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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了達到實現訊務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時

控制平台軟體架構的一致性，我們採用 Quagga 的
架構1，將所有的路由協定軟體、信令協定軟體以及

管理模組整合在 Zebra 和 Vtysh 的平台上。我們

在 Quagga 架構加入 RSVP-TE 模組，並與其他模

組(如 OSPFd，LMd 和 MPLSADMd 等)溝通，整合

資 源 預 約 協 定 (RSVP-TE) 與 約 束 路 由 (CSPF; 
Constraint-based Shortest Path First)以實現訊務工

程。 
關鍵詞：訊務工程 資源預約協定、約束路由 
 
1. 前言 

訊務工程功能的運作能夠基於多重協定標籤

交換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1]技術，並且

能夠實現在標籤交換路由器 (Label Switching 
Routers)，使用常見的信令和標籤分配協定進行溝

通。對於 MPLS 在 IP 網路上訊務工程的實現在

"Extensions to RSVP for LSP tunnels" (RSVP-TE) [2] 
和 Constraint-based Routing - 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 (CR-LDP) [3] 文件中有詳細的描述。它是

由網際網路工程任務編組 MPLS 工作群所發展。資

源預約協定（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簡稱

RSVP）已經被發展在 MPLS 路由器的架構下主要

的信令和標籤分配協定，RSVP-TE 包含建立以及維

護一條明確的標籤交換路徑(Label Switched Paths)
所應該要有的物件（Objects）、封包格式（Packet 
formats）和程序（Procedures），明確路由(Explicit 
Route)的 LSPs 的建立即為訊務工程在基於 MPLS
的 IP 網路上的一種應用。 

然而在網際網路上提供服務品質保證（Quality 
of Service）能力對於現今以及未來的網路發展都是

不可或缺的，MPLS 和差別式服務（Differentiated 
Services），經由服務層級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可以提供端對端服務品質保證。SLA
為服務提供者與用戶之間的協議，它可以是動態或

是靜態所制定，靜態的 SLA 經由規律的準則（例如

每月或每年）來協議，動態的 SLA 使用一種信令協

定（例如 RSVP-TE）當有要求時便會協議一次。在

MPLS 網路 RSVP-TE 能夠建立一條符合 SLA 的轉

送路徑，然後差別式服務聚集相關的資料流到

LSPs，每條 LSPs 經由用戶的需要被分配對應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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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MPLS 藉由訊務工程去分配流量的負載並且由

約束路由取得明確的路徑之後由 RSVP-TE 去建立

指定的路徑，MPLS 本身並沒有提供 QoS 的保證，

但是經由差別式服務、約束路由和 RSVP-TE 的整

合，可以達到 QoS 的保證。 
在本篇論文中，我們整合約束路由和資源預約

協定在 Quagga 的開放軟體架構中實現訊務工程，

其中，為了達到此目的，我們擴充 RSVP-TE 相關

的部份，並且將它移植到 Quagga 架構之下，藉以

改善 RSVP-TE 軟體的獨立性以及標籤的取得方式。 
在章節安排的部份，第二節為相關背景介紹，

第三節主要說明 RSVP-TE 與 Quagga 相關的元件，

第四節為整合 RSVP-TE 和 CSPF 在 Quagga 軟體平

台上主要運作機制，第五節為整合結果的功能測試

及驗證，第六節為結論。 
 
2. 背景知識介紹 
2.1 MPLS-TE 

MPLS 網路架構如圖 1 所示，具有執行 MPLS 
功能的路由器都通稱為標籤交換路由器，根據不同

的處理功能而會有不同的 LSR。封包要進入一個

MPLS 架構的網路內必須先經過入口(Ingress)的
LSR，這一個 LSR 會幫封包貼上標籤，而核心(Core)
的 LSR  單純根據標籤進行交換的動作，最後在出

口(Egress)的 LSR  會把標籤撕掉，然後就回復成一

般 IP 層的傳送方式。從入口的 LSR 到出口的 LSR 
這一條路徑稱為標籤交換路徑。 

 
圖 1 MPLS 網路架構 

在 MPLS 網路，經由簡化封包的轉送處理之後

可以直接對轉送表進行索引，這個轉變是建立在讓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比 IP 目的端位址更短的固定長

