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1 

第22章 
 

   传递、转发和路由选择 



22.2 

22-1   传递 

网络层负责用底层物理网络处理分组，我们定义这
种处理为分组的传递。 

直接传递和间接传递 

本节讨论： 



22.3 

图 22.1  直接传递和间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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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转发 

转发是指将分组路由到它的目的端。转发要求主机
或路由器有一个路由表。当主机有分组要发送时，
或是路由器已收到一个分组要转发时，就要查找路
由表以便求得到达最终目的端的路由。 

转发技术 

转发过程 

路由表 

本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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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路由方法与下一跳方法 



22.6 

图 22.3  特定主机方法与特定网络方法 



22.7 

图 22.4  默认方法 



22.8 

图 22.5  无类地址简化的转发模块 



22.9 

在无类寻址中，一个路由表至少要有4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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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22.6的网络配置，做出R1的路由表 

例 22.1 

解：表22.1是相应的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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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图 22.6中路由器R1的路由表 



22.12 

如果图22.6中的一个目的地址为180.70.65.140的分组到
达路由器R1，说明其转发过程。 

例 22.2 

解： 

路由器执行下列步骤： 

1. 第一个掩码 （/26） 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其结果是
180.70.65.128，它与对应的网络地址不匹配； 

2. 第二个掩码（/25）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其结果是
180.70.65.128，它与对应的网络地址匹配。将下一跳地
址（nex-hop address）和接口号m0传送到ARP做进一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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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22.6中的一个目的地址为 210.4.22.35的分组到达
路由器R1，说明其转发过程。 

例 22.3 

解： 

路由器执行下列步骤： 

1. 第一个掩码（/26）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其结果是
210.4.22.0，它与对应的网络地址不匹配（第一行） 

2. 第二个掩码（/25）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其结果是
210.4.22.0，它与对应的网络地址不匹配（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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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3 (续) 

3. 第三个掩码（/24）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其结果是
201.4.22.0，它与对应的网络地址匹配。分组的目的地
址和接口号m3传送到ARP。 



22.15 

如果图 22.6中的一个目的地址为 18.24.32.78的分组到
达路由器R1，说明其转发过程。 

例 22.4 

解： 

这时所有掩码作用于这个目的地址都与网络地址不匹
配。当它到达表的尾部时，模块将下一跳地址
180.70.65.200和接口号m2传送到ARP。这就是需要通
过路由器转发到因特网某处的输出包。 



22.16 

图 22.7  地址聚合 



22.17 

图 22.8  最长掩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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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层路由选择（hierarchical routing）,让我们考虑
图 22.9.区域 ISP被授予以地址120.14.64.0开始的16384

个地址。区域 ISP决定将这个块划分为4个子块，每块
4096个地址。其中的3个子块分别指派给3个本地 ISP，
而第2子块保留作将来使用。注意：由于原始块的掩码
是/18，因此每块的掩码是/20. 

例 22.5 

第一个本地ISP将已指派给它的子块划分成8个较小的
子块，每一个指派给一个小的 ISP。每个小的ISP对
128个家庭（H001到H128）提供服务，每个家庭使用4

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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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本地ISP将它的块划分成4个子块，并将地址指
派给4个大型的组织机构（LOrg01到LOrg04）。 

例 22.5 (续) 

在这种配置中，存在层次结构。在因特网上的所有路
由器将带有目的地址从120.13.64.0到120.14.127.255的
分组发送到区域ISP。 

第三个本地ISP将它的块划分成16个子块，并将每个子
块指派给一个小型的组织机构（SOrg01到SOrg16），
每一个小型的组织机构有256个地址，掩码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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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ISP层次结构路由选择 



22.21 

图22.10  路由表中常用的字段 



22.22 

在UNIX或者LINUX 操作系统下，可用于查找路由信息
和路由表内容的一个命令是netstat。下面显示了一个默
认服务器的内容列表。我们在命令中使用了两个选项r和
n，其中选项 r表示我们对路由表感兴趣，而选项n是查
找地址的数字形式。注意：这是一个主机的路由表，而
不是路由器的。尽管我们整章都在讨论路由器的路由表
，实际上主机也是需要路由表的。 

例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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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6 (续) 

此处目的端列定义网络地址。UNIX中的网关与路由器同
义，该列定义下一跳地址。值0.0.0.0表示传递是直接的
。最后一行中的G表示了通过一个路由器（默认路由器
）到达目的端。Iface列定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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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6 (续) 

