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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交换机原理及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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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简介

● 虚拟交换机是通过软件模拟的、具有

实体交换机系统功能的网络平台，是虚拟

化中的一个重要模块，为虚拟机、主机、

外部网络提供网络连接。

● CAS的虚拟交换机基于开源的虚拟交

换标准Open vSwitch开发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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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简介

虚拟交换机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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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交换机(vSwitch)：

 vSwitch交换机主要用于完

成VM与外部网络、VM与

VM间的流量交换

 可以创建多个虚拟交换机

 一个虚拟交换机可以绑定一

个物理端口，也可以绑定多

个物理端口做聚合

物理网卡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6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66

虚拟交换机主要模块介绍

虚拟交换机内核模块

vswitchd ovsdb-server

 虚拟交换机主要包括：
 内核模块
 核心模块（vswitchd）
 数据库模块（ovsdb-

server）
 配置模块

配置模块
ovs-appctl ovs-dpctl ovs-vs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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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内核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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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交换机内核模块主要包括：
 虚拟交换机端口
 虚拟交换机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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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端口

内核
协议栈

虚拟交换机
vswitch0

VM1 VM2

vNet0 vNet1

eth0

vswitch0
主机

内核端口 虚拟机端口

上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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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端口

Bridge vswitch0：虚机交换机名称，一个主机中可以

创建多个Bridge

Port vswitch0：internal端口/内核端口，创建虚拟交

换机时自动生成的内部端口，和虚拟交换机同名，可以

配置IP地址

Port eth0：创建虚拟交换机时绑定的主机的物理网口，

物理网口加入虚拟交换机后不用配置IP，一个物理网口

只能隶属于一个虚拟交换机，一个虚拟交换机可以绑定

多个物理网口用于做聚合

Port vnet0：虚拟交换机上连接虚拟机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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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流表
 流表项主要包括：

 key
 actions

流表项

action

key

action

key

action

key

流表项 流表项

虚拟交换机流表

源MAC
目的MAC

源IP
目的IP

源端口
目的端口
优先级
入端口号

…

VLAN

key

 报文在流表中没有查询到对应的流表项，则上报给vswitchd模块处理
 vswitchd模块维护了MAC地址表，根据该表生成流表项，并更新到内核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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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处理
开始数据包处理

生成key值

内核的流表

是否查询到

查看action信息

执行upcall

是
否

vswitchd处理

处理报文

 数据包处理流程
 根据数据包生成key值
 通过key值查询流表
 如果没有查询到说明是首包，

则通过执行upcall交给用户
态的vswitchd处理，由
vswitchd处理报文并更新流
表

 如果查询到则根据action中
的信息处理报文(转发、传给
用户态、设置属性等）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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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虚拟交换机
 在安装CAS的过程中创建的为管理网虚拟交换机，默认为vswitc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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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虚拟交换机

 建议创建独立的管理网、存储网、业务网虚拟交换机，并划分不同VLAN

管理虚拟交换机：承载重要的管理报文、虚拟机迁移报文。

存储虚拟交换机：承载CVK主机和存储间的数据报文。

业务虚拟交换机：承载虚拟机的业务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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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虚拟交换机
 在集群或主机的虚拟交换机页签下增加，“名称”栏输入虚拟交换机的名称
 选择网络类型
 转发模式VEB、VXLAN（SDN）
 VLAN ID指的是内部端口的VLA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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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虚拟交换机
 勾选多个物理接口时，需要做链路聚合和负载分担模式
 IP地址信息指的是内部端口的IP地址信息
 一个主机仅能配置一个网关

思考1：虚拟交换机是否可以不绑定物理接口？
思考2：虚拟交换机是否一定需要配置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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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查看虚拟交换机

 执行ifconfig命令

显示与虚拟交换机名称相同的端口信息

它属于虚拟交换机的内部端口

同时显示该内部端口的IP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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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的网络配置

 虚拟机选择相应的虚拟交换机
 通过网络策略模板进行网络访问的控制
 推荐使用Virtio高速网卡

VLAN等于1时不带VLANTAG标签

VLAN不等于1时上行的物理交换机侧端口需要配置为Trunk 允许对应的vlan通过，否则网络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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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的网络配置

 实际生产环境中，虚拟机之间、虚拟
机和CVK主机需要做好隔离工作，比
如虚拟机VM#1和虚拟机VM#2需要相
互访问，虚拟机VM#1、VM#2和虚拟
机VM#3需要隔离，虚拟机VM#1、
VM#2、VM#3和CVK主机需要隔离，
那么可以将虚拟机VM#1和VM#2对应
的虚拟端口vNet0和vNet1设置
VLAN12，虚拟机VM#3的虚拟端口
vNet2设置VLAN13，CVK主机网络内
核模块的内核端口vswitch0设置
VLA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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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虚拟交换机的端口信息
 图形显示虚拟机端口位置
 右键点击端口，可以查看端口详细信息和实时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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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网络不通

