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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PPoE 协议定义了在以太网中传输 PPP 协议帧的方法, 它既利用了以太网的便利性又实
现了 PPP 协议的点对点特性. 由于 PPPoE 协议在用户管理、
用户认证和计费等方面具有较大的
优势, 所以越来越多的宽带接入网采用基于 PPPoE 技术的解决方案. 文中首先论述 PPPoE 的产
生背景, 分析该协议的本质和工作原理. 然后介绍典型的基于 PPPoE 协议的宽带接入网模型, 并
分析一个依据此模型构建的接入网实例. 最后, 总结 PPPoE 接入方式的优点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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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PPoE has def ined the methods to transfer the frames of PPP over Ethernet , which utilizes the conve
nience of Ethernet, and implements the point to point f eature of PPE. PPPoE has lots of advantages in user man
agement , authent ication and accounting , so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broadband access methods adopting the t ech
nology based on PPPoE. The background of PPPoE, and the essence and principle of PPPoE are first discussed.
T hen the typical network model of PPPoE- based access method is introduced. Finally, some conclusion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 ages of the PPPoE- based access method are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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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传统网络接入技术如电话拨号上网和窄带 ISDN, 已经不能满足新网络应用的
需要了. 宽带接入技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宽带接入网的设计和建设应达到以下三个要
求: ( 1) 向最终用户提供宽带、高速的通往 Internet 或者外网的网络连接. ( 2) 能够完成对用户的认证、
授
权、
计费. ( 3) 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网络资源, 避免完全重新铺设线路和改换网络硬件设备.
现在流行的接入方式有 xDSL、Cabel 接入等等. 无论对于哪一种技术, PPPoE 协议都扮演着重要角
色. 基于 PPPoE 协议的宽带接入网基本上能达到前述三点要求.

1 PPPoE 协议
1. 1 PPPoE 协议概观
高带宽的广域网用户接入是当前广域网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络接入设备, 保护已有
资源, 特别是当前的网络计费体系, 这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有较大的意义.
从网络技术发展来看, 以太网是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技术, 但是以太网只适用于局域网, 而且不具备用
户管理、
计费管理的能力. PPP 协议提供了在串行线路上封装 IP 数据包的方法, 同时它具备用户认证、
计
费等功能. PPPoE( PPP Over Ethernet) 协议就是将 PPP 协议和以太网技术结合起来, 即在以太网上承载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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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数据帧. PPPoE 的优点是: 它既具有以太网的便利性, 又实现了 PPP 的点对点特性. 因此, PPPoE 可以
有效地管理每个连接, 可以利用 PPP 协议的鉴定协议( CHAP , PAP ) 来进行身份确认, 可以利用 IPCP 协议
来对每个用户动态分配 IP 地址, 还可以利用 PPP 的加密机制进行数据加密. 这样用户就可以利用原来的
以太网络接口同网络访问服务器( NAS) 交换 PPP 数据帧. 图 1 表示以太网中每个上网用户都和 NAS 建立
一条逻辑 PPP 连接. 用户所要做的是: 在 自己的机器
上利用 PPPoE 拨号软件进行虚拨号, 建立起与访问服
务器之间的 PPPoE 会话. 会话建立后, 访 问服务器会
对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 并且随后监控会话状态, 记录
下诸如会话持续时间、
流量这样的计费信息.
1. 2 PPPoE 协议分析
图 1 PPPoE 连接示意图
建立一个以太网上点对点协 议会话包括两 个阶
段: 发现( Discovery) 阶段. 在 Discovery 过程中, 用户主机以广播方式寻找可以连接的服务器, 并获得其
以太网 MAC 地址. 然后选择需要连接的服务器并确定 PPPoE 会话标识号. 会话( Session) 阶段. 用户主机
与接入服务器根据在发现阶段所协商的 PPPoE 会话连接参数进行会话.
因此, 对应于这两种过 程, 以 太网上
点对点协 议帧格式( 如图 2 所示) 也包括
两种类型: 发现阶段的以太帧, 其类型
字段为 0x8863. 会 话阶段的以太 帧, 其
类型字段为 0x8864.
从图中可 以看到以 太网上点 对点协
议帧格式和以太网的帧格式完全一致, 只
是前者 的载荷( payload) 中包含了 特定格
式的 PPPoE 协议数据. 在会话阶段! 代码∀
图 2 PPPoE 协议帧格式
字段为 0x00, 在发现阶段! 代码∀字段的值
根据各种数据包的不同功能而具有不同的值. ! 会话标识∀字段的值在一个给定的 PPPoE 会话过程中是固
定不变的, 它和以太网源地址、
目标地址共同标识了网络中一个唯一的 PPPoE 会话. ! 长度∀字段指示 PP
PoE 帧的净荷长度. 发现阶段 PPPoE 载荷可以为空或由多个标记( TAG) 组成, 每个标记都是 TLV( 类型长度- 值) 结构; PPPoE 会话阶段载荷为标准的点对点协议( PPP) 帧.
在 PPPoE 会话开始后, 链路两端的机器实际上是通过 PPP 协议通信, 这样 NAS 就可以监控链路状态,
进而可以像管理 PPP 拨号用户那样管理通过 PPPoE 协议访问网络的用户.