度標籤。為了使 MPLS 擁有訊務工程的能力，有幾

個重要的構成要素(Components) 是 MPLS-TE 必須

具備的： 
 OSPF-TE 或 IS-IS TE 
 CSPF 演算法 
 RSVP-TE 或 CR-LDP 

2.2 OSPF-TE 
OSPF-TE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Traffic 

Engineering)[4]是擴充 OSPF 的連接狀態傳播(Link 
State Advertisement)，所擴充 LSA 稱為 Opaque 



LSA，OSPF-TE 是利用 Opaque LSA 去挾帶 Traffic 
Engineering 的參數來支援訊務工程。有 3 種
Opaque LSA被加入至OSPF中，分別為Type 9、Type 
10、Type 11，這些 TE 參數用於建構訊務工程資料

庫(Traffic Engineering Database)，每一種 Type 都有

各自 Flood 的範圍，路徑的演算方式則是依據頻寛

當作基準，這種演算法能確保到達目的端是最佳路

徑。 
2.3 CSPF 演算法 

CSPF是一種用來改進最短路徑優先(SPF)的演

算法，它是在計算到達目的地之最短路徑時，將特

定的限制(Constraint)也考慮進去的演算法。CSPF
必須考量整個網路拓撲頻寛、可用的頻寛、保留的

頻寛以及整個網路拓撲的鏈結情況，利用這些資訊

及一些限制的條件可以算出到達目的地之最佳路

徑。目前被提出廣泛討論的 CSPF 演算法有以下三

種計算方式： 
 On-demand Dijkstra Algorithm 
 Bellman-Ford (BF) based pre-computation 

Algorithm 
 Pre-computation using Dijkstra Algorithm 

為了瞭解約束路由的觀念，我們以 IP 網路來

說 明 ， 一 個 網 路 是 多 個 自 治 系 統 的 集 合

（Autonomous System；ASs），而一個 AS 內部的路

由是經由內部網域協定例如 RIP、OSPF 和 IS-IS 等

協定所建立。 
每一個內部網域（Intradomain）的路由協定是

經由特定演算法算出最佳化 metric 數量的路徑。在

使用 RIP 的網域中，metric 是 Hop 的數量，使用的

是 Bellman-Ford algorithm，假設要傳送資料到目的

端，RIP 利用 Bellman-Ford algorithm 算出一條經過

最少 Hop 數量的路徑進行傳送。在使用 OSPF 和

IS-IS 的網域中，網路管理者在網路中分配每一條

link 一個管理的 metric。對於到目的端多條路徑之

間的選擇，OSPF 使用的是 Dijkstra shortest path first 
algorithm 去計算出最小 metric 的路徑進行傳送。約

束路由的目的是去計算出一條路徑，並且這一條路

徑不違背所制定的條件以及它也是一條較佳 metric
數量的路徑，一但開始計算路徑，約束路由便要負

責建立以及維護這條路徑的轉送狀態。傳統 IP 路由

和約束路由主要的差異在於， IP 路由演算法是找

出一條符合最佳 metric 數量的路徑（例如經過最少

hop 數量的路徑），然而約束路由演算法找一條符合

最佳 metric 數量的路徑的同時，不去違背額外設定

的條件。 
2.4 RSVP-TE 

RSVP-TE 是擴充原有的 RSVP [5]協定，主要扮

演的工作是在 MPLS 網路中建立 LSP Tunnel；而

RSVP 原先是被開發來用於 Internet 資源保留之協

定，它允許路由器事先決定它們是否能夠滿足應用

所需的流量需求，然後在可能的情況下預留所需資

源。由於 RSVP 是一個運作穩定的協定，且經由輕

易的修改及擴充後，便能滿足 MPLS 的標籤分配  
及訊務工程之所需，因此目前眾多網路公司，如思

科(Cisco)、Juniper 等較支持 RSVP-TE 的開發。

RSVP-TE 主 要 是 利 用 ERO (Explicit Route 
Object) 、 SAO (Session Attribute Object) 、 RRO 
(Record Route Object) 來支援訊務工程的機制。 
 