-> 检查虚拟机网卡类型及驱动是否更新（virto类型网卡）

-> 检查虚拟机IP、掩码配置

-> 检查虚拟机系统防火墙或安全软件

-> 检查虚拟机绑定的虚拟交换机、网络策略模板（VLANID、ACL策略）

-> 检查Vswitch虚拟交换机上行端口连接的物理交换机端口是否允许对应的vlan通过

（Vswitch虚拟交换机绑定的上行端口默认trunk放行所有vlan，无需设置）

●虚拟机报文走向：vswitch查看mac地址表，有mac地址项则从相应端口转发，没有mac地

址项则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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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报文走向

● 内核发出报文

查看路由表

目的为内核，则本地环回

目的为非内核，根据路由表发往相应vswitch

● 内核接收报文

查看路由表

收包和回包来回路径对称，回包

收包和回包来回路径不对称，不回包

虚拟交换机IP地址网络不通
场景：服务器上配置了三个vswitch，
vswitch0、vswitch-app、vswitch-
storage，分别用于管理网、业务网和存储
网，IP地址分别为192.168.10.0/24、
192.168.20.0/24、192.168.30.0/24。现在
把PC接入网络测试连通性，发现PC接入业
务网和存储网时无法ping通管理网口地址，
其他网络正常。抓包发现，服务器可以收到
ICMP请求包，但是没有应答包。



24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424

内核
协议栈

VM1

vNet0 vNet1

128net

vswitch0

eth0

eth1

物
理
交
换
机

VM2
IP:192.168.128.3

GW:192.168.128.1

VLAN 128
192.168.128.1

VLAN 127
192.168.127.1

IP:192.168.128.64
可以不配置IP/VLAN

VLAN127

128net

vswitch0

IP:192.168.128.2
GW:192.168.128.1

IP:192.168.127.64
GATEWAY:192.168.127.1

G0/0/1

G0/0/3

VLAN128 VLAN128

IP:192.168.128.4
GW:192.168.128.1

G0/0/2

PC

管理网虚拟交换机

业务网虚拟交换机VLAN128
eth2



25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525

链路聚合导致网络不通或丢包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动态链路聚合”，则连接的物理交换机上必须配置动

态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主备负载分

担”，则物理交换机上不应该配置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基本负载分担”

或者“高级负载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应配置静态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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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设置

 后台增加，并写入系统启动配置文件/etc/rc.local
route add –net 10.10.10.0 netmask 255.255.255.0 gw192.168.200.1

 前台页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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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维护命令
 ovs-vsctl show 查看虚拟交换机及端口信息

Bridge "vswitch0"

Port "vswitch0_bond"

Interface "eth1"

Interface "eth0"

Port "vswitch0"

Interface "vswitch0"

type: internal

Bridge vs_business

Port "vnet2"

tag: 504

Interface "vnet2"

Port vs_business

Interface vs_business

type: internal

Port vs_business_bond

Interface "eth2"

Interface "eth3"

Port "vnet0"

tag: 504

Interface "vnet0"

Bridge vs_storage

Port storage_ex

tag: 501

Interface storage_ex

type: internal

Port vs_storage

Interface vs_storage

type: internal

Port storage_in

tag: 502

Interface storage_in

type: internal

Port vs_storage_bond

Interface "eth4"

Interface "et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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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维护命令
 ovs-appctl bond/show 查看虚拟交换机的聚合配置

主备负载分担 bond_mode: active-backup
基本负载分担 bond_mode: balance-slb
高级负载分担 bond_mode: balance-tcp

如下：动态聚合+基本负载分担
bond_mode: balance-slb
bond may use recirculation: no, Recirc-ID : -1
bond-hash-basis: 0
updelay: 0 ms
downdelay: 0 ms
next rebalance: 5802 ms
lacp_status: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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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维护命令
 ovs-appctl fdb/show xxx 查看虚拟交换机的MAC表信息

 Route或者netstat -rn查看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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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维护命令
 service openvswitch-switch status 查看虚拟交换机的服务状态

 ps –ef | grep ovs 查看cvk主机上虚拟交换机ovs相关进程的状态
当服务未运行时，可通过service openvswitch-switch start 启动服务



31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131

常见维护命令
 抓包命令：tcpdump -i eth0 -w /var/vswitch0.cap (网络不通场景可能涉及抓包)

 启动虚拟交换机命令（不慎在CAS平台关闭了虚拟交换机vswitch0或物理端口的场景）

先用命令开启物理网卡：ifconfig ethX up（ethX为虚拟交换机对应的物理网卡）

当物理网卡状态UP后再通过如下命令开启虚拟交换机vswitch0：

ip link set vswitch0 up

ifup vswitc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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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交换机日志收集
 虚拟交换机日志：/var/log/openvswitch

 CVK主机用户态日志：/var/log/syslog

 内核态日志：/var/log/kern.log

或直接登录CVM管理界面收集CAS日志，CAS日志内包含了上述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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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章推荐

 《Vswitch报文转发案例》

 《虚拟机无法ping通主机的管理地址问题》

 《虚拟机网络不通排查》

 《虚拟交换机的变装之常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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