通过在给定接口（etho）上使用ipconfig命令可以查找到
有关服务器IP地址和物理地址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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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例 22.6的服务器的配置 



22.26 

22-3   单播路由选择协议 

路由表可以使静态的也可以使动态的。静态路由表
是由人工输入项目，而动态路由表在互联网中某处
有变化时就会自动地更新。 路由选择协议是一些规
则和过程的组合，使得在互联网中的各路由器能够
彼此互相通知这些变化。  

优化原则 

域内部和域间路由选择 

距离向量路由选择和 RIP 

链路状态路由选择和 OSPF 

路径向量路由选择和 BGP 

本节主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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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2  自治系统 



22.28 

图22.13  流行的路由选择协议 



22.29 

图 22.14  距离向量路由选择表 



22.30 

图 22.15  距离向量路由选择的初始表 

Step1: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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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向量路由选择中，每个节点与它的邻
站周期性地或有变化时共享它的路由表。 

注意 

Step2: 共享路由信息 

1. 每个节点向邻居结点共享它的完整路由表 

2.表中的第三列是没有用的，邻站收到一个表的时候，把第三列
都用发送方的节点名替代。 



22.32 

图22.16  距离向量更新 Step3: 更新 

1. 接收节点在表的第二列中的每一个值加上它与发送节
点之间的代价值。 

2. 接收节点把发送节点名加入作为第三列 

3. 将修改后的表与旧表的响应行进行比对， 

（1）若下一个节点项目不同，则接收节点选取具有最小
代价的行。 

（2）若下一个节点项目相同，则接收节点选取新行。 

4. 更新周期：30s，定期更新 

5. 触发更新：当路由表有变化的时候 



22.33 

图 22.17  两个节点不稳定性 

1.定义无穷大为一个较小的数值，RIP协议为 

2. 分割范围（split horizon）:发送表的一部分，发送路由表
之前，先删除自己路由表的最后一行。最后一次更新后，系统
稳定； 

3. 毒性逆转（poison reverse）：分割范围的缺点是有定时器
。二者结合：用无穷大做警告“不要使用这个值，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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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8  三个节点不稳定性 

设：发现X不可达后，A发送一个分组给B通知路径情况，B立
即更新它的路由表，可是到C的分组丢失，C根本不知道情况
，仍然认为A到X的距离为5； 

稍后，C想B发送路由表，其中包含到X的路径，B因此糊涂了
!!!，下面怎么办？ 



RIP路由协议:“距离”的定义  

 从一路由器到直接连接的网络的距离定义为 1。 

 从一个路由器到非直接连接的网络的距离定义为所经过的路由器数
加 1。 

 RIP 协议中的“距离”也称为“跳数”(hop count)，因为每经过一
个路由器，跳数就加 1。 

 RIP 认为一个好的路由就是它通过的路由器的数目少，即“距离短
”。 

 RIP 允许一条路径最多只能包含 15 个路由器。 

 “距离”的最大值为16 时即相当于不可达。可见 RIP 只适用于小型
互联网。 

 RIP 不能在两个网络之间同时使用多条路由。RIP 选择一个具有最
少路由器的路由（即最短路由），哪怕还存在另一条高速(低时延)
但路由器较多的路由。    

 



