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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按需拨号路由 (DDR) 备份是一种在主 WAN 链路出现故障时激活备用链路的方法。针对 DDR 备份
配置的路由器会识别出与远程站点的连接已丢失，并使用其他传输介质来启动与远程站点的 DDR
连接。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前提条件。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不限于特定的软件和硬件版本。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创建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是在真实网络上操作，请确保您在使用任何命令前已经了解其潜在影响。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配置

配置DDR备份介入二不同步骤：

配置DDR以传统DDR或拨号配置文件。在实施备份配置前验证您的DDR连接正常工作。这样
，您就可以在配置备份之前，验证所使用的拨号方法、点对点协议 (PPP) 协商以及认证是否成
功。关于示例 DDR 配置（不带 DDR 备份），请参阅使用 Dialer Profile 配置 ISDN DDR 和通
过 DDR Dialer Maps 配置 BRI 之间的拨号。

1.

当主链路发生故障时，请配置路由器首次备份DDR连接。本文档讨论如何确定要使用的备份方
法。

2.

路由器使用下列三种方法之一来监视主连接并在需要时启动备份连接：

备份接口 - 这是一个处于备用状态的接口，在检测到主接口线路协议出现故障后将被激活。●

浮动静态路由 - 此备份路由的管理距离大于主连接路由的管理距离，因此，在主接口出现故障
之前，此备份路由不在路由表中。

●

Dialer Watch - Dialer Watch 是一个备份功能，它将拨号备份与路由功能集成在一起。●

本文档讨论每种方法的功能，并提供介绍如何配置这些功能的文档参考。有关配置和故障排除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DDR 备份的配置与故障排除。

备份接口

备份接口就是平时保持空闲，但在发生特定情况之后激活的接口。备份接口可以是基本速率接口
(BRI) 等物理接口，或者是为在拨号程序池中使用而分配的备份拨号程序接口。在主线路正常运行
时，备份接口处于备用模式。一旦备份接口进入备用模式，实际上相当于已关闭，直到再将其启用
。任何与该备份接口相关联的路由都不会出现在路由表中。

当设备接收到主接口已关闭的指示时，就会激活备份接口。设备等待激活备份接口的时间长短可使
用 backup delay 进行调整。您也可以配置备份接口，使其在主连接恢复时关闭（在一段指定时间之
后）。

由于 backup interface 命令取决于路由器是否识别出某个接口已实际关闭，因此，此命令常用于备
份 ISDN BRI 连接、异步线路和租用线路。这是因为，这种连接的接口会在链路出现故障时关闭
，因此，备份接口就可快速识别出这样的故障。备份接口方法也可以用于点对点帧中继子接口。不
过，使用帧中继时，主接口或多点接口可保留在 up/up 状态，即使永久虚拟连接 (PVC) 断开时也是
如此。这可能会导致路由器无法检测到关闭的主要帧中继连接，从而无法激活备份链路。

优点

此功能与路由协议无关。也就是说，此功能不依赖于路由协议收敛、路由稳定性等。●

此功能可基于负载（按需带宽）执行。根据流量负载的大小，可以向某个连接添加额外的链路
。

●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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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依赖于接口的关闭。路由器必须检测到主接口线路协议已关闭，才能激活备份链路。●

此功能依赖于相关流量来触发 DDR 备份呼叫。因此，即使备份接口离开备用模式，路由器也
不会触发备份呼叫，除非路由器接收到该备份接口的相关流量。

●

封装是一个考虑因素。例如，对于帧中继连接，当特定 PVC/DLCI 关闭时，线路协议可能无法
关闭。由于路由器无法检测到该故障，因此无法激活备份链路。

●

在主接口正常运行时，备份接口将被置于备用模式，不可使用。因此，若将接口 bri 0（对于
BRI）或接口 Serial0:23（对于 PRI）等物理接口配置为备份接口，会使这些接口不可使用。通
过将 Dialer Profile 用于备份链路，可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使用拨号程序配置文件，只有逻辑
接口(拨号程序接口)采用备用模式，而物理接口(BRI)仍然可以用于其他连接，作为其他连接池
的成员。

