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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您监控生成树协议操作时，您会关系到，当您看到在统计信息日志增加的拓扑修改计数器时。
STP 中的拓扑更改是正常的。但是，太多他们能有在网络性能的一影响。本文档介绍了此拓扑的以
下用途：

更改每 VLAN 生成树 (PVST) 和 PVST+ 环境的机制。●

确定是什么触发了拓扑更改事件。●

描述与拓扑更改机制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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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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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是真实网络，请确保您已经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拓扑更改机制的用途

从所接收的帧了解到，网桥可以创建与端口相关联的表，通过此端口可以到达主机的介质访问控制
(MAC) 地址。此表用于将帧直接转发到其目标端口。因此，避免了泛洪。

此表的默认老化时间是 300 秒（5 分钟）。只有在主机静默 5 分钟之后，其条目才从网桥表中消失
。以下示例显示您可能希望此老化更快的原因：

在此网络中，假设网桥 B1 阻塞了通向 B4 的链路。A 和 B 是具有已建立连接的两个工作站。流量
从 A 到 B 进入 B1、B2、B3，然后进入 B4。此方案显示在此情况下通过四个网桥获取的 MAC 地
址表：

现在，假设 B2 和 B3 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至少在 B1 以转发模式将其端口应用于 B4 之前，A 和
B 之间的通信会中断（使用默认参数的情况下最长中断 50 秒）。但是，当 A 要向 B 发送帧时，B1
仍然具有通往 B2 的条目，数据包将被发送到黑洞。当B要到达A. Communication丢失在五分钟
，直到A和B MAC地址的条目老化，同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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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桥实现的转发数据库在稳定网络中非常有效。但是，有五分钟过期时间问题的许多情况，在网络
的拓扑更改后。拓扑更改机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方法。只要网桥检测到网络拓扑中的更改（链
路断开或准备转发），就向整个桥接网络通告此事件。

操作原理部分解释了实际实现的方式。随后通知每个网桥，并将某时间段 (max_age +
forward_delay) 的老化时间缩短到 forward_delay（默认为 15 秒）。这更有利于缩短老化时间而不
是清除表，因为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主机（用于有效传送流量）没有从表中清除。

在本示例中，只要网桥 B2 或 B3 检测到链路断开，就会发送拓扑更改通知。所有网桥都注意到此事
件并将其老化时间缩短到 15 秒。由于 B1 在其通往 B2 的端口上 15 秒内没有收到来自 B 的任何数
据包，因此 B 的条目在该端口上老化。在 B4 上通往 B3 的端口上，A 的条目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以后，当 B1 和 B4 之间的链路进行转发时，该链路上的流量将立即泛洪并重新获取。

操作 原理

本部分说明在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BPDU) 级别网桥如何通告拓扑更改。

当网桥认为它检测到拓扑更改时，已进行了简要说明。确切的定义是：

当转发的端口断开时（例如阻塞）。●

当端口转换为转发模式并且网桥具有指定端口时。（这表示网桥不是独立的。）●

向网络中的所有网桥发送通知的过程包括两个步骤：

网桥通知生成树的根网桥。●

根网桥将该信息“广播”到整个网络。●

通知根网桥

在常规 STP 操作中，网桥一直从其根端口上的根网桥接收配置 BPDU。但是，它从未派出BPDU往
根网桥。为此，引入了称为拓扑更改通知 (TCN) BPDU 的特殊 BPDU。因此，当网桥需要对拓扑更
改发出信号时，它开始在其根端口上发送 TCN。指定的网桥接收并确认 TCN，还为自己的根端口
生成另一个 TCN。此过程将一直持续，直到 TCN 发现根网桥为止。



TCN 是非常简单的 BPDU，不包含网桥每 hello_time 秒（这是本地配置的 hello_time，不是配置
BPDU 中指定的 hello_time）发送的任何信息。指定的网桥通过立即发回设置了拓扑更改确认
(TCA) 位的正常配置 BPDU 来确认 TCN。通知拓扑更改的网桥不停地发送其 TCN，直到指定的网
桥确认它为止。因此，指定的网桥将应答 TCN，即使不从其根网桥接收配置 BPDU 也是如此。

将事件广播到网络

只要根网桥得知网络中有拓扑更改事件，就会开始发送设置了拓扑更改 (TC) 位的配置 BPDU。这
些 BPDU 将由网络中设置了此位的每个网桥转发。因此，所有网桥都注意到拓扑更改情况，并可以
将其老化时间缩短到 forward_delay。网桥在转发和阻塞端口上接收拓扑更改 BPDU。