RIP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三个要
点  

 仅和相邻路由器交换信息。  

 交换的信息是当前本路由器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即自己
的路由表。  

 按固定的时间间隔交换路由信息，例如，每隔 30 秒。  



RIP路由协议:路由表的建立  

 路由器在刚刚开始工作时，只知道到直接连接的网络的

距离（此距离定义为1）。 

 以后，每一个路由器也只和数目非常有限的相邻路由器

交换并更新路由信息。 

 经过若干次更新后，所有的路由器最终都会知道到达本

自治系统中任何一个网络的最短距离和下一跳路由器的

地址。 

 RIP 协议的收敛(convergence)过程较快，即在自治系统

中所有的结点都得到正确的路由选择信息的过程。  



RIP路由协议:距离向量算法 
收到相邻路由器（其地址为 X）的一个 RIP 报文： 

(1) 先修改此 RIP 报文中的所有项目：将“下一跳”字段中的地址都改为 

X，并将所有的“距离”字段的值加 1。 

(2) 对修改后的 RIP 报文中的每一个项目，重复以下步骤： 

若项目中的目的网络不在路由表中，则将该项目加到路由表中。 

    否则 

       若下一跳字段给出的路由器地址是同样的，则将收到的项 目 替换

原路由表中的项目。 

       否则  

           若收到项目中的距离小于路由表中的距离，则进行更新， 

 否则，什么也不做。 

(3) 若 3 分钟还没有收到相邻路由器的更新路由表，则将此相邻路 由器

记为不可达的路由器，即将距离置为16（距离为16表 示不可达）。 

(4) 返回。 



RIP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位置  

 RIP 协议使用运输层的用户数据报 UDP进行传送（使用 

UDP 的端口 520）。 

 因此 RIP 协议的位置应当在应用层。但转发 IP 数据报的

过程是在网络层完成的。  



 4 字节 

RIP 报文 

RIP路由协议: RIP2 协议的报文格式  

路由信息 

（20 字节/路由） 

可重复出现 

最多 25 个 

IP 数据报 

路由标记 

网络地址 

地址族标识符 

距离 (1-16) 

  IP  
首部 

UDP  
首部 

首部 路由部分 

必为 0 版本 命令 

 4 字节 

子网掩码 

下一跳路由器地址 

UDP 用户数据报 



RIP路由协议: RIP2 的报文 

 由首部和路由部分组成: 

 RIP2 报文中的路由部分由若干个路由信息组成。每个路

由信息需要用 20 个字节。地址族标识符（又称为地址类

别）字段用来标志所使用的地址协议。 

 路由标记填入自治系统的号码，这是考虑使RIP 有可能

收到本自治系统以外的路由选择信息。再后面指出某个

网络地址、该网络的子网掩码、下一跳路由器地址以及

到此网络的距离。   



RIP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优缺
点  

 RIP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网络出现故障时，要经过比较长

的时间才能将此信息传送到所有的路由器。 

  RIP 协议最大的优点就是实现简单，开销较小。 

 RIP 限制了网络的规模，它能使用的最大距离为 15（16 

表示不可达）。 

 路由器之间交换的路由信息是路由器中的完整路由表，

因而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开销也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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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9  使用 RIP的区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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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  链路状态路由选择的概念 



内部网关协议 OSPF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 

OSPF 协议的基本特点 

 O：“开放”表明 OSPF 协议不是受某一家厂商控制，而

是公开发表的。 

 SPF：“最短路径优先”是因为使用了 Dijkstra 提出的最

短路径算法 

 OSPF 只是一个协议的名字，它并不表示其他的路由选择

协议不是“最短路径优先”。 

 是分布式的链路状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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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  链路状态知识 



链路状态路由选择 

 1. 为每个节点建立链路状态分组(LSP)的链
路状态； 

 2. 使用flooding的方法向其他路由器扩散
LSP 

 3. 为每个节点构造一个最短通路树 

 4. 基于最短路径树计算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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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P的生成 

 设它可携带最小的数据量： 

 节点的ID，链路清单，序列号和寿命 

 产生的时机： 

 区域(Area)内的拓扑有变化的时候 

 周期性的产生：60分钟~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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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ing 

 1. 为每个节点创建LSP，把那个从每个接口
发送LSP副本 

 2. 收到LSP的每个节点与已有的副本比较，
若是旧的，丢弃；若是新的，则： 

 （1）丢弃旧的，保留新的 

 （2）节点通过每个接口(除过接收副本的接
口)，再次转发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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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路径树 

 采用Dijkstra算法，构造最短路径树
(shortest path tree)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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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Dijkstra算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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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3  最短路径树构成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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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节点A 的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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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4  自治系统中的区域 OSPF协议 

1.Area是AS中一些网络、主机和路由器的集合，区域之间是互
联的； 

2. 一个Area中，路由器都使用Flooding传送路由信息 

3. 每个区域都是由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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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5  链路的类型 

若主干路由器和Area之间的连通性被破坏了，就必须建一条
虚链路(Virtual Link)，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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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6  点到点链路 



22.57 

图 22.27  过渡链路 

过渡链路是一种连接多个路由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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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8  残桩链路 

残桩网络是只连接到一个路由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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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9  一个自治系统的例子及其OSPF 图形表示 
5个网络和6个路由器构成的小型AS 

