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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有时，会将两个边界网关协议 (BGP) 配置命令 bgp deterministic-med 和 bgp always-compare-med
混淆。本文档说明了 bgp deterministic-med 和 bgp always-compare-med 命令在影响基于多出口标
识符 (MED) 的路径选择的方式和在选择最佳路由时更改 BGP 行为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is document.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10b)。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Conventions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801/tk36/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121ac5.shtml


背景信息

有两个 BGP 配置命令可影响基于 MED 的路径选择：bgp deterministic-med 和 bgp always-
compare-med 命令。

启用 bgp deterministic-med 命令，可确保在选择路由时，MED 变量的比较可由相同自治系统中的
不同对等体通告。启用bgp always-compare-med命令保证MED的比较路径的从相邻用不同的自控
系统。当广泛服务提供商或企业对设置的MED时，一个统一策略达成协议bgp always-compare-
med命令是有用的。因此对于网络 X，如果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 A (ISP A) 将 MED 设置为 10，且
ISP B 将 MED 设置为 20，则两个 ISP 都同意 ISP A 拥有通往 X 的更好执行路径。

Note: 默认情况下，bgp deterministic-med 和 bgp always-compare-med 命令不会启用。而且，两
个命令是相互独立的；启用一个命令不会自动启用另一个。

命令示例

本部分中的示例演示了 bgp deterministic-med 和 bgp always-compare-med 命令如何影响基于
MED 的路径选择。

Note: Cisco Systems 建议在所有新网络部署中均启用 bgp deterministic-med 命令。对于现有的网
络，必须同时在所有路由器上部署此命令，或者逐步部署此命令，但要注意避免可能出现的内部
BGP (iBGP) 路由环路。

例如，请考虑网络 10.0.0.0/8 的以下路由：

entry1: AS(PATH) 500, med 150, external, rid 172.16.13.1

entry2: AS(PATH) 100, med 200, external, rid 1.1.1.1

entry3: AS(PATH) 500, med 100, internal, rid 172.16.8.4

BGP 路由收到的顺序是 entry3、entry2 和 entry1。（entry3 是 BGP 表中最旧的条目，entry1 是最
新的条目。）

Note: 当 BGP 收到多个通往特定目标的路由时，它会按收到路由的相反顺序列出它们（从最新到最
旧）。然后，BGP 按以下顺序成对比较路由：从最新的条目开始，并向最旧的条目移动（从列表顶
部开始，向下移动）。例如，将 entry1 与 entry2 进行比较。随后，将这两个中的较好者与 entry3
进行比较，依此类推。

示例 1：两个命令都禁用

首先将 entry1 与 entry2 进行比较。因为 entry2 的路由器 ID 较小，所以它被选为这两个中的较好者
。由于路径是来自不同的邻居自治系统，因此不检查 MED。下一步，将 entry2 与 entry3 进行比较
。因为 entry2 是外部路径，所以它被选为最佳路径。

示例 2：bgp deterministic-med 禁用，bgp always-compare-med 启用

将 entry1 与 entry2 进行比较。这些条目来自不同的邻居自治系统，但由于启用了 bgp always-
compare-med 命令，因此在比较中使用了 MED。在这两个条目中，entry1 的 MED 较小，因此它
是较好者。下一步，将 entry1 与 entry3 进行比较。由于条目现在来自同一个自治系统，因此将再
次检查 MED。entry3 被选为最佳路径。



   

示例 3：bgp deterministic-med 启用，bgp always-compare-med 禁用

当启用 bgp deterministic-med 命令时，来自同一个自治系统的路由将被分组到一起，然后比较每一
组的最佳条目。BGP 表如下所示：

entry1: AS(PATH) 100, med 200, external, rid 1.1.1.1

entry2: AS(PATH) 500, med 100, internal, rid 172.16.8.4

entry3: AS(PATH) 500, med 150, external, rid 172.16.13.1

有一个 AS 100 组，还有一个 AS 500 组。比较每一组的最佳条目。entry1 是其组中的最佳条目
，因为它是来自 AS 100 的唯一路由。entry2 是 AS 500 的最佳条目，因为它的 MED 最小。下一步
，将 entry1 与 entry2 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条目不是来自同一个邻居自治系统，所以比较中不考
虑 MED。外部 BGP 路由要优于内部 BGP 路由，这使 entry1 成为最佳路由。

示例 4：两个命令都启用

本示例中的比较与示例 3 中基本相同，但最后一次比较是在 entry2 与 entry1 之间进行的。由于启
用了 bgp always-compare-med 命令，因此最后一次比较时考虑了 MED。entry2 被选为最佳路径
。

Related Information

BGP最佳路径选择算法●

BGP 支持页●

BGP 命令●

工具&资源●

Technical Support - Cisco Systems●

http://www.cisco.com/warp/customer/459/25.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en/US/customer/tech/tk365/tk80/tsd_technology_support_sub-protocol_home.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en/US/docs/ios/12_1/iproute/command/reference/1rdbgp.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tacpage/support/tac/tools.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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