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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要求的步骤配置在统一计算系统(UCS)内的组播。组播(MCAST)是能力同时发送在间网络
的数据对多个用户(一对多的或许多许多组通信)。互联网组管理协议(IGMP)是组播一个关键的组件
。IGMP主要目的将允许主机传达他们的希望到接收组播流量，到在本地网络的IP组播路由器。这反
回，允许IP组播路由器“参加”指定的组播组和开始转发在网段上的组播数据流往主机。

先决条件

要求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UCS●

连结组播交换●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结构互连- 6100/6200●

UCSM (统一计算系统管理器)●

上行交换机(EX;连结5000)●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的网络处于活动状态，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背景信息

在统一计算系统管理器(UCS-M)版本2.1之前：

在UCS的组播有IGMP侦听默认情况下，并且这不可能禁用。(Cisco技术支持中心(TAC)可能通
过插件的调试禁用)。

●

UCS结构Interconnects没有IGMP查询者功能;这要求您启用在一个设备的查询器功能在上行
L2网络。

●

为了使工作的此，您在VLAN需要组播路由器或IGMP查询者在VLAN。●

Del Mar 2.1笔记：

默认情况下， IGMP探听启用，网络管理员应该认真地检查所有需求禁用也许是有经验的
IGMP探听和不利的性能。

●

IGMP探听配置只是可用的，并且可配置在a每个VLAN基础，您不能启用或禁用IGMP探听全局
。

●

两端主机模式(EHM)和交换模式支持能力禁用IGMP探听。●

组播策略的没有支持在网络组(另一新特性在Del Mar)。●

结构互连特定：

对于6100系列结构互连(FI)，所有VLAN能只使用默认组播策略;然而，用户能修改此默认策略的
IGMP探听/查询器状态。如果配置它将投掷错误的其他组播策略， “在X结构互连的VLAN，只
有默认支持组播策略”。

●

某一VLAN的组播策略(对除默认组播策略之外的策略)只支持要更改在6200 FIs和不6100s。是
6100 FIs的原因不能有在其VLAN的不同的组播策略归结于在Gatos ASIC的一个限制。此限制
在6200 FIs不存在与Carmel ASIC。

●

UCS组播配置选项

在终端主机模式的配置

IGMP侦听/启用的IGMP查询者



它只发送查询到前端。它不发送IGMP查询对上行网络。●

当这抗辩终端主机模式角色在网络的FIs不发送IGMP查询到上行交换机。这可能导致不需要的
组播数据流(控制和数据)发送对FIs。这是原因为什么被决定安排EHM FIs是负责的传达IGMP查
询下来给仅其前端。

●

结果，请要求其中一已批准配置：●

已批准配置：

请配置在上行交换机的IGMP查询者有IGMP侦听的或禁用在上行交换机的IGMP探听充斥组播数据
流。 或者，请更改FIs对交换模式。

IGMP侦听/禁用的IGMP查询者

默认模式，同在Del Mar之前的版本一样。●

要求：在上行交换机的VLAN的IGMP查询者与IGMP侦听的VLAN的或组播路由器。●

禁用的禁用的IGMP探听/IGMP查询者

FIs充斥在VLAN的组播数据流。●

要求其中一已批准配置顺利地工作：●

已批准配置：

上行交换机在上行交换机能有IGMP侦听或安排它禁用充斥组播数据流。

启用的禁用的IGMP探听/IGMP查询者

这不是有效配置。●

这由UCSM正确地阻塞。●

在交换模式的配置

IGMP侦听/启用的IGMP查询者

FIs转送IGMP查询对上行网络。●

上行交换机了解关于在FIs配置的IGMP查询者，然后建立并且转发往FIs的MCAST流量。●

要求：有IGMP侦听的上行交换机或有禁用的监听充斥组播数据流。●



IGMP侦听/禁用的IGMP查询者

默认模式，同前Del Mar版本一样。●

要求：在上行交换机的VLAN的IGMP查询者与IGMP侦听的VLAN的或组播路由器。●

禁用的禁用的IGMP探听/IGMP查询者

FIs在VLAN的充斥组播数据流。●

要求：有IGMP侦听的上行交换机或安排它禁用充斥组播数据流。●

启用的禁用的IGMP探听/IGMP查询者

这不是有效配置。●

这由UCSM正确地阻塞。●

UCS和上行配置

配置-创建

IGMP探听是可用的在VLAN基础和不在接口级上。从UCSM，这可以配置与在已命名VLAN的一项
组播策略。

1. 添加新的组播Policies节点下面LAN > LAN >策略>根。

2. 有组播策略的创建、修改和删除的支持。

3. 当VLAN创建时，有选择的现有组播策略一个选项。

4. 并且附加的一项现有组播策略支持与已经创建的VLAN。

Note:组播策略仅根据根策略树，并且您不能创建单一政策在SUB组织下。

默认策略

默认组播策略根据结构互连行为保持在2.1 Del Mar版本之前：



IGMP侦听

禁用的IGMP查询器

配置–创建继续

步骤1.添加新的组播Policies节点下面LAN > LAN >策略>根。



步骤2.用鼠标右键单击在组播策略，然后创建组播策略。

第 3 步：您然后提交与此：

提供一名称并且配置IGMP探听和探测询问器状态。



第 4 步：如果尝试禁用IGMP探听，当IGMP探听查询器启用时，这投掷错误，和这没有效配置。



第 5 步：在新的VLAN的创建时，当前有e选项指定组播策略名称。



配置–分配

示例在VLAN设置的不同的策略。组播策略名称是什么您配置组播结构实际上使用策略实例互联的
地方。



如果创建多个VLAN对象，指向同一个VLAN ID，则，当您运用组播策略，它应用对与同一个VLAN
ID的所有VLAN对象。应用的最新的组播策略应用对所有。即：QMulticast更改对Snoop_off_qu_off
(VLAN 38)。