3. Quagga 軟體平台 

Quagga [6]為一套提供許多路由軟體的套件集

合，支援以 TCP/IP 為基礎的路由軟體，目前所支

援的路由協定有：RIPv1, RIPv2, OSPFv2, OSPFv3, 
BGP-4 和 BGP-4+。除了支援傳統的 IPv4 的路由

協定，Quagga 亦支援 IPv6 的路由協定。結合支援

SMUX protocol 的 SNMP Daemon (常駐程式)，
Quagga 架構中也提供路由協定的 MIBs。 

Quagga 提供給每一個路由軟體與網路管理者

的互動介面，此介面為命令列介面  (Command 
LineInterface，在 Quagga 稱為 VTY)，藉由這個設

計理念，開發成員可以很容易新增所需求路由的協

定。開發者可透過 Quagga 的函式庫，去開發屬於

自己的軟體與管理者的互動介面。 
圖 2 為 Quagga 所提出的系統架構。首先 zebra 

connect 的連線為 zebra 透過 Unix domain Socket 
與不同路由常駐程式作溝通的方式。Netlink connect 
的連線為 Zebra 常駐程式透過 netlink Socket 將路

由資訊寫入核心路由表中。最後 VTY connect 的連

線為 Vtysh 透過 UNIX domain Socket 對不同的路

由常駐程式下達設定的指令方式。 
 

 
圖 2 Quagga 系統架構圖 

 為了在 Quagga 軟體平台整合 RSVP-TE 與

CSPF，我們在 Quagga 軟體中新增了幾個模組，並

利用這些模組改良 RSVP-TE。 
3.1 MPLS 管理常駐程式(Mplsd) 

 Quagga 對於 MPLS 的支援仍然持續在開

發。針對 MPLS 的需求，有所謂的 data plane 與
control plane 的問題。以 Linux O.S. 來解釋底層與

上層的關係，底層的 data plane 是放在 Linux Kernel 
space 的部分，上層的 control plane 是放在 Linux 
的 User space，包含 MPLS 信令及路由協定的部分。

我們透過 Sourceforge（http://sourceforge.net/）其中

所 支 援 的 MPLS_for_Linux 計 畫 ，  採 取

MPLS_for_Linux 發佈的 1.950 版本，將核心部分

更新使其支援 MPLS 網路。對於如何送出一個

MPLS 的封包，MPLS_for_Linux 提供一個 mpls.c 
的程式，將此程式引入 Quagga 的系統架構中，我

們將它成為 Quagga 裡的一個常駐程式，針對建立

LSP需求送出符合封裝MPLS 的封包。圖3中mplsd 
可針對底層的 NHLFE (Next Hop Label Forwarding 



Entry) or ILM (Incoming Label Map) table 作寫入動

作，它與底層部分採取 ioctl 作溝通方式。 
 Mplsd 在 Quagga 系統架構中掌管了 NHLFE 

與 ILM 這些資訊的控管，系統的穩定性和執行效

率都與其習習相關。此外， RSVPd、LDPd 等必須

透過 mplsd 這個常駐程式所提供的服務，對 Linux 
核心的 MPLS stack 做寫入的動作。故 mplsd 在設

計上，必須考慮各個常駐程式的互通性，此溝通方

式透過 Quagga 架構中具備的 VTY connect 的方式

達到互相溝通的目的，無須再採用其他的方式作溝

通，降低使用系統的資源以及增加系統的穩定性。 
3.2 標籤管理常駐程式(LMd) 

 如圖 3 所示，Label Manager 在 MPLS Router 
中扮演管理 Label Pool 的角色。當其他模組，例

如：LDP 或 RSVP-TE，需要使用 Label 時，會從

這個 Label Pool 中提取一個 Label。當 Label 使用

完後，會再放回 Label Pool 中。Label Manager 需
要維護多個 Label Pool。LDP 或 RSVP-TE 在開始

時會先要求 Label Manager 建立一個新的 Label 
Pool，並告之 Label 的開始和結束值。爾後，LDP 或
RSVP-TE 就會用到這個 Label Pool 要求或歸還

