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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解释令牌环桥接和路由信息字段(RIF)解码。

令牌环帧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到802.3以太网和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FDDI)帧。这些帧有目的地和源地
址、以及帧校验序列和部分传送数据。开始和结束分隔符也普通。

令牌环帧，但是有额外的功能安装。这些新发展包括：

路由信息字段(RIF) (可选)●

访问控制(AC)●

帧控制(FC)和帧状态(FS)字段●

并且，您能使用源地址的第一个位为了指示RIF的出现。当您学习源路由桥接(SRB)时，但是，仅一
个字段相对。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不限于特定的软件和硬件版本。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路由信息域

必须设置源地址的第一个位到1为了支持RIF。

RIF是一个相当复杂字段。它存储环号和网桥号的组合在终端站之间的该帧交叉。RIF也有该双字节
的控制字段RIF的提供多种特性。在SRB或总是远程源路由桥接(RSRB)网络使用通信同样RIF处于
会话的两个站点。

RIF的ring-to-bridge部分在PC A和PC B之间的在上一个图表中是00AF.00B0。

MAC 地址结构的回顾

本地管理的地址(LAA)是最编解码器在令牌环站，虽然它是可能的分配LAAs到以太网和FDDI站点。
在LAAs，第一个单位元组的第二位设置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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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其中一技能，当您支持令牌环网络时是能力转换十六进制编号编号模式到二进制一个，当需
要。令牌环提供几乎所有其在十六进制的信息，但是基础结构根据二进制数字。六角形的表示通常
屏蔽某些基础结构。您需要能转换六角形的表示到二进制为了适当地解释一起使用您的字段与。

此示例展示此转换。

分开六角形的编号成单个数字：1.
转换六角形的位对每十六进制数字代表的四个二进制数字(半字节)
：

2.

更改二进制半字节对二进制八位位组
：

3.

十六进制编号

如果上一个地址是目的地址，第一个位也许设置到1，表明为组或功能地址是注定的在接收站。最奇
怪的是，本地/通用位设置到1象功能/组地址的位。因为可行有令牌环以及一个全体地已分配地址的
一个本地被管理的功能地址，这似乎类似失察在IEEE802.5委员会部分。功能和组地址请是超出本
文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不是直接适用的于令牌环桥接。参考本文令牌环/IEEE 802.5章节目标欲知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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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一个地址是源地址，并且令牌环帧运载RIF，第一个位设置到1。如果这也是LAA，地址从
0xC开始。查看帧的十六进制转储为了确定此。

除一些专门化实施外，有问题的广域网没有效果在RSRB的概念。流量是在多数实例的输入的IP。



只要IP能移动在路由器之间， RSRB顺利地运行。

广域网可以是帧中继正如在此示例。

广域网可以是X.25，正如在此示例。



广域网可以是一个虚拟环，正如在此示例。

广域网类型不是相关，因为令牌环帧在TCP/IP安全包，或者完全IP，在到达广域网接口前。快速顺
序传输(FST)封装在几乎LAN或广域网的每种类型支持。



使用直接封装，您必须保证最大传输传声单位(MTU)所有接口在路径是有能力处理整个802.5帧，因
为直接封装不允许分段。您需要添加其他73个字节，是为Cisco RSRB的报头和顶上其他的令牌环
，到最大令牌环MTU在路径为了获得所有非Token环接口的正确MTU在路径。如果令牌环MTU是
1500，串行链路要求MTU是1573。仅一跳为直接封装允许。

在上一个图表中， PC A不能到达PC B，并且PC B不能到达PC A，除非路由器B有RSRB对等体(非
定向)用路由器A.路由器A有RSRB对等体用路由器B.路由器A，并且B能也有直接封装设置在他们之
间。路由器B可以是处理到路由器A，但是不是路由器C. Router C可以是处理到路由器A，但是路由
器B和C需要实时对等体为了连通。

另一个方式查看此在此图表中被展示：

源路由透明桥接

源路由透明桥接(SRT)被添加了到802.5规格。它允许802.5帧，不用RIF横断为透明桥接配置的令牌
环接口。SRT也翻译802.3到802.5以太网令牌环桥接的。它不解决桥接可路由协议问题在异构媒体
的。