只有三个残桩路由器N2，N4，N5 

正方向---路由器 

椭圆形---网络 



OSPF路由协议：三个要点  

 向本自治系统中所有路由器发送信息，这

里使用的方法是洪泛法。 

 发送的信息就是与本路由器相邻的所有路

由器的链路状态，但这只是路由器所知道

的部分信息。 

 “链路状态”就是说明本路由器都和哪些路由

器相邻，以及该链路的“度量”(metric)。  

 只有当链路状态发生变化时，路由器才用

洪泛法向所有路由器发送此信息。   



OSPF路由协议：链路状态数据库 
(link-state database)  

 由于各路由器之间频繁地交换链路状态信

息，因此所有的路由器最终都能建立一个

链路状态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实际上就是全网的拓扑结构图

，它在全网范围内是一致的（这称为链路

状态数据库的同步）。 

 OSPF 的链路状态数据库能较快地进行更新

，使各个路由器能及时更新其路由表。

OSPF 的更新过程收敛得快是其重要优点。   



OSPF路由协议： OSPF 的区域(area)  

 为了使 OSPF 能够用于规模很大的网络，

OSPF 将一个自治系统再划分为若干个更

小的范围，叫作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 32 bit 的区域标识符

（用点分十进制表示）。 

 区域也不能太大，在一个区域内的路由器

最好不超过 200 个。   



自治系统 AS 

OSPF路由协议： OSPF 划分为两种不同的
区域  

区域 0.0.0.1 区域 0.0.0.3 

主干区域 0.0.0.0 

至其他自治系统 

R9 

R7 

R6 

R5 

R4 

R3 

R2 

R1 

网 8 

网 6 

网 3 

网 2 

网 1 

网 7 

区域 0.0.0.2 

网 4 
网 5 

R8 

• 主干路由器：R3,R4,R5,R6,R7 

• 区域边界路由器：R3,R4,R7 

• 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R6 



OSPF路由协议：划分区域  

 划分区域的好处就是将利用洪泛法交换链路状态信息的

范围局限于每一个区域而不是整个的自治系统，这就减

少了整个网络上的通信量。 

 在一个区域内部的路由器只知道本区域的完整网络拓扑

，而不知道其他区域的网络拓扑的情况。 

 OSPF 使用层次结构的区域划分。在上层的区域叫作主干

区域(backbone area)。主干区域的标识符规定为0.0.0.0

。主干区域的作用是用来连通其他在下层的区域。   



OSPF路由协议： OSPF 直接用 IP 数据报
传送  

 OSPF 的位置在网络层，OSPF 不用 UDP 

而是直接用 IP 数据报传送。 

 OSPF 构成的数据报很短。这样做可减少路

由信息的通信量。 

 数据报很短的另一好处是可以不必将长的

数据报分片传送。分片传送的数据报只要

丢失一个，就无法组装成原来的数据报，

而整个数据报就必须重传。  



OSPF路由协议： OSPF 的其他特点  

 OSPF 对不同的链路可根据 IP 分组的不同服务类型（TOS）而设置成

不同的代价。因此，OSPF 对于不同类型的业务可计算出不同的路由

。 

 多路径间的负载平衡：如果到同一个目的网络有多条相同代价的路径

，那么可以将通信量分配给这几条路径。。 

 保证仅在可信赖的路由器之间交换链路状态信息：所有在 OSPF 路由

器之间交换的分组都具有鉴别的功能。 

 支持可变长度的子网划分和无分类编址 CIDR。 

 每一个链路状态都带上一个 32 bit 的序号，序号越大状态就越新。 



IP 数据报 

OSPF路由协议： OSPF 分组  

IP数据报首部 OSPF 分组 

OSPF 分组首部 类型 1 至类型 5 的 OSPF 分组 

24 字节 

0 8 16 31 

版    本 

路    由    器    标    识    符 

类    型 分    组    长    度 

检   验   和 

鉴            别 

比特 

鉴            别 

区    域    标    识    符 

鉴    别    类    型 



OSPF路由协议： OSPF 的五种分组类型 

 类型1，问候(Hello)分组。 

 类型2，数据库描述(Database Description)分组。 

 类型3，链路状态请求(Link State Request)分组。 

 类型4，链路状态更新(Link State Update)分组，用洪泛

法对全网更新链路状态。 

 类型5，链路状态确认(Link State Acknowledgment)分组

。  



OSPF路由协议： OSPF的基本操作  

问候 

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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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数据库的同步 

新情况下的同步 



OSPF路由协议： OSPF 使用的是可靠的洪
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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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F路由协议： OSPF 的其他特点  