●

该接口会向某个路由器上的一个接口提供备份。●

示例配置

配置使用Dialer Profile的 BRI备份接口●

使用 BRI 和 Backup Interface 命令实现 DDR 备份●

通过拨号程序配置文件实现异步备份●

浮动静态路由

浮动静态路由是管理距离大于动态路由的管理距离的静态路由。可在静态路由上配置管理距离，以
使动态路由优先于静态路由。通过这种方式，只要动态路由存在，就不会使用静态路由。不过，如
果动态路由丢失，静态路由就会接替动态路由，并通过这个备用路由来发送流量。如果此备用路由
是使用 DDR 接口提供的，则该接口将用作备用机制。

顺序

浮动静态路由的执行顺序如下：

主接口获知到远程网络的主路由（使用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此获知的路由的管理距离
小于浮动静态路由，因此使用获知的路由。

1.

主接口变为无法运行，但线路协议可保持运行。路由更新的丢失最终会导致从路由表中删除获
知的主路由。注意： 当主路由是静态路由时，主接口线路协议必须关闭，才能使用浮动静态
路由。

2.

将使用浮动静态路由，因为它现在已是具有最低管理距离的路由。3.

优点

此功能与线路协议状态无关。这对于帧中继电路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在这种电路中，线路协议
在 DLCI 处于不活动状态时不可关闭。

●

此功能与封装无关。●

它可在一个路由器上备份多个接口/网络。●

缺点

此功能需要路由协议。●

此功能依赖于路由协议收敛时间。路由抖动可能会导致不必要地激活备份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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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通常只能为一个路由器提供备份。●

此功能依赖于相关流量来触发 DDR 备份呼叫。因此，即使路由器在路由表中安装了浮动静态
路由，该路由器也不会实际触发备份呼叫，除非它接收到该备份接口的相关流量。在大多数情
况下，必须将路由协议标记为不相关，以防止定期更新/hello 使该备份链路保持运行。

●

示例配置

配置帧中继的 ISDN 备份●

配置帧中继备份●

使用浮动静态路由和按需拨号路由●

注意： 上文介绍的是如何使用浮动静态路由备份帧中继连接，而实际上，相同的配置概念同样适用
于大多数其他 WAN 备份方案。

拨号监视（Dialer Watch）

Dialer Watch 是一个备份功能，它将拨号备份与路由功能集成在一起。Dialer Watch 可提供可靠连
接，而不会完全依赖于通过定义相关流量来触发中央路由器上的呼出呼叫。因此，也可将 Dialer
Watch 视为对相关流量没有要求的常规 DDR，而只要求发生路由丢失。通过配置一组用于定义主接
口的受监视路由，可以在添加和删除受监视路由时监视和跟踪主接口的状态。

拨号监视（Dialer Watch）操作

通过 Dialer Watch，路由器监视是否存在指定路由，如果该路由不存在，则启动备份链路的拨号。
与其他备份方法（如备份接口或浮动静态路由）不同的是，Dialer Watch 不需要相关流量即可触发
拨号。下面介绍 Dialer Watch 的执行过程：

在删除受监视路由时，Dialer Watch 会为受监视的任何 IP 地址或网络寻找至少一个有效路由。
如果不存在有效路由，则将主线路视为已关闭且不可使用。Dialer Watch 随后启动呼叫，各个
路由器进行连接并交换路由信息。此时，远程网络的所有流量将使用备份链路。如果至少一个
受监视的已定义 IP 网络存在有效路由，并且该路由指向针对 Dialer Watch 配置的备份接口之
外的某个接口，则主链路被视为正常运行，Dialer Watch 不会启动备份链路。