2 宽带接入网模型
图 3 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基于 PPPoE 协议
的接 入 网 模 型: PPPoE 是 网 络 访 问 服 务 器
( NAS) 和用户机器之间的通信协议, 也就是说
NAS 通过 PPPoE 协议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和
实现对用户的管理; AAA 服务器是 一个对用
户进行认证、
授权、
计费的外部服务器, 它通过
RADIUS 协议与 NAS 通信. 下面将分别讲述此
模型中的 NAS, AAA 服务器, RADIUS 协议和
PPPoE 协议.

图 3 基于 PPPoE 协议的宽带接入网模型

3 网络访问服务器( NAS) , AAA 服务器
网络访问服务器( NAS) 可以认证用户的身份从而决定向其提供何种网络服务, 它可以监控用户的会
话状态从而获取计费信息. 为了便于管理, 特别是实现一个集中计费系统, 一般使用 AAA 服务器和 NAS
配合工作. AAA 指的是: Authenticat ion, Authorization 和 Accounting( 认证、
授权和计费) . ! 认证∀是指判断用
户能否获得某种网络服务. ! 授权∀是发生在认证之后的行为, NAS 基于认证信息、用户的服务请求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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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状态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 ! 计费∀是指跟踪用户使用网络资源的情况.
把认证、
授权和计费功能挪到一个单独的平台上, 可以为完成这些工作提供更好的软硬件支撑环境,
比如更大的存储空间, 更完善的数据库系统. 如果要对多台 NAS 进行集中化的管理, 那么无疑要采用外部
AAA 服务器. 比如 5 台 NAS 都连接到某台 AAA 服务器上进行用户认证, 也把所有的用户计费信息返回给
该 AAA 服务器. 在分布式系统中, AAA 服务器和 NAS 之间的分工如下: AAA 服务器认证用户, 核对密码;
AAA 服务器可以选择任何数据库; AAA 服务器向 NAS 返回授权信息; 用户会话的计费信息由 NAS 记录,
并且 NAS 要把这些信息传递给 AAA 服务器.
NAS 和 AAA 服务器之间的标准通信协议是 TACACS+ 或者 RADIUS 协议. 从目前来看, 由于 RADIUS
协议的优点, 一般在集中计费系统中采用 RADIUS.

4 一个实际采用 PPPoE+ RADIUS 模式的接入网例子
昆明钢铁公司电信局在建设昆钢内部的接入网时采用了 PPPoE+ RADIUS 协议的模式. 该接入网面
向全昆钢的办公和家庭上网用户, 使用 VDSL 线路.
NAS 服务器使用国产的! 泰光∀ 服务器. 该产品提供了管 理平台和计费软 件, 但是为 了实现对 5 台
NAS 集中管理, 为了实现更灵活的计费方式, 为了更方便地对用户进行管理, 系统采用 AAA 服务器. AAA
服务器软件是 Cisco Secure ACS 3. 0 for Windows 2000/ NT . 该软件支持 ODBC 数据库访问方式, 可以把来
自 NAS 的实时计费数据写入任何支持 ODBC 接口的数据库中. 同时, Cisco Secure ACS 还支持数据库冗余
备份, 可以通过它提供的! 数据库同步∀功能备份重要数据.
数据库中的计费数据来自于 NAS, 它们是
原始的计费数据. 为了得到直观的, 可用的计
费信息就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 系统采用
一个数据库前端应用程序访问和处理数据库
中的原始计费数据.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 管理
者可以获得用户的上网费用信息, 也可以汇总
或查询某时段内用户的上网费用. 系统结构如
图 4 所示:

5 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PPPoE 协议为
宽带接入网带来的主要好处是: PPPoE 类似于
图 4 昆钢电信接入网系统结构图 2
电话拨号上网的过程, 可以利用原有电话拨号
用户的运营模式, 可与 ISP 现有接入结构相融合; 能在局端实现对用户端局域网内所有用户的认证, 计费
和统计功能; 集中设立用户数据库, 集中设立 AAA Server, 可管理性较强.
但是 PPPoE 方式也存在下面几个弊端: PPPoE 协议的发现阶段要基于数据链路层的广播机制, 这就
意味着 NAS 与用户必须处于同一个广播域内, 这就大大限制了网络的扩展性和组网的灵活性; 用户流量
全部经过 NAS, 如果用户流量不断增大, NAS 将会成为系统的瓶颈. 目前, 几乎所有厂商生产的 NAS 都不
提供对组播的支持, 这造成对网络视频应用的限制.
文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均已成功地在昆明钢铁公司电信局应用, 通过 PPPoE 与 AAA 服务器的组合,
实现了一套完整的宽带网接入系统, 并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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