 每两个相邻路由器每隔10s交换1次问候分组。 

 若由40s未收到某个相邻路由器发来的问候分组，则可认为该相邻路

由器是不可达，应修改链路状态数据库，并重新计算路由表。 

 OSPF 还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如 30 分钟，要刷新一次数据库中的链

路状态。  

 由于一个路由器的链路状态只涉及到与相邻路由器的连通状态，因

而与整个互联网的规模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当互联网规模很大时，

OSPF 协议要比距离向量协议 RIP 好得多。  

 OSPF 没有“坏消息传播得慢”的问题，据统计，其响应网络变化的

时间小于 100 ms。  



OSPF路由协议：指定的路由器 
(designated router)  

 多点接入的局域网采用了指定的路由器的方法，使广播的信息量大

大减少。 

 指定的路由器代表该局域网上所有的链路向连接到该网络上的各路

由器发送状态信息。  



OSPF路由协议： OSPF 支持三种网络的连
接  

 (1) 两个路由器之间的点对点连接 

 (2) 具有广播功能的局域网 

 (3) 无广播功能的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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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0  路径向量路由选择的初始路由表 路径向量路由选择 

Step1:初
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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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1  三个独立系统的稳定表 

Step2:共享 

Step3:更新 1. 预防回路 

2. 策略路由选择 

3. 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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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  内部和外部 BGP会话 BGP 

AS分为三类： 

1. 残桩AS 

2. 多接口AS 

3 转送AS 



外部网关协议 BGP 

 边界网关协议BGP (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 是不同自治系统的路由器之间交

换路由信息的协议。  

 BGP 的较新版本是 1995 年发表的 BGP-4

（BGP 的第 4 个版本）。  

 可以将 BGP-4 简写为 BGP。  



BGP 协议的特点 

 BGP 协议交换路由信息的结点数量级是自治系统数的量级，这要比这

些自治系统中的网络数少很多。 

 每一个自治系统中 BGP 发言人（或边界路由器）的数目是很少的。

这样就使得自治系统之间的路由选择不致过分复杂。   

 BGP 支持 CIDR，因此 BGP 的路由表也就应当包括目的网络前缀、下

一跳路由器，以及到达该目的网络所要经过的各个自治系统序列。 

 在BGP 刚刚运行时，BGP 的邻站是交换整个的 BGP 路由表。但以后

只需要在发生变化时更新有变化的部分。这样做对节省网络带宽和减

少路由器的处理开销方面都有好处。 



BGP 使用的环境  

 因特网的规模太大，使得自治系统之间路由选择非常困难。  

 对于自治系统之间的路由选择，要寻找最佳路由是很不现实

的。  

 自治系统之间的路由选择必须考虑有关策略。 

 因此，边界网关协议 BGP 只能是力求寻找一条能够到达目

的网络且比较好的路由（不能兜圈子），而并非要寻找一条

最佳路由。   



BGP 发言人  

 每一个自治系统的管理员要选择至少一个

路由器作为该自治系统的“BGP 发言人” 

。 

 一般说来，两个 BGP 发言人都是通过一个

共享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而 BGP 发言人往

往就是 BGP 边界路由器，但也可以不是 

BGP 边界路由器。  



BGP 交换路由信息 

 一个 BGP 发言人与其他自治系统中的 BGP 发言人要交换

路由信息，就要先建立 TCP 连接，然后在此连接上交换 

BGP 报文以建立 BGP 会话(session)，利用 BGP 会话交换

路由信息。 

 使用 TCP 连接能提供可靠的服务，也简化了路由选择协

议。 

 使用 TCP 连接交换路由信息的两个 BGP 发言人，彼此成

为对方的邻站或对等站。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For use with TCP/IP internets 

 Preferred EGP of the Internet 

 Messages sent over TCP connections 

 Open 

 Update 

 Keep alive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Neighbor acquisition 

 Neighbor reachability 

 Network reachability 

 



BGP 发言人和 
自治系统 AS 的关系  

BGP 发言人 

BGP 
发言人 

BGP 发言人 

BGP 发言人 

BGP 
发言人 AS1 

AS3 

AS2 

AS5 

AS4 



自治系统连通图  

 BGP 发言人互相交换网络可达性的信息后，各 BGP 发言

人就可找出到达各自治系统的比较好的路由。  

AS1 

AS6 

AS2 

AS3 

AS5 

AS4 

AS7 

AS8 



BGP 发言人交换路径向量  

主干网 

（AS1） 

地区 ISP 

（AS2） 

地区 ISP 

（AS3） 

本地 ISP（AS4） 

N1， N2 

本地 ISP（AS5） 

N3， N4 

本地 ISP（AS6） 

N5 

本地 ISP（AS7） 

N6， N7 

自治系统 AS2 的 BGP 发言人通知主干网的 BGP 发言人：“要到
达网络 N1, N2, N3 和 N4 可经过 AS2。”  