Label。所以，Label Manager 必須記住在這個 Label 
Pool 中有那些 Label 是已經分配出去的，有那些是

未被使用的。 
 
 
 
 
 
 
 
 
 
圖 3 新增元件之 Quagga 系統架構圖 

3.3 RSVP-TE 常駐程式 
 為了支援 MPLS-TE，RSVP-TE 擴充了原有的

RSVP 成為 MPLS 信令和標籤分配協定，我們從

INTEC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BCN)網站下載所開發的

RSVP-TE 原始碼[7]加以擴充修改成為適合我們系

統環境的 RSVP-TE。原始碼中的 RSVP-TE 軟體已

具 備 一 些 標 準 規 範 的 基 本 物 件 ，  如

LABEL_REQUEST 物 件 、 LABEL 物 件 、

EXPLICIT_ROUTE (ERO) 物件、DIFFSERV 物
件 ， 還 有 SENDER_TEMPLATE 物 件 、

FILTER_SPEC 物 件 、 FLOWSPEC 物 件 的 新

C-Types 子物件  (Sub-object)，以及事先設定的

E-LSP 和 L-LSP 方式建立 LSP 等。但由於此原始

碼於四年前已無組織維持，且對於 RSVP-TE 在我

們系統環境所扮演的角色於和 CSPF 整合實現上並

不完整，因此我們擴充及修改其功能不完整的部

分，陳述如下。 
 RSVP-TE 版本的修改 

針對於 RSVP-TE 的原始碼，IBCN 最後所維

護的 patch 版本只提供至支援 Linux kernel-2.4.22 
的環境，我們針對於實驗的環境 Linux kernel-2.6.15 
將 patch 做大幅度的修改，使其 RSVP-TE 能夠在

Linux kernel-2.6.15 的環境運作，其中除了對

Makefile 的修正，修改最大的部分是將 mpls.c 與
其他和 mpls.c 相依的檔案從 RSVP-TE 抽取出來， 
此做法是因為我們希望 RSVP-TE 透過 mplsadm.c 
呼叫相關的函數對 mpls linux 做寫入的方式，改由

之前提到的 mplsd，如此一來，不但 RSVPd 可以透

過呼叫 mplsd 對 mpls linux 做相關的寫入動作，

Quagga 中其他的 daemon 也可以使用此 mplsd 對

mpls linux 做寫入的動作，不用再另外撰寫對 mpls 
linux 做寫入的相關函數。 

 將 RSVP-TE 移植到 Quagga 架構 
路由軟體必須提供一種介面，讓網路管理者與

路由協定作溝通的橋樑。一般而言路由器必需具備

CLI 的介面，Quagga 系統架構中亦提供一種 CLI 
介面，我們稱之為 VTY 。Quagga 的架構中，如圖

2 所示，只有基本的路由協定模組 RIP、OSPF 和
BGP，為了將 RSVP-TE 移植到 Quagga 的架構(如
圖 3 所示)，除了 RSVP-TE 本身的 CLI，我們在

RSVP-TE 程式中加入了負責處理 VTY socket 的
interface 使 RSVP-TE 能夠處理相關的 VTY 
socket，如此一來，我們便可以透過 VTY 指令的下

達，去控制 RSVP-TE 程式的運作，建立 LSP。如

此達到將 RSVP-TE 移植到 Quagga 系統架構中，

使其具有模組化、具備延展性、可維護性，可攜性

的目的。 
 改善 Label 取得來源的缺點 

成功建立了一條 LSP Tunnel 之後，會產生對

應的 Label 值。RSVP-TE 建立 LSP Tunnel 的運作

方式會先由 PATH message 傳達 label request 的要

求之後，RESV message 會回覆相對應的 Label 值。 
但是在 RSVP-TE 的原始碼之中，Label 的給

予是由原始碼之中的 label.conf 這個檔案所負責，

針對於所安裝的 eth0、eth1、eth2 …，各別的設定

Label 起始值與範圍，label.conf 內容如圖 4 所示： 
介面       範圍     Label 起始值 
eth0         100           7000 
eth1         100           7100 
eth2         100           7200 
圖 4 label.conf 內容範例 

