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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搭建 SDN 网络的实际案例。

Abstract：
SDN separates the control plane of the network from the data forwarding plane，adopts centralized control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distributed control，and implements the“software definition”network architecture through open and programmable interface. It introduces the mainstream SDN technology，the evolution of the physical network architecture，how to form the overlay network，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SDN and computing virtualization，and the docking of SDN controller and 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compared，a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advice is given. Finally，a practical case of
SDN network building in a cloud data center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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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SDN 是适应云数据中心在计算虚拟化后对网络
虚拟化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是 ICT 产业整体软件化
的体现，也是商业利益博弈的结果。云数据中心不同
租户使用的计算与存储资源，可通过成熟的虚拟化、
自动化管理技术，保持较高的隔离性及稳定性，并且
可方便地进行调度管理。而云数据中心提供给租户
的分布式计算和存储服务均离不开底层网络资源的
支持。
当前云计算中心的网络流量已经从传统的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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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量”为主变为以“东西流量”为主。因此网络作为
云计算中心数据传输的通道、连接各种资源的桥梁，
对服务质量（QoS）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 SDN 技术为
代表的网络资源虚拟化及自动化管理也成为了云计
算技术的下一个发展方向。

1 SDN 技术介绍
SDN 将网络的控制平面与数据转发平面进行分
离，采用集中控制替代原有分布式控制，并通过开放
和可编程接口实现“软件定义”的网络架构。根据对
SDN 技术的不同理解，可分为经典的 SDN 和广义的
SDN。
业界普遍认可的 SDN 定义是指开放网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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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Open Network Foundation）给出的基于 Open⁃
Flow 的 SDN 定义，强调控制面与转发面的分离，强调
网络的逻辑集中控制和开放可编程。其中，OpenFlow
属于南向接口协议，也是 ONF 给出的 SDN 架构中的首
个标准协议。
随着软件定义内涵的不断发展，业界对 SDN 的认
识逐渐深化。现在 SDN 已经从初始的基于 OpenFlow
的狭义定义转变为更广泛意义上的 SDN 概念。广义
的 SDN 泛指向上层应用开放接口，实现软件编程控制
的各类基础网络架构。在 ONF 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两大标准组
织 的 推 动 下 ，业 界 逐 渐 形 成 以 OpenFlow、Overlay 和
I2RS 为代表的三大技术流派。此外，越来越多的其他
技术也开始被纳入到 SDN 范畴等。
a）应用层：处于 SDN 的网络架构的最上层，是
表1

技术
OpenFlow
Overlay
I2RS

技术成熟度

SDN 的核心价值所在。用户根据业务需求调用控制
器开放的网络编程接口编写应用程序，定义网络行
为，实现应用创新。
b）控制层：控制层包含一个或多个控制器，负责
修改和控制底层网络设备的转发行为。
c）基础设施层：理想 SDN 要求网络硬件实现软硬
件分离和控制转发分离，要求网元硬件去智能化和去
定制化，向开放、标准、统一的通用商品硬件演进。
d）运维管理系统：负责 SDN 整体架构的监控与管
理，确保网络正确运行。

2 云数据中心 SDN 部署
2.1 主流 SDN 技术
从表 1 的对比可知，Overlay 相比其他 2 种技术更
为成熟，是当前最适合云数据中心部署的 SDN 方案。

主流 SDN 技术路线对比表

商品成熟度

适用性

发展判断

在特定场景下的可行性已被
业内已有商用产品(交换机、控 适合应用于云数据中心；未来可 整体成熟度不高，在复杂场景的
证明；转发面、控制面、算法
制器、应用)和解决方案，但整体 能规模应用于数据中心、接入 应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面临算
和架构等方面仍有诸多问
水平有待提高
网、无线网等
法、架构、硬件等问题
题，
暂不具备规模应用能力
方案可行，隧道技术相对成 实现上的兼容性较差，商品化程 场景相对明确，可满足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场景的 SDN 主流方案
熟；
实现上的兼容性较差
度和产品功能、性能有待提高 对虚拟化、多租户承载的需求
现有网元设备级控制能力开放，
标准进展缓慢，技术远未成 除 Cisco ONEPK 外，暂无其他商
完全依赖于传统产业链，严重依
可根据业务需求进行一定的定
熟
业解决方案
赖厂家的具体实现
制开发