使用SRT的站点不能与运行SRB的站点联络，当他们在独立的环时。两个方案是根本上不兼容的。
SRT PC需要思科专有解决方案为了与SRB PC联络。

SRB PC也要求Cisco解决方案为了与以太网PC联络。



注意： 在上一个图表中：

6是用于以太网段的冒充的号环。●

7是假网桥号对以太网段的该点。●

令牌环PCs假设，以太网PCs在令牌环，因为他们需要有效RIF。●

路由器构成RIF的假部分，并且添加RIF到为PCs注定的帧A和B。●

PCs A和B不是在以太网的以太网PCs不是消息灵通的。路由器从PC A和PC B帧剥离Rif。●

IEEE决定使用有点命令发射方案与那令牌环有所不同的以太网。FDDI以太网的方案首先是最低有
效位(LSB)，而那FDDI和令牌环首先是最高有效位(MSB)。

源路由桥接

这是说明SRB的简单情况：



仅供PC使用源路由和他们需要与彼此莫名其妙地联络。在源路由的词来源指示此。因为透明桥接是
透明对终端站，但是，与透明桥接，这不是问题。终端站传输帧，好象他们能与所有站点联络。
PCs派出Explorer为了帮助他们互相到达。

Explorer

考虑在令牌环帧的RIF为了了解Explorer的概念。RIF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控制字节(2)●

ring-and-bridge字节(少于30)●

这是控制字节的细分：

广播类型的三个位(代表由BBB在此图表中)●

整个RIF (LLLLL) (2*2*2*2*2=32字节联机)的长度的五个位●

方向的(d)一个位●

已连接令牌环网络(FFF)的MTU的三个位●

IBM的(保留[RRRR])最后四个位●

这通常代表作为BBBLLLLL.DFFFRRRR。另外， BBBLNGTH.DMTURESV是控制字节的另一有用
的表示。



记住在十六进制的IBM工作，并且从PC A的来源路由路径对PC B是00AF.00B0。切记您必须转换
ring-and-bridge位的二进制表达式到使用的十六进制表达式，当您与SRB一起使用。二进制的此路
径是00000000.10101111.00000000.10110000。违反到二进制半字节，它是
0000.0000.1010.1111.0000.0000.1011.0000。最后网桥号总是0000，因为路径在环结束，不是网
桥。规则是三半字节做一环，并且一个单位元组做一网桥。范围是1-4095环的和1-15网桥的。

RIF的ring-and-bridge部分先前讨论。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Routing Information Fields部分。如果
添加两个控制字节到原始RIF，您最终获得00AF.00B0。因为要求控制字节， RIF必须是长至少两个
的字节。您有两环，因此您需要添加两个字节的两个ring-and-bridge组合中的每一个。那使RIF六字
节长。切记，字节的二进制结构是。

参见此示例，从PC A的单个路由探测器对PC B。

RIF是C670.00AF.00B0。单位元组C670总是0。



单个路由探测器RIF出现在环B作为C610.00AF.00B0，假设MTU 1500并且假设从左到右读。直接
RIF是0610.00AF.00B0，假设MTU 1500并且假设从左到右读。MTU位从111减少(0x7)对每网桥能
处理的最大值MTU，当Explorer穿过在其旅途上的网桥。网桥检查MTU位的当前值，并且，如果值
比网桥支持极大，网桥必须消耗可以支持的值下来到最大的MTU。对于对以太网的转换桥接，最大
值MTU是1500。

当多端口网桥替换两端口的网桥时，更多Rif是可能的：

PC A到PC C ：0610.00AF.00C0●

PC A到PC B ：0610.00AF.00B0●

对PC C的PC B ：0610.00BF.00C0注意： 这三不是Explorer Rif。他们是与MTU的处理的Rif
1500和从左到右读。

●

PC A到PC B ：0690.00AF.00B0注意： 这是同样RIF如上一个图表所述，但是D位设置到1，当
从右到左读。

●



当多端口Cisco路由器替换两端口的网桥时，路由器作为虚拟环互联真实的环。它添加网桥到令牌环
接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网桥号可以是1。例外是连接两环的并行网桥。PC A到PC C当前是
0810.00A1.00F1.00C0。

有三个令牌环接口的 Cisco 路由器

在虚拟环是多余的情况下，有有两个令牌环接口的一个路由器只是可能的。它类似配置于两接口网
桥，但是不能执行RSRB。

此图表展示有两个令牌环接口的一个Cisco路由器。此路由器不可执行RSRB。



RIF是令牌环SRB的最困难和最基本的方面。当他们做他们出现作为令牌环到RIF，本文档的剩余部
分讨论其他方式达到在多种网络拓扑的令牌环帧。除非RIF终止，移动从叫号电话的帧的技术必须
莫名其妙地维护准确RIF。数据链路交换(DLSW)是终止RIF的主要实施。本文只讨论RIF在间整个网
络是运载的端到端的实施。