這種 Per interface (針對於每個 interface 各別

設定 Label 資訊)的作法需要在 RSVP-TE daemon 
啟動之前先行設定好，而且在網路上需要執行

RSVP-TE 的 node，皆須要設定 label.conf 檔，這

種作法較無效率，為了能夠更簡便的得到一個 Label 
pool，我們希望 RSVP-TE 與 LDP 皆能有一個中央

式的 Label 管理程式(即 LMd)來負責 Label 的管理

工作，於是我們將 Label 取得的方式改為 Per node 
(以 Node 為單位向 LMd 要求 Label)的做法，改善

了使用手動設定 label.conf 內容這種較無效率的方

式。LMd 也可以針對 RSVP-TE 所要求的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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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 檢查是否已被重覆取用。 
最後，為了更簡明的述說，我們將上述的差異

以表 1 做說明。 
表 1 修改過後的 RSVP-TE 與原始 RSVP-TE 比較 

版本 
項目 

原始的 RSVP-TE 
版本 

修改後的

RSVP-TE 版本 
支援 Kernel 版本 kernel 2.4.22 kernel 2.6.15 

指令下達方式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LI and VTY 
interface 

Label 取得來源 由 label.conf 檔案設

定。 
由 LMd 統一管

理。 

 
4. 於 Quagga 軟體平台上整合 RSVP-TE
與 CSPF 

4.1 Quagga 軟體平台的擴充 
Quagga 是一套擁有相當完整路由協定的軟

體，但是它對於 traffic engineering 功能的擴充並不

完備，如圖 5 所示，在 Quagga 之中包含一個鏈結

狀態資料庫（Link State Database）、路由計算

（Routing calculator）、最短路徑優先路由表（SPF 
routing table）和不完整的 TE Database，假如我們

要在 Quagga 實現 CSPF，我們必須擴充 Quagga。
我們增加了兩個新功能分別是 local interface 
address 和 remote interface address 的設定，使得我

們可以藉由 vty command 在 OSPF-TE node 之下手

動輸入 local interface address 和 remote interface 
address 的資訊以更新 TE Database 內容，並且新增

兩個頻寬管理的功能 reduce unreserved bandwidth
和 increase unreserved bandwidth，讓我們可以手動

增加或減少 unreserved bandwidth 的值。 
 

 
圖 5 Quagga 初始架構 

擴充了上述的功能之後，接下來我們便能設計

CSPF 運算（使用 NHP 演算法），如圖 6 所示，我

們可以藉由 NHP-CSPF 運算得到明確路由，藉由此

明確路由的結果，讓 RSVP-TE 攜帶此明確路由資

訊與相關 TE 參數去建立 LSP[9]。 
4.2 次點探索演算法（Next Hop Probing 

algorithm；NHP） 
本論文中所使用的 CSPF 演算法採用次點探索

演算法[8]，根據 NHP 演算法開發出來 CSPF 模組，

將它移植到我們所採用的 Quagga 軟體平台使用。 
我們所使用的 NHP 演算法有下列幾點特徵： 

 隨需應變（On-demand）：當有新的要求則立

即服務。 

 不需建立 path tree：NHP 不需要像 Dijkstra 演

算法[9]在計算路徑時需要建立最短路徑樹

（shortest path tree）。 
 節省記憶體空間：因為 NHP 是 On-demand 模

式並且不需建立一個 path tree，所以它不會需

要太多的記憶體在 shortest path tree 和

pre-computing route table 上。 
 高速：由於 NHP 不需要花費時間建立 shortest 

path tree，所以它有較快的計算速度。 

 
圖 6 Quagga 擴充後之架構 

 
圖 7 NHP 虛擬碼 

NHP 的運作如圖 7 虛擬碼所示，NHP 一開始

會排除所有無法提供足夠要求頻寬 b 的 link（第 7
行），接著會找出 source node 所有 outgoing links 以
及對映 destination node 的 incoming links 是否滿足