2.2 Overlay SDN 组网方式
根 据 使 用 的 Hypervisor 和 控 制 器 不 同 ，Overlay
SDN 主流组网方式有 4 种，
如图 1 所示。
Overlay SDN 组网的 4 种模式下的特点和优缺点
如表 2 所示。表 2 中模式 1 和模式 2 使用通用服务器+
软件作为 Overlay 网关，软件网关南北向流量性能有
限，适合网关流量≤20 Gbit/s 的中小云数据中心，且模
式 2 由于 SDN 方案与 Hypervisor 方案由不同厂商提供，
有利于降低厂商绑定风险，但兼容难度较大。模式 3
和模式 4 使用专用硬件作为 Overlay 网关，硬件网关南
北向流量性能较好，适合网关流量＞20 Gbit/s 的大型
云数据中心，模式 4 由于 SDN 方案与 Hypervisor 方案由
不同厂商提供，有利于降低厂商绑定风险，但兼容难
度较大。
云数据中心可根据自身的项目情况，灵活选择不
同的 SDN 组网模式。
2.3 与计算虚拟化的兼容
NVE 作为隧道起始点，在 SDN 网络的最边缘，部

署位置与计算虚拟化方式有着紧密关系。NVE 主要
SDN 模式 1

SDN 模式 2
vGW

vSwitch

vGW

vSwitch

同厂家 Hypervisor
SDN 模式 3

异厂家 Hypervisor

硬件网关

vSwitch

同厂家 Hypervisor

图1

vSwitch

SDN 模式 4

硬件网关

vSwitch

vSwitch

vSwitch

vSwitch

异厂家 Hypervisor

Overlay SDN 主流组网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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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式 1

组网模式

Overlay SDN 主流组网方式对比表
模式 2

模式 3

①以虚拟交换机作为隧道终结
①以虚拟交换机作为隧道终结点 ①以虚拟交换机作为隧道终结点
点
②部署软件 Overlay 网关
②部署软件 Overlay 网关
方案特点
②部署硬件 Overlay 网关
③ SDN 方 案 与 Hypervisor 方 案 由 ③SDN 方案与 Hypervisor 方案由不
③SDN 方案与 Hypervisor 方案由
同一厂商提供
同厂商提供。
相同厂商提供
①部署灵活，不改变底层物理网
络
②基于通用服务器
③软件网关南北向流量性能有限
优缺点
④ SDN 与 底 层 Hypervisor 兼 容 性
高
⑤生态链封闭，存在厂商绑定的
风险

模式 4
①以虚拟交换机作为隧道终结点
②部署硬件 Overlay 网关
③SDN 方案与 Hypervisor 方案由
不同厂商提供

①部署灵活度受限
②需引入专用硬件设备
③硬件网关南北向流量性能较
好
④SDN 与底层 hypervisor 兼容性
高
⑤生态链封闭，存在厂商绑定的
风险

①部署灵活度受限
②需引入专用硬件设备
③硬件网关南北向流量性能较好
④ SDN 与 底 层 hypervisor 兼 容 程
度较难保证
⑤有利于降低厂商绑定风险

①中大规模的私有云场景
①中小规模的私有云场景
①中小规模的公有云和私有云场
②网关性能要求较高（＞20Gbit/
②网关性能要求不高（≤20 Gbit/s）景
使用场景
s）
③云数据中心仅部署单一 Hyper⁃ ②网关性能要求不高（≤20 Gbit/s）
③云数据中心仅部署单一 Hy⁃
visor
③云数据中心部署多种 Hypervisor
pervisor

①中大规模的公有云和私有云场
景
②网关性能要求较高（＞20 Gbit/
s）
③云数据中心部署多种 Hypervi⁃
sor

①部署灵活，不改变底层物理网络
②基于通用服务器
③软件网关南北向流量性能有限
④SDN 与底层 Hypervisor 兼容程度
较难保证
⑤有利于降低厂商绑定风险