●

在备份链路运行之后，将在每个空闲超时过期之后再次检查主链路。如果主链路保持关闭，则
重置空闲计时器。由于路由器应定期检查是否已重新建立主链路，因此，您应为拨号程序空闲
超时配置较小的值。在重新建立主链路后，路由协议对路由表进行更新，所有流量应再次通过
主链路传输。由于流量不再通过备份链路传输，因此空闲超时过期，路由器将停用备份链路。
注意： 应在呼叫方路由器上的相关流量定义中将路由协议配置为不相关，以防止定期 hello 将
空闲超时重置。由于路由器仅使用相关流量定义来检查主链路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因此请考虑
使用命令 dialer-listnumber protocol ip deny 将所有 IP 流量设为不相关。使用此相关流量定义
时，从不会重置空闲超时，并且路由器会以指定时间间隔检查主链路的状态。在主叫路由器上
，只要路由器不执行任何拨出，您就无需将动态路由协议定义为不相关流量。应将备份链路配
置为在所用路由协议看来其优先级低于主链路。这是因为，当主链路再次变为可用时，动态路
由协议优选主链路而非拨号链路，而不是两个链路之间均衡负载，以免导致备份链路无限运行
下去。根据需要，可通过以下任何命令将备份链路配置为非优选：bandwidth、delay 或
distance。

●

如果重新激活了主链路，则会断开辅助备份链路。不过，您可以实现一个禁用计时器，以便在
主链路恢复后过一段时间再断开备份链路。当空闲计时器过期时，此延迟计时器启动，并且主
路由处于运行状态。此延迟计时器可确保稳定性，尤其在接口发生抖动或经历频繁的路由改变
的情况下。此延迟计时器可确保稳定性，尤其在接口发生抖动或经历频繁的路由改变的情况下

●

/c/en/us/support/docs/wan/frame-relay/10214-fr-isdn-back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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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 dialer watch-disable seconds 接口命令配置此延迟计时器。
对于 Dialer Watch，应注意以下问题：

路由 - 备份初始化链接到动态路由协议，而不是链接到特定接口或静态路由条目。因此，主接
口和备份接口可以是任何接口类型，并可以跨多个接口和多个路由器使用。

●

非包语义 - Dialer Watch 不依赖于相关数据包来触发拨号。当主路由关闭而没有将拨号延迟时
，会自动激活该链路。这对于帧中继电路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在这种电路中，线路协议在 DLCI
处于不活动状态时不可关闭。

●

拨号备份可靠性 - Dialer Watch 重播功能得到扩展，可在辅助备份线路未启动的情况下进行无
限拨号。通常，DDR 备份重播尝试会受 enable-timeout 和 wait-for-carrier 时间值的影响。间歇
性介质问题或抖动的接口可能会导致传统 DDR 链路出现问题。不过，Dialer Watch 会在
ISDN、同步和异步串行链路上自动重新建立辅助备份线路。

●

您可以使用 Dialer Watch 来使路由器执行一项检查，以确定在路由器的初始启动完成且配置的
计时器（以秒为单位）过期后，主路由是否在运行。为此，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dialer watch-
list <组号> delay route-check initial <秒数>此命令可使路由器检查在路由器的初始启动完成且
计时器（以秒为单位）过期后，主路由是否在运行。若不使用此命令，则只有在从路由表中删
除该主路由时才会触发 Dialer Watch。如果在路由器的初始启动期间无法建立主链路，则该路
由从不会添加到路由表中，从而无法被监视。因此，使用此命令，当主链路在路由器初始启动
期间出现故障时，Dialer Watch 可对备份链路进行拨号。

●

优点

这对于多路由器备份方案十分有用。路由器可对两个其他路由器之间的链路/路由进行监视，如
果该链路出现故障，则启动备份链路。

●

此功能与线路协议状态无关。●

此功能与动态路由协议无关。●

此功能与封装无关。●

在检测到主路由丢失时立即拨号。●

路由？备份初始化与动态路由协议连接而不是一个特定接口或静态路由项。因此，主接口和备
份接口可以是任何接口类型，并可以跨多个接口和多个路由器使用。Dialer Watch 还依赖于收
敛，这有时要优于传统 DDR 链路。

●

独立的路由协议？可以使用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例如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EIGRP)、
高级IGRP (EIGRP)或开放最短路径优先(OSPF)。

