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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ntegration and hardware support for
leading SDN innovations and solutions.

雲端運算已逐漸為主流市場，其移
動後的完整及效能的保證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必須確保運算、網路及儲存裝置在
整個雲端運算的執行過程中都一定是同
步作業。SDN 提供多種方式來集中、協
同運作網路的政策以及定義網路服務。
軟體定義網路和實體網路基礎建設間是
有實際不可分的共生關係。實體網路基
礎建設明顯地決定速度、自我恢復性及
整體效能，所以加強實體網路的虛機感
知自動化、虛機管理性及網路自我恢復
能力，可大大地提升 SDN 的效能及操作
可行性。 VCS Fabric 是業界目前最領先
的 Ethernet Fabric 技術，是第一個可提供
虛機自動化及強大的網路自我恢復的網
路技術，也是第一個可以整合並且實際
應用在 SDN 的解決方案中的領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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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 is the continuation of a network
transformation started by Ethernet fabrics
such as VCS Fabric technology. First
delivered in 2010, and now seeing
mainstream

adoption,

VCS

Fabric

technology took the first step toward
abstracting the control plane by sharing
intelligence

across

masterless—yet

the

nodes

logically

of

a

centralized

fabric.
Just as fabrics simplif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physical network,
SDN does this on the logical level. Fabrics
provide the best physical layer of a
complete

SDN

architecture,

ensuring

reliability and simplicity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lution.
Keywords: SDN,VCS, Ethernet Fabric

ABSTRACT

1. 軟體定義網路的基礎

While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軟體定義網路是建構網路的一種全新架構方式，讓

(SDN) offers significant new opportunities

網路服務更集中、建置也更為快速流暢。市場調查

to centralize and implement network

公司 Infonetics 的研究報告[1]指出，在未來的三年

services more rapidly and fluidly, it also

內，所有主要電信業者及大型企業不是著手評估

introduces new forms of complexity.

SDN 的可行性與管理優勢、就是準備開始規劃執

Fabric

行。然而，在帶給 IT 服務更多靈活性與可能性的

technology

provides

unique

automation capabilities and unmatched

同時，新型態的複雜性與挑戰也產生了。

resilience through innovations in every
plane of the physical fabric, as well as

SDN 是 網 路 演 化 的 延 續 ， 而 這 樣 的 演 化 是 由

Ethernet Fabrics 技術所帶動，它在 2010 年首度出
現，現在已經成為主流技術，而此技術並發展為
VCS (Virtual Cluster Switching)[2] 的 概 念 。
Brocade® VCS® Fabric 即是最佳的例子，它提供了
獨特的自動化能力及無以匹敵的恢復能力，並針對
SDN 解 決 方 案 提 供 整 合 及 硬 體 方 面 的 支 援 。
Brocade® VCS® 可自動形成邏輯 Fabric，無須推
選主控交換器。踏出了精簡控制層的第一步。

圖二： OpenFlow Controller & Data Plane

圖一：SDN 與 Brocade VCS Fabric

SDN 獨立於實體網路，在其最高層運作，且無需
考慮實體網路就能改變其定義網路。然而實際上，

2. SDN 建構區塊

實體網路的效能、可用性及整體健全性無疑仍決定
了 SDN 的品質。因此，優化實體層網路的效能、

「SDN」這個名詞最原始、同時也是最狹隘的定義

管理及可靠性，絕對是打造高質量軟體定義網路的

是「將控制層和數據層分開」，以能集中控制。操

基本條件。

作協定如 OpenFlow [3]、以及支援此類協定的控制
器都是實現 SDN 的常見方案。甚至有些人會將

而 Fabric 的技術就是提供此最優化、有效能的實體

overlay network 技術也歸納在 SDN 的範圍內。

層來支持 SDN 的品質及成效。

然而，如果沒考慮到網路的管理層，佈局仍不完整。

3. 有彈性、自動化的 Fabric 讓 SDN 建置
更順利

傳統的網路管理工具是針對獨立實體裝置所設計。
新的觀念是將這些分散式的網路設備視為一個連
接系統，以聯結雲端、或是 On-Demand 資料中心。

雖然軟體定義網路(SDN)帶來新的契機，讓網路服

所以其焦點是如何協同運作化(orchestration)及網

務能更快速且流暢地建置及集中管理；在管理上，

路政策及服務自動化，這些都是整體雲端服務的重

卻也面臨了新型態的複雜與挑戰。因此，SDN 及

要部分。

Fabric 有兩個獨立但互相依存的定位：
• VCS Fabric 提供最具效率及最可靠的封包傳輸方
式。
• SDN 針對特定工作或用戶的網路政策及服務客
製化。

