其性能最终都将受到影响。

适当地配置并调节基础服务是实现高可用性园区网的关键所在。从设计的角度看，层次化网络现存
三种设计模式：
z

第2层有环路— 思科不建议使用这种模式，因为它将导致收敛速度缓慢；多个收敛事件；以及
实施、维护和运行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等问题。

z

第2层无环路设计— 经过时间验证的方案。

z

路由方式的接入层— 从收敛性能的角度看，这个选项很有吸引力，但目前尚未广泛部署。

您的企业可以利用本文描述的设计原则和最佳实施方法来实施网络，以获得最佳性能和灵活性，并
满足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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