存在 3 种部署方式，如图 2 所示。
方式 1：由硬件设备作为 NVE，需要较高的硬件成
本，对计算虚拟化接口开放要求较低，计算虚拟化对
接性能高，
在带宽、时延、丢包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方式 2：由嵌入 Hypervisor 作为 NVE，无需专用硬
件，对计算虚拟化接口开放依赖程度高，对接性能一
般低于基于硬件设备的对接，高于基于虚拟机 NVE 的
对接。
方式 3：由虚拟机作为 NVE，无需专用硬件，对计
算虚拟化接口开放要求较低，但计算虚拟化对接性能
较低。
一个云数据中心 Overlay SDN 方案可能有不同的
NVE 实现方式，在 SDN 方式选择时需注意根据实际情
况，考虑 SDN 对底层计算虚拟化的兼容方案。
2.4 与云管理平台对接
硬件 NVE

目前有 2 种方式实现 SDN 方案与云管理平台的对
接，一是由 SDN 控制器通过南向协议控制 NVE 等网
元，云管理平台通过调用 SDN 控制器开放的 API 实现
对接。二是在云管理平台中新增 SDN 控制的模块，该
模块通过南向协议控制 NVE 和网关等网元。2 种对接
方式如图 3 所示。
目前主流的 SDN 控制器普遍提供了 OpenStack 插
件。因此，云数据中心应优先考虑方式 1，云管理平台
通过北向接口和 SDN 控制器对接。

3 部署案例
某企业数据中心为方便运维管理并实现虚机在
数据中心内的自动漂移，搭建了 SDN 网络。由于是中
小企业的数据中心，数据流量较小，选择软件 SDN 组
网，采用 VMware 公司的 NSX 软件搭建 SDN 网络，如图

NVE/vSwitch

vSwitch

vSwitch

NVE
VM

VM

VM

虚拟化主机
方式 1：硬件形态的 NVE

虚拟化主机
方式 2：
嵌入 Hypervisor 的 NVE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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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NVE 的 3 种部署方式

VM

VM

虚拟化主机
方式 3：
虚拟机形态的 N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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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管理平台

云管理平台

插件

SDN 控制组件

北向接口（RESTAPI） 南向协议
SDN 控制器 南向协议

NVE

Overlay 网关

NVE

方式 1：
管理平台通过插件对接控制器

图3

Overlay 网关

方式 2：
管理平台实现控制器功能

云管理平台与 SDN 对接的方式

4 所示。为保证与计算虚拟化的良好兼容，计算虚拟
化和 SDN 网络均采用 VMware 公司的产品。

互联网

万兆以太网链路
8G FC-SAN 链路

核心交换机

4 小结
本文从工程建设的角度详细介绍了主流的 SDN
技术，物理网络架构的演变，如何组建 Overlay 网络，
SDN 与计算虚拟化的兼容以及 SDN 控制器与云管理
平台的对接等技术问题，并对各种建设方式进行了技
术必选，给出了合理的建设意见，最后给出了一个云
数据中心搭建 SDN 网络的实际案例。

接入交换机
SDN 网关

SDN 控制器
虚拟机
管理和 Edge
集群

3.2 共享存储
所有物理服务器的 HBA 卡通过 FC 交换机汇聚，
然后连接磁盘阵列，为所有物理服务器提供统一的共
享存储，所有虚拟的镜像文件存储在共享存储当中，
以方便虚机偏移。
3.3 物理网络配置
每台 ESXi 主机（物理机安装虚拟化软件后称为
ESXi 主机）的千兆网卡用于搭建管理网络，含 vCenter
Management 和 vMotion 服务。服务器上联的以太网交
换机端口均设置为 VLAN Trunk Port。所有 IP 子网之
间采用 Layer 3 路由，采用标准的 OSPF 动态路由协议。
3.4 虚拟网络逻辑拓扑
采用 VMware NSX 搭建的 SDN 网络环境，通过标
准的 VxLAN 协议支持多租户和 IP 地址复用。可以为
每个租户分配独立的 NSX Edge 网关服务，配置南北向
防火墙、网络负载均衡、VPN 和 NAT 等服务。不同的
租户内部可以通过分布式逻辑路由 DLR 优化东西向
流量，可以通过 IP 子网、虚机 OS 类型、虚机名字等多
种对象方式建立东西向流量的分布式防火墙 DFW 安
全策略。

计算集群 1

计算集群 2

计算集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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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中心 SDN 网络拓扑图

3.1 主机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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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处理器，256 GB 系统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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