這樣的定位讓網路能循著兩條平行路徑，讓 Fabric
及 SDN 有大跨步的創新：其一是傳輸層級的標準

許多 SDN 使用案例使用了 VXLAN、NVGRE、STT

網路作業最佳化，其二則是網路管理及協同運作智

及 NV03 等各種協定。在一個完全虛擬化的環境

慧化、系統化。

中，這些傳輸協定通常終止於主機虛擬層
(hypervisor)，它們不在實體網路管理層內。這讓管

然而，再多的抽象階層不如在現有虛擬化及協同運

理者較容易根據虛機的增減來進行設定、移動或是

作工具上操作簡化。基礎建設必須更為簡單，才能

拆除虛擬網路。

有效率，並可在網路設備間自動地傳達有用資訊，
而非只是向管理層上傳遞無作用的資訊。這些因素

這些「虛擬網路」與對應虛擬主機的管理是並存在

驅動了轉發層對於可靠性及精密性的需求，這也正

主機虛擬層(hypervisor)的。而這就形成了一個封閉

是 VCS 等智慧型 Fabric 技術扮演關鍵角色的原因

系統，對於想了解實體網路的流量資訊就很有限。

所在。

對於管理者使用第三方監視及安全掃瞄工具，可能
形成死角而不完全。但是如果使用 VCS Fabric , 網
路管理者對這些虛擬網路的流量則能一目了然。
Brocade VDX® Switch 中的 ASIC 可以讀出這些封
包頭(header)，明白是使用什麼封裝協定、及其負
載內容。無論通道式協定種類為何，都可以提供全
速(line-rate)服務。

對於有些傳輸可能終止於網路邊緣的實體設備，而
圖三： VCS foundation - Ethernet Fabric

非主機虛擬層(hypervisor)。Brocade VDX Switch 可
以使用 VXLAN 來支援此種設計。但無論是何種使

4. 高效可靠的實體網路

用設計，VCS Fabric 都能降低虛擬網路管理的複雜
度，此技術所採用的機制能確保實體及虛擬網路間

當管理者採用 SDN 後，他們必須花一段時間專注

服務的一致性，及互通性。不同於傳統實體網路的

學習新技術，並且標準程序可能需要重新規劃，同

侷限，VCS Fabric 可以根據租戶(tenant)的需求，來

時，因為要監看的網路及管理層增加了，所以是否

靈活轉發。

能降低實體網路的營運成本變得非常重要。VCS
fabric 提供高可靠及高效率的 TRILL 轉發層，其

6. 利用分散式 VCS 控制層擴充 SDN 建置

中的所有鏈結皆自動形成。如果發生鏈結或結點故
障時，VCS Fabric 可以自行修復並重新建立路徑。

VCS Fabric 有一個分散式控制層，每一個節點的組

VCS 的 active-active 鏈結及 Layer 3 閘道的功能，

態設定、診斷及狀態資訊會在這裡自動與其他所有

加上封包型負載平衡，讓 VCS Fabric 能夠保持自

節點分享，這表示 Fabric 可在不中斷作業的情況下

動化運作，並且提供最多的 SDN 可使用的最佳鏈

增加或移除節點，彈性擴充。更進一步的，此 Fabric

結。就網路的轉發層而言，VCS Fabric 能大幅簡化

會自動感知所有實體和虛擬設施(伺服器、網路裝

SDN 執行的程序。

置、儲存陣列及設備等)。沒有主端控制器的 Fabric
是以邏輯上的集中化來管理所有資源。

5. 延伸數據層

這樣的架構對於 SDN 環境的擴充而言極為重要。

目前 SDN 控制器領域還不算大，且互聯機制也還

援 虛 擬 主 機無 縫 遷 移。 配合 VCS Fabric的 通 道

在發展初期。相對於單獨連接個別節點，將客製化

(tunnel)技術，一個端至端的虛擬環境可以很容易

網路政策佈署至數個邏輯區能更擴大控制器的作

地一致配置虛擬資源的需求和實體資源的操作。

業 範 圍 。 同 樣 地 ， 因 為 Fabric 和 協 同 運 作
(orchestration)架構之間的整合負擔較小、要求也較

8. 總結

少，使用 OpenStack 等協同運作工具較能受惠。
由於雲端運算可帶來更大的規模經濟、以及提供新
型應用更大的靈活空間，雲端運算已逐漸為主流市
場。所以無論雲端的工作執行在何處或是移動至何
處，其移動後的完整及效能的保證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必須確保運算、網路及儲存裝置在整個雲端運
算的執行過程中都一定是同步作業。

SDN 提供多種方式來集中、協同運作網路的政策
圖四：Data Center Networking Blueprint

以及定義網路服務。軟體定義網路和實體網路基礎
建設間是有實際不可分的共生關係。實體網路基礎

7. 簡化整體網路的管理

建設明顯地決定速度、自我恢復性及整體效能，所
以加強實體網路的虛機感知自動化、虛機管理性及

雲端資料中心是系統中的系統，任何的變化或錯

網路自我恢復能力，可大大地提升 SDN 的效能及

誤，都會造成一連串的影響。所以邏輯集中化管理

操作可行性。 VCS Fabric 是業界目前最領先的

能確保整個政策上的一致性，而自動化路由能進一

Ethernet Fabric 技術，是第一個可提供虛機自動化

步減少錯誤的發生。

及強大的網路自我恢復的網路技術，也是第一個可

VCS Fabric 就是被設計成單一「邏輯設備」來管

以整合並且實際應用在 SDN 的解決方案中的領導

理，可大幅減輕在傳統網路上所該面臨的組態及管

技術。

理負擔。全局的組態只要一變更，就會自動佈置到
所有節點，讓網路的擴展輕而易舉。從較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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