TC 位在 max_age + forward_delay 秒（默认情况下为 20+15=35 秒）内由根网桥设置。

网络中有很多拓扑更改时该怎么办

以下是一些可能由 TCN 生成的问题。随后是如何限制拓扑更改和从生成处查找的一些信息。

如果从 Cisco 设备得到 show-tech support 命令的输出，可以使用命令输出解释程序（仅限注册
用户）显示潜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要使用命令输出解释程序（仅限注册用户），您必须是注册客
户，并且必须登录，还要启用 JavaScript。

泛洪的流量

网络中的主机越多，获取拓扑更改的可能性就越高。例如，重新通电时直接连接的主机将触发拓扑
更改。在非常大型（和平面）的网络中，可以实现网络永远处于拓扑更改的状态。这就像是将老化
时间配置为 15 秒，从而导致高级别的泛洪。以下正在进行服务器备份的客户发生的最坏情况。

https://www.cisco.com/cgi-bin/Support/OutputInterpreter/home.pl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https://www.cisco.com/cgi-bin/Support/OutputInterpreter/home.pl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接收备份的设备的条目老化是一种灾难，因为它会导致非常大的流量，从而影响所有用户。请参阅
与portfast命令部分的避免生成TCN关于如何避免生成TCN的更多信息。

ATM LANE 桥接环境中的问题

此情况比快速老化隐含的正常流量的泛洪更重要。收到 VLAN 的拓扑更改后，Catalyst 交换机使用
其 LAN 仿真 (LANE) 刀片对相应的仿真 LAN (ELAN) 再次确认其 LE-arp 表。由于 ELAN 中的每个
LANE 刀片在相同的时间发出相同的请求，因此如果有许多条目需要再次确认，则可能会增加 LAN
仿真服务器 (LES) 的压力。此方案包括连接性问题。如果网络对拓扑更改很敏感，则真正的问题不
是拓扑更改本身，而是网络的设计。建议您尽量限制 TCN 生成以节省 LES 的 CPU（最少）。请参
阅与portfast命令部分的避免生成TCN关于如何限制生成TCN的更多信息。

使用 portfast 命令避免 TCN 生成

portfast 功能是 STP 实现中 Cisco 专有的变化。此命令适用于特定端口，有两个作用：

出现的端口直接置于转发 STP 模式，而不经过了解和监听过程。STP 仍在使用 portfast 的端口
上运行。

●

打开或关闭为 portfast 配置的端口时，交换机从不生成 TCN。●

启用端口上的 portfast，在这些端口上，已连接的主机很可能会使这些端口的链路接通和断开（通
常为用户经常重新通电的终端站）。此功能对服务器端口应该不是必要的。在通往集线器或其他网
桥的端口上应该明确地避免使用此功能。在冗余链路上直接转换到转发状态的端口可能引起临时桥
接环路。

拓扑更改可能非常有用，因此请不要在其链路接通或断开是网络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的端口上启用
portfast。

跟踪 TCN 的源

拓扑更改通知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作为一名优秀的网络管理员，最好了解拓扑更改的原因，以
便确保它们与真正的问题无关。识别发出拓扑更改的网桥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然而，它在技术上
并不复杂。

大多数网桥仅计数它们发出或接收的 TCN 数。Catalyst 4500/4000、5500/5000 和 6500/6000 能够
显示端口和网桥的 ID，此网桥发送它们接收的最后的拓扑更改。从根网桥开始，然后可以下行到初
始器网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show spantree statistics 命令。

如果您得到来自 Cisco 设备的 show spantree statistics 命令输出，请使用命令输出解释程序（仅限
注册用户）显示潜在问题和解决方法。若要使用命令输出解释程序（仅限注册用户），您必须作为
注册用户登录，并启用 JavaScript。

结论

这里要考虑的重点是，TCN 不启动 STP 重新计算。这种可能性源自 TCN 通常与不稳定的 STP 环
境相关联的事实；TCN 是这种可能性的后果，而不是原因。TCN 只影响老化时间。它不更改拓扑
，也不创建环路。

拓扑更改的数量或速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要了解拓扑更改的意义。正常运行的网络可以体验高
速率的拓扑更改。但是，应该与重大活动理想地说涉及一次拓扑更改在网络类似增长或下降的服务
器或过渡的链路。这通过启用接通和断开端口上的 portfast 作为正常操作的一部分来实现。

https://www.cisco.com/cgi-bin/Support/OutputInterpreter/home.pl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https://www.cisco.com/cgi-bin/Support/OutputInterpreter/home.pl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相关信息

了解和配置 Catalyst 交换机上的生成树协议 (STP)●

生成树协议问题及相关设计注意事项●

交换机产品支持●

LAN 交换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389/tk621/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09467c.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389/tk621/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0951ac.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psa/default.html?mode=prod&amp;level0=268438038&amp;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psa/default.html?mode=tech&amp;level0=268435696&amp;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