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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网络采用云和基于云的应用程序提升竞争力、降低 IT 成本，并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访问资源

和数据的权限。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由广泛使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和协作工具以及越来越多的物联

网 (IoT) 设备推动，显著影响了企业园区网络。日益增多的网络端点以及快速发展的业务需求驱动了对

高度可扩展网络的需求。这些网络不仅简单、可扩展且可编程，而且采用园区与数据中心都通用的基于

标准的架构构建。

挑战
大多数园区网络基于传统 2 层以太网型架构，不需要生成树协议。虽然这些架构在中小型园区中运作良

好（服务限于单一网络且满足传统园区需求），但它们太过僵化而无法满足大型企业的可扩展性需求。

基于云的应用程序支持全新业务模式，提供更高的业务敏捷性，且支持采用统一通信、视频及其他延迟

敏感型应用程序等关键技术。物联网设备使用范围的广泛增加也意味着人们期望这些相同的网络能够得

到快速扩展，而又不增加复杂性和资源。由于许多物联网设备的网络功能有限，因此它们需要建筑物

或园区之间的 L2 邻接。传统上，通过使用数据平面泛洪和学习扩展这些区域之间的 VLAN 来解决此问

题。但是，这种方法效率低下且难于管理。

安全性不再仅仅是外围问题，它也面临独特的挑战。现代企业希望将安全嵌入到网络架构中 — 不仅仅

嵌入在园区内部，而且嵌入在整个组织扩展的分段和策略中，包括数据中心。

瞻博网络不断演进的园区解决方案

瞻博网络基于 EVPN/VXLAN 的园区架构使用虚拟可扩展 LAN (VXLAN) 和以太网 VPN (EVPN) 等技

术将叠加网络与底层分离。通过让网络管理员在不同的 L3 网络中创建逻辑 L2 网络，满足了现代企业

网络的需求。

VXLAN 是一种封装/隧道协议，不会更改以太网协议的泛洪和学习行为，而是使用 MP-BGP 允许网络

在控制平面中同时处理 L2 媒体访问控制 (MAC) 和 L3 IP 信息。VXLAN 通过将合并的 MAC 和 IP 信息

集用于提供决策来优化路由和交换，而允许 BGP 传输 L2 MAC 和 L3 IP 信息的扩展 EVPN 解决泛洪和

学习问题。

不断演进的园区
基于 EVPN/VXLAN 的企业网络  

挑战

传统园区网络太过专有和僵化，无法

满足大型企业中的端点需求。这些网

络必须足够灵活，才能支持物联网设

备，并在园区内部和跨园区的每层提

供一致的安全性。

解决方案

瞻博网络不断演进的园区解决方案基

于“VXLAN 与 EVPN 叠加”控制平

面，提供了构建和互连多个园区、数

据中心和公有云并且可扩展的高效

方法。

优势

• 基于控制平面的 L2/L3 信息交换

• 高效的主机移动性

• 非专有解决方案

• 可在所有网络层实现扩展

• 更快速的融合

• 灵活且安全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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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的 EVPN 解决方案在作为园区控制平面协议运行时具有以下