BGP Messages 



BGP-4 共使用四种报文  

 (1) 打开(Open)报文，用来与相邻的另一

个BGP发言人建立关系。 

 (2) 更新(Update)报文，用来发送某一路

由的信息，以及列出要撤消的多条路由。 

 (3) 保活(Keep alive)报文，用来确认打开

报文和周期性地证实邻站关系。 

 (4) 通知(Notificaton)报文，用来发送检测

到的差错。 



BGP 报文的格式  

4 字节 

类    型 长            度 

标        记 

BGP 报文的数据部分 可变长度 

首部长度 

19 字节 



BGP Procedure 

 Open TCP connection 

 Send Open message 

 Includes proposed hold time 

 Receiver selects minimum of its hold time 
and that sent 

 Max time between Keep alive and/or update 
messages 

 

 

 



Message Types 

 Keep Alive 

 To tell other routers that this router is still here 

 Update 

 Info about single routes through internet 

 List of routes being withdrawn 

 Includes path info 

 Origin (IGP or EGP) 

 AS_Path (list of AS traversed) 

 Next_hop (IP address of boarder router) 

 Multi_Exit_Disc (Info about routers internal to AS) 

 Local_pref (Inform other routers within AS) 

 Atomic_Aggregate, Aggregator (Uses address tree structure to 
reduce amount of info needed) 



Uses of AS_Path and Next_Hop 

 AS_Path 

 Enables routing policy 

 Avoid a particular AS 

 Security 

 Performance 

 Quality 

 Number of AS crossed 

 Next_Hop 

 Only a few routers implement BGP 

 Responsible for informing outside routers of routes 
to other networks in AS 



Notification Message 

 Message header error 
 Authentication and syntax 

 Open message error 
 Syntax and option not recognized 

 Unacceptable hold time 

 Update message error 
 Syntax and validity errors 

 Hold time expired 
 Connection is closed 

 Finite state machine error 

 Cease 
 Used to close a connection when there is no error 



BGP Rout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in AS, router builds topology picture 

using IGP 

 Router issues Update message to other 
routers outside AS using BGP 

 These routers exchange info with other 
routers in other AS 

 Routers must then decide best routes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1) 

 OSPF 

 IGP of Internet 

 Replaced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RIP) 

 Uses Link State Routing Algorithm 
 Each router keeps list of state of local links to 

network 

 Transmits update state info 

 Little traffic as messages are small and not 
sent often 

 RFC 2328 

 Route computed on least cost based on 
user cost metric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2) 

 Topology stored as directed graph 

 Vertices or nodes 

 Router 

 Network 

 Transit 

 Stub 

 Edges 

 Graph edge 

 Connect two router 

 Connect router to network 



Sample AS 



Directed  
Graph of AS 



Operation 

 Dijkstra’s algorithm used to find least cost 
path to all other networks 

 Next hop used in routing packets 



SPF Tree 
for Rou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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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多播路由选择协议 

在这一节，我们讨论多播与多播路由选择协议。 

单播、多播与广播 

应用 

多播路由选择 

多播路由选择协议 

本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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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3  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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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播中，路由器将接收到的分组仅从其端
口中的一个转发出去。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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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4  多播 



22.104 

在多播中，路由器可能通过它的多个 

端口将其所接收到的分组转发出去。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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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5  多播与多个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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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播仿真多播效率不高并可能产生长的延
迟，特别是对于大的分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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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播路由选择中，区域中的每一个路由器
都有一张表，该表定义了到可能目的地址的
一棵最短路径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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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6  单播路由选择中的最短路径树 



22.109 

在多播路由选择中，每个相关的路由器都要
为每个组构建一棵最短路径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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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7  基于源树方法 



22.111 

在基于源树方法中，对每个组每个路由器都
需要有一个最短路径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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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8  组共享树 



22.113 

在组共享树方法中，只有一个核心路由器，
它对多播所涉及的每一个组有一个最短路 

径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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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9  常用的多播路由选择协议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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