所要求的頻寬（第 8、9行），假如Rid的 outgoing links
確實滿足所要求頻寬 b，NHP 則會選擇一條可用頻

寬最接近 b 的 link（l’），接下來假如 router(R’id)所
擁的 link l’其遠端介面為目的端 d（已到達目的端）

的話，NHP 會將 l’加到 σ並且回傳 σ終止演算法。

否則的話（下一個 node 並非目的端）NHP 把 l’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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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σ，並且 mark 所有可以抵達 Rid 的 link，若是 R’id
下一個 node 並非目的端而且 outgoing links 頻寬又

不足的話則 mark 抵達 R’id 的 link l’（第 21-28 行），

假如 NHP 選擇一條路徑但是卻沒辦法到達目的端

的時候，它必須回到前一個 node 並且再一次執行計

算。NHP 回到前一個 node R’’id 並且決定下一個符

合條件的 R’’id outgoing links，假如情況為真，那麼

它會回到第 13 行再次執行一次演算法。否則，如

果 R’’id 等於 source nodes 的話，那表示來源端沒有

任何的 outgoing links 可以到達目的端，此時會回覆

“Destination is not reachable”的訊息並且中止演算

法，如果 R’’id 不是 source node，NHP 會再一次回

到前一個 node(跳至 13 行)並且再次執行演算法。  
如同上述，NHP 在路徑計算的時候並不需要建

立 shortest path tree， 這有別於對於 QoS 路徑的計

算使用 on-demand 的 Dijkstra 演算法。 

4.3 RSVP-TE Extension 
當 SLA 要求下達的時候，一開始會經由 CSPF 

module 算出明確路由，然後交由 SLA 將此明確路

由和相關的 traffic parameters 通知 RSVP-TE 去建立

帶有QoS保證的LSP，如下圖8所示。因此RSVP-TE
以及OSPF-TE要支援 MPLS-TE的 LSP需要有產生

explicit route 和相關 traffic parameters 的能力。但是

目前開放的 RSVP-TE 原始碼，並不支援相關 traffic 
parameters 以建立具有較完整 QoS 保證的 LSP，於

是我們擴展了 RSVP-TE message 的欄位，增加了

Class-type 與優先權欄位，用來與 OSPE-TE 搭配，

實現訊務工程。 

 
圖 8 QoS LSP 建立流程 

RSVP-TE Agent是RSVP-TE Daemon的代理程

式，我們由設計出來的 RSVP-TE Agent 先行分析所

收到的訊息種類，再丟給 RSVP-TE daemon 處理， 
RSVP-TE Agent 有一部分是擴展“rtest2.c”這支程式

自動的去處理 BE LSP 或 QoS LSP 建立與拆除

（ setup/tear-down）並且使用 “rapirecv_auto.c”讓
RSVP-TE Daemon 能夠自動回覆建立的要求。 

 在 RSVP-TE Agent 中，主要是利用 IPC 去傳

遞及判斷 message type，劃分的 message type 有下

列兩種： 
Type-1：收到 Type-1 的訊息代表從 OSPF-TE

送來要求建立 QoS LSP 的訊息，我們在此部份將

Explicit route 的功能結合至此，從這裡解析 Explicit 
route 的內容。 

Type-2：  type-2 的訊息用來確定 RSVP-TE 
Daemon 是否有收到回應 binding label 的動作。 

5. 功能測試與驗證 
5.1 實驗環境 

我們使用四台電腦去架構一個 LAN，使用擴充

後（加入了 RSVP-TE 和擴充了 OSPF-TE 功能）的

Quagga 0.99.2 版本的路由協定軟體，其中 R1 的

router id 為 192.168.4.254，R2 的 router id 為

192.168.2.76，R3 的 router id 為 192.168.3.49，R4
的 router id 為 192.168.2.95，詳細拓樸架構如圖 9
所示。 