优势。

• 更高的网络效率：

 -  使用控制平面 MAC 学习减少未知的单播泛洪 

 -  通过在控制平面中启用 MAC 到 IP 绑定来减少地址解析协议 

(ARP) 泛洪 

 -  通过多个核心交换机（VXLAN 平均信息量）支持多路径流量

 -  支持主动/主动双宿主机接入层交换机的多路径流量

• 快速的融合：

 -  在其中一个多宿主接入交换机的链路失败时启用更快速的再融合

 -  在端点移动时支持更快速的再融合

• 可扩展性：

 -  提供可扩展的基于 BGP 的控制平面

 -  允许根据需要无缝扩展核心、分布和接入层

 -  支持随着业务需求的增长无缝扩展园区

• 灵活性：

 -  与 L3 和 L2 VPN 轻松集成

 -  提供允许应用细粒度策略的基于 BGP 的控制平面

• 非专有：

 -  使用基于标准的协议支持多供应商核心、分布和接入层 

借助叠加，可以将端点放置在网络中的任何位置且仍然连接到同一逻辑 L2 

网络，从而将虚拟拓扑与物理拓扑分离。借助 EVPN 控制平面，企业可以

随着自身的发展轻松地增加更多核心、分布和接入层设备 — 无需重新设

计网络或执行叉车式升级。

基于 EVPN/VXLAN 的架构可让您跨园区部署一组支持 L2 和 L3 VPN 的

通用策略和服务。使用 3 层基于 IP 的底层与 EVPN/VXLAN 叠加，园区

网络运营商可以部署比传统 L2 基于以太网的架构更大型的网络。

在不断演进的园区架构（参见图 1）中，核心和分布层构成一个包含 

EVPN/VXLAN 叠加的 L3 结构。理想情况下，底层通过使用具有核心和

分布交换机的 L3 Clos 模式部署，接入层交换机多宿主到分布层。

Clos 模式提供的架构可启用核心、分布和接入层的确定性延迟和横向扩

展。您可以使用 OSPF 之类的内部网关协议 (IGP) 作为底层，或使用外

部 BGP (EBGP) 作为底层路由协议。此解决方案将内部 BGP (IBGP) 叠

加设计与路由反射配合使用，其中给定性能优化型数据中心 (POD) 内的

分布设备将端点信息上游作为 EVPN 路由分享给作为路由反射器的核心设

备。核心设备再将路由下游反射给其他分布设备。通过使用路由反射器，

无需全网状 BGP 连接，且可利用所有分布层交换机中的一致配置简化分

布层的配置。

图 1：不断演进的园区高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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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层交换机不属于 EVPN/VXLAN 交换矩阵，接入层交换机通常部署

在集群交换配置中，此配置最多允许 10 个互连平台作为单个逻辑设备运

行。这个仅为 L2 的接入层会将端点映射到 VLAN，使用从接入层到分布

层的多宿主上行链路在中继端口（直到分布层）中承载 VLAN。此解决方

案与供应商无关，允许企业使用现有的接入层基础架构并升级到瞻博网络

或任何其他供应商的接入层交换机。

VLAN 会映射到分布层的 VXLAN，而用于 VXLAN 的 L3 集成式路由和

桥接 (IRB) 或交换机虚拟接口 (SVI) 位于具有任播网关地址的核心交换机

上。灵活且安全的配置选项意味着可以将 IRB 放置在通用路由实例中，或

在需要分段时放在单独的路由实例中。路由实例与虚拟路由和转发 (VRF) 

类似，可根据多租户和/或安全性将网络分段。根据企业安全策略，在 

VRF 间通信的路由实例之间可能会泄露一些路由，也可能通过实施高级安

全防火墙和网络分段强制 VRF 间流量。

与其他瞻博网络架构一样，不断演进的园区架构不会强制客户投资新设

备；用于其他瞻博网络架构的相同设备可以用于不断演进的园区部署，如

下所示。

• 核心层：

 -  EX9204/EX9208/EX9214 以太网交换机

 -  EX9251/EX9253 以太网交换机

• 分布层：

 -  EX4600 以太网交换机

 -  QFX5110 交换机

• 接入层：

 -  EX4300/EX3400/EX2300 以太网交换机

 -  EX4200/EX3300/EX2200 以太网交换机

 -  集群交换技术

 -  非瞻博网络接入层交换机

基于 EVPN/VXLAN 的交换矩阵的优势可以扩展至 EVPN 中支持 L2 和 

L3 VPN的各个园区、数据中心和公有云基础架构（参见图 2）。只要园

区、数据中心和公有云基础架构具有 IP 连接，VXLAN 就与 WAN 底层无

关。可以通过各种 WAN 技术（包括互联网上的私有 MPLS 和 Ipsec）部

署 EVPN/VXLAN 叠加。

总结 — 企业必须接纳 EVPN 和 VXLAN
基于云的资源日益成为企业 IT 策略的很大一部分。这需要可支持基于云的

服务而不影响安全或性能的网络架构。传统网络架构越来越难于满足园区

用户对随时随地访问和快速响应的需求。园区网络中日益盛行的物联网设

备要求网络灵活，且仍然可以保持架构可扩展、简单、可编程、开放并支

持多供应商设备。

瞻博网络的不断演进的园区解决方案基于“VXLAN 与 EVPN 叠加”控制

平面，是构建和互连多个园区、数据中心和公有云的高效、可扩展方式。

瞻博网络在所有平台上实施强大的 BGP/EVPN（QFX 系列交换机、EX 

系列交换机），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在当今不断演变的园区和

数据中心内部及之间提供经过优化且符合标准的 L2 和 L3 无缝连接，将 

EVPN 技术发挥到极致。

后续举措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瞻博网络销售代表，或访问 www.juniper.net。

图 2：借助 EVPN/VXLAN 叠加互连多个园区和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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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瞻博网络 
瞻博网络将简单性融入到了全球互联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当中。通

过工程创新，我们消除了云时代网络的限制和复杂性，以解决客户和合

作伙伴日常工作中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瞻博网络相信，网络是共享知识

和人类进步的资源，而这些能够彻底改变世界。我们致力于想象开创性

的方式，来提供自动化、可扩展和安全的网络，并且能随着业务发展的

速度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