这些是一些一般规则记住：

系统网络体系结构(SNA)设备倾向于派出所有路由探测器寻找他们的选定的目的地设备。这些
是单播对目标MAC地址。目的地设备通常倒转方向位(d)并且退还帧作为定向帧，不是
Explorer。SNA没有后台广播流量。例如，前端处理器(FEP)不发送广播他们的位置的帧，以便
可以找到他们。

●

网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NetBIOS)发送单个路由探测器并且盼望目的地站点回复以所有路由探
测器回复。NetBIOS也执行很多背景广播。设备经常发送传达他们的位置和其他重要消息的帧
。NetBIOS典型地派遣其Explorer对所有NetBIOS站细听的NetBIOS功能地址
：C000.0000.0080。

●

当MAC广播，例如， FFFF.FFFF.FFFF或C000.FFFF.FFFF，多数其他协议发送他们的
Explorer。

●

Novell可以配置发送单一路由或所有路由广播。站点也许需要route.com。服务器也许需要
route.nlm。

●

当您连接两环用并行网桥时，网桥号一定是唯一。



本地确认

使用本地确认(local-ack)，路由器变得介入802.2逻辑链路控制，发生在两端之间的数据链路控制层
驻防的类型2 (LLC2)会话。您必须了解某些802.2数据链路控制层的基本为了了解local-ack。
802.2是通信的IEEE和开放式系统互联(OSI)国际标准在数据链路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范编号
是8802.2。虽然许多人在关于LAN的讨论时参考OSI七层型号，一个更加适当的型号是IEEE LAN参
考模型。

除OSI协议(连接模式网络服务[CMNS]和无连接网络服务[CLNS])和国际通信组织(ITU)协议外例如
X.25，在数据链路层上的多数协议是或者业主，例如互联网分组交换、AppleTalk和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网络(DECNet)，或者他们由一不同的正文(TCP/IP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标准化。IEEE和ITU控制多数的规格协议运行LAN今天。

IEEE LAN 参考模型

IEEE选择细分数据链路层到两块层。802.2层有三种服务类型：

无连接1.
面向连接的2.
已确认无连接3.

几乎不使用Type3。SNA和NetBIOS使用类型2。为802.2使用类型1配置的可路由协议例如IP、
IPX和AppleTalk。

802.2 格式

此部分讨论某些802.2层的关键领域。

服务接入点(SAP)用于为了通过802.2层多元化和多路解编更高层协议。典型的SAP是04 (SNA)，
F0 (NetBIOS)和E0 (IPX)。控制字段是在802.2的两个八位位组。它使用会话初始化和终端、流量控
制和会话监督。local-ack主要处理流量控制和会话监督。它只运用对类型2面向连接的会话。



   

面向连接的会话确认接收的帧并且指示发送的帧数量。例如，为未发送I帧的会话对方注定的第三信
息帧发送作为I NR0 NS3。这传达信息帧3将发送，并且下I帧预计作为序号0。如果会话对方已经发
送帧0-4， I帧发送作为I NR5 NS3。这确认帧0-4接收并且告诉合作伙伴可以发送更多帧。如果，因
故，会话对方不是有能力接收更多帧一个临时期限，合作伙伴能发送监控帧熄灭会话(例如， S
RNR NR5)。NR5告诉另一合作伙伴什么接收，并且RNR传达接收方没准备好。

也使用监控帧，当在终端站时设置的计时器超时，在他们收到未清I帧的确认前。站点能发送请求的
一监督接收器准备就绪帧合作伙伴立即响应。例如，站点能发送S RR NR4 POLL，在这种情况下假
设，下一帧预计是4.， local-ack是有用的。

通常，在广域网间的传播延迟可以超出在终端系统的计时器设置。这造成终端站重新传输I帧，即使
原始帧传送，并且确认返回。local-ack发送S RR帧到它起源于的终端站，而RSRB代码提供帧到另
一个终端系统。

RIF的自动解码可以用RIF Decoder Tool执行。

相关信息

了解并故障排除本地源路由桥接●

DLSw+ 培训补充条款中的 RIF Passthru●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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