 
圖 9 Traffic engineering 實驗環境 

5.2  功能驗證 
在一開始我們比較在 NHP-CSPF 演算法尚未

加入之前，LSP 的建立情況，首先，我們利用新增

至 Quagga 的 RSVP Daemon，使用 VTY socket 切換

至 RSVP Daemon，在 R1 下達建立 LSP 指令，目的

端為 R4 且 LSP_ID 設定為 10。 
此外在Quagga的OSPF Daemon下我們也新增

了觀察最短路徑樹的指令，在 R1 輸入 dk_cspf 之

後，我們可以觀察到最短路徑樹建立情況，如圖 10。 

 
圖 10 最短路徑樹 

在啟用 NHP-CSPF 演算法和 OSPF-TE 的功能

之後（TE-Class[i] UB 皆為 1.25M bytes），我們驗證

NHP-CSPF 是否有選擇較佳頻寬路徑的能力，為達

到此目的，撰寫了一支測試程式，檔名為

QoS_LSP，它的目的是建立 R1 R2 R4 的明確路

徑並指定要求頻寬為 700k bytes，class type 為 0。 
藉著明確路由建立帶有 traffic參數的LSP建立

完成之後，我們同樣的連線到 Quagga 的 OSPF-TE
之下，觀察頻寬變化情形，在 R1-R2 link 以及 R2-R4 
link 我們可以發現在 TE-Class[0]和 TE-Class[1]確實

都已經扣除了 700K bytes，如圖 11 及 12 所示。 
執行QoS_LSP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為了將UB

（Unreserved Bandwidth）變小，接下來我們將會加

入 NHP-CSPF module，並且再一次要求 700K bytes



的頻寬，class type 為 0。我們啟動 CSPF module 和

SLA 程式，在 SLA 程式執行之後我們輸入目的端

R2 的位址以及要求 class type 為 0，頻寬為 700K 
bytes 的資訊，CSPF module 隨即算出一條明確路

徑，並傳回給 SLA，SLA 將明確路徑和 admission 
control 映射（mapping）結果傳給 RSVP-TE 去建立

攜帶 traffic 參數和訊務工程的 LSP。我們可以發

現，由於 R1 R2 的 Outgoing link TE-Class[0]和 TE-
-Class[1]的 UB 已經不足 700K bytes (剩下 550K 
bytes)，於是 CSPF module選擇 R1 到 R3的 Outgoing 
link，最後到達 R2 （如圖 9 實線部分）。 

 
圖 11 R1-R2 Link 的頻寬變化情況 

 
圖 12 R2-R4 Link 的頻寬變化情況 

 而 R1 R3（圖 13）和 R3 R2（圖 14）的

Outgoing link 的 TE-Class[0]和 TE-Class[1]的 UB 各

別都從原本的 1.25M bytes 被扣除了 700K bytes，也

都剩下了 550K bytes。 
我們擴充了 OSPF-TE 的功能讓 NHP-CSPF 

module 得以順利實現，在 SLA 下達相關指令之後，

由 NHP-CSPF module 所得到的明確路徑交由

RSVP-TE的Explicit route功能指定所要經過的網路

節點，並經由 RSVP-TE 執行允入控制的設計，達

到資源控管的能力。最後，在 LSP 建立的同時，我

們將允入控制所映射到的結果，通知 OSPF-TE 執行

相關資源變動的動作，並使得 TE 的能力更具完善。 
 
6. 結論 

我們使用 Quagga 軟體，將 RSVP-TE 協定移植

到 Quagga 軟體架構中，使 RSVP-TE 也能透過 VTY 
connect 的連線下達建立 LSP 的指令，經由與 Lmd
的結合，改變 RSVP-TE 取得 Label 的方式，使得

Label 的取得有一個中央管理的常駐程式在負責。

除此之外，我們根據 RFC-3209，擴充了 RSVP 相

關支援訊務工程的物件（Object）以實現允入控制。

在 RSVP-TE 和 OSPF-TE 有較完整的 TE 功能之

後，我們結合 NHP-CSPF，算出符合約束條件的明

確路徑，讓 RSVP-TE 利用此明確路徑並且攜帶相

關的 traffic 參數去建立一條具有 QoS 保證的 LSP，
並且在建立 LSP 的同時，同步變動 OSPF-TE 的

TE-Class 頻寬資源，以實現訊務工程。 

 
圖 13 R1 到 R3 的 Outgoing link 頻寬變動情況 

 
圖 14 R3 到 R2 的 Outgoing link 頻寬變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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