●

非包方式的语义？Dialer Watch在Interesting Packets不完全取决于触发正在拨号。当主线路关
闭而没有将拨号延迟时，会自动激活该链路。

●

拨号备份可靠性？在辅助备用线路没有启动情况下， DDR重拨号功能被扩展无限地拨号。通常
，DDR 重播尝试会受 enable-timeout 和 wait-for-carrier 时间值的影响。间歇性介质问题或抖动
的接口可能会导致传统 DDR 链路出现问题。不过，Dialer Watch 会在 ISDN、同步和异步串行
链路上自动重新建立辅助备份线路。

●

缺点

配置难度大于备份接口和浮动静态路由方法。●

此功能需要路由协议。●

此功能依赖于路由协议收敛时间。●

路由器能够进行拨号备份，也就是说，路由器连接有支持 V.25 bis 的数据通信设备 (DCE)、终
端适配器或网路终端 1 设备。

●



路由器针对 DDR 进行配置。此配置涉及 dialer map 和 dialer in-band 等传统命令。●

Dialer Watch 目前仅适用于 IP。●

在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1(7) 之前，Dialer Watch 不够稳定。●

注意： 建议使用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1(7) 或更高版本，其中包括可对 Dialer Watch 产生影响的
IOS Bug 的修补程序。

示例配置

使用 BRI 与 Dialer Watch 配置 DDR 备份●

配置用 Dialer Watch的 AUX 端口间异步备份●

使用 Dialer Watch 配置拨号备份●

汇总表

下表汇总了三种备份方法的特性。您可以使用该表对这几种方法进行比较和评估，从而决定使用哪
种方法。

注意： 该表的下面是指向 CCO 上各种文档的链接，这些文档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每种 DDR 备份
方法的示例。

备份接口 浮动静态路由 拨号监视（Dialer
Watch）

依赖于主接口
的线路协议状
态，并需要主
接口关闭。

利用具有较大管理
距离的静态路由来
触发 DDR 呼叫。

监视路由表中的特
定路由，并在缺少
该路由的情况下启
动备份链路。

封装是一个考
虑因素。例如
，帧中继备份
无法正常用于
备份接口。

与封装无关。 与封装无关。

不考虑端到端
连接。端到端
连接方面的问
题（如路由错
误）不会触发
备份链路。

基于是否存在到对
等体的路由来评估
主链路的状态。因
此，此方法基于能
否向对等体传输流
量来考虑主链路状
态。

基于是否存在到对
等体的路由来评估
主链路的状态。因
此，此方法基于能
否向对等体传输流
量来考虑主链路状
态。

需要相关流量
来触发备份链
路的拨号。

需要相关流量来触
发备份链路的拨号
，即使丢失到对等
体的路由之后也是
如此。

不依赖于相关数据
包来触发拨号。主
路由丢失时，立即
执行备份链路拨号
。

不依赖于路由
协议。

依赖于路由协议收
敛时间。

依赖于路由协议收
敛时间。

与路由协议无
关。

支持所有动态路由
协议。

支持所有动态路由
协议。

限制为一个路 通常限制为一个路 支持多路由器备份

/c/zh_cn/support/docs/dial-access/integrated-services-digital-networks-isdn-channel-associated-signaling-cas/5600-bri-backup-map-watch.html
/c/zh_cn/support/docs/dial-access/asynchronous-connections/10305-aux-aux-watch.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ios/12_0/dial/configuration/guide/dcdbakdw.html


   

由器，一个接
口。

由器，但可以有多
个接口/网络。

方案。例如，一个
路由器监视另外两
个路由器之间的链
路，并在该链路出
现故障时启动备份
。

可用于提供按
需带宽。可将
备份接口设置
为在主链路达
到指定阈值时
激活。

无法实现按需带宽
，因为无论主链路
上的负载如何，到
对等体的路由都将
存在。

无法实现按需带宽
，因为无论主链路
上的负载如何，到
对等体的路由都将
存在。

相关信息

使用备份接口的 BRI ISDN 备份●

配置串行线路的拨号备份●

通过 Dialer Profile 配置拨号备份●

Dialer Profile 备份命令●

ISDN上的备份桥接●

用浮动静态路由配置 ISDN 备份●

大型 OSPF 网络可扩展的 ISDN备用策略●

使用Dialer Watch配置BRI ISDN 备份●

使用 Dialer Watch 命令进行拨号备份●

拨号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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