创建UCS组播策略通过CLI

添加一new命令创建组播策略在范围org下。●

MiniMe-B#范围org

MiniMe-B /org #创建mcast策略<name>



设置组播策略的属性。●

MiniMe-B /org/mcast-policy #set查询器<enable/disable>

MiniMe-B /org/mcast-policy #set监听的<enable/disable>

new命令查看现有组播策略。●

MiniMe-B #范围org

MiniMe-B /org #显示mcast策略

new命令删除现有组播策略。●

MiniMe-B #范围org

MiniMe-B /org #删除mcast策略<name>

当您创建VLAN时，用户允许添加一项现有组播策略对VLAN。●

MiniMe-B#范围eth上行链路

MiniMe-B /eth-uplink #范围VLAN <vlan>

MiniMe-B /eth-uplink/vlan #集mcastpolicy <name>

在上行交换机的配置

在上行交换机上，您必须配置在特定VLAN的IGMP探听查询器，并且IGMP探听查询器必须匹
配在UCS组播策略的IP。

●

AGR012-5K-A(config)# VLAN 38

AGR012-5K-A(config-vlan)# VLAN配置38

AGR012-5K-A(config-vlan-config)# ip igmp snooping查询器172.16.38.124 (IP可能不同的)

验证

Show ip igmp snooping vlan <vlan id> (这在上行交换机或结构互连可以执行。)●

(VLAN的38 UCS监听的命令输出验证查询器在UCSM和N5k配置，并且显示在N5k的仅查询器当前
活跃的(正如所料)。当VLAN 39没有配置时。

http://172.16.38.124


Show ip igmp snooping查询器VLAN <vlan id> (这在上行交换机或结构互连可以执行。)●

Show ip igmp snooping组VLAN <vlan id> (这在上行交换机或结构互连可以执行。)●

这显示组播和IGMP查询者的激活的端口。●



Show ip igmp snooping统计信息VLAN <vlan id> (这在上行交换机或结构互连可以执行。)●

AGR012-5K-A#show MAC地址表组播●



Legend:

- primary entry, G - Gateway MAC, (R) - Routed MAC, O - Overlay MAC age - seconds since last

seen,+ - primary entry using vPC Peer-Link

VLAN     MAC Address     Type     age     Secure NTFY   Ports

---------+-----------------+--------+---------+------+----+------------------

38       0100.5e10.2604   igmp     0         F   F Eth1/2 Router

38       0100.5e7f.fffd   igmp     0         F   F Eth1/2 Router  

0100.5e7f.2604 = 224.127.38.4 (Multicast Group Address)

0100.5e7f.fffd = 224.127.255.253 (Multicast Group Address)

AGR012-5K-A# ethanalyzer本地接口入站LOW显示过滤器igmp限制●

这不获取实际视频流数据， IGMP数据。此工具捕获控制流量。(EX;它显示，当主机参加或离开组
。)

Capturing on inband

2009-12-02 02:11:34.435559 172.16.38.5 -> 224.0.0.22   IGMP V3 Membership Report / Join group

224.0.0.252 for any sources

2009-12-02 02:11:55.416507 172.16.38.6 -> 224.0.0.22   IGMP V3 Membership Report / Leave group

236.16.38.4

2009-12-02 02:11:55.802408 172.16.38.6 -> 224.0.0.22   IGMP V3 Membership Report / Leave group

236.16.38.4

2009-12-02 02:11:59.378576 172.16.38.6 -> 224.0.0.22   IGMP V3 Membership Report / Join group

236.16.38.4 for any sources

故障排除

UDPCAST (http://www.udpcast.linux.lu/cmd.html)●

此应用程序在两台不同的主机、发送方和接收方下载。使用它，您能立即生成与一个文件转移
的组播数据流从来源到多个目的地用单个命令。

●

http://www.udpcast.linux.lu/cmd.html


VLC (http://www.videolan.org/vlc/index.html)●

(这是在VLC显示如何放出的镜像。有关于如何的相当信息执行联机此的进程。)

http://www.videolan.org/vlc/index.html




如何生成IGMP和组播数据流与Iperf ？

Iperf或Jperf是能生成IGMP和组播数据流的一非常有用工具，它能运行在Linux和Windows
OS。

●

组播发送方CLI。●

# iperf -c 239.1.1.1 -i 1 -u -t 600 -b 10M



iperf sender options:

-c  239.1.1.1 : send traffic to multicast IP address 239.1.1.1

-i 1 : update interval is 1 second

-u : UDP traffic, multicast is based on UDP

-t 600 : send traffic for 600 seconds

-b 10M: UDP traffic bandwidth is10Mbps

组播接收器CLI。●

# iperf -s -B 239.1.1.1 -i 1 -u

iperf receiver options:

-s : server mode

-B 239.1.1.1 : listening to IP address 239.1.1.1, as it is a multicast IP address, so this is a

multicast receiver.

-i 1 : update interval is 1 second

-u : UDP traffic, multicast is based on UDP

相关信息

Cisco连结5000系列NX-OS组播路由配置指南，版本5.0(3)N1(1)●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witches/datacenter/nexus5000/sw/multicast/5_0_3_N1_1/Cisco_n5k_layer3_multicast_config_gd_rel_503_N1_1/preface.html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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