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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道至简·极速部署，ZStack致力于产品化私有云和混合云。 

ZStack是新一代创新开源的云计算 IaaS 软件，由英特尔、微软、CloudStack 等世界

上最早一批虚拟化工程师创建，拥有 KVM、Xen、Hyper-V等成熟的技术背景。 

ZStack创新提出了云计算 4S理念，即 Simple (简单)、Strong (健壮)、Smart (智能)、

Scalable (弹性)，通过全异步架构，无状态服务架构，无锁架构等核心技术，完美解决云

计算执行效率低，系统不稳定，不能支撑高并发等问题，实现 HA和轻量化管理。 

ZStack 发起并维护着国内最大的自主开源 IaaS 社区——zstack.io，吸引了 6000 多

名社区用户，对外公开的 API 超过 1000 个。基于这 1000 多个 API，用户可以自由组装出

自己的私有云、混合云，甚至利用 ZStack搭建公有云对外提供服务。 

ZStack拥有充足的知识产权储备，积极申报多项软著和专利，参与业内标准、白皮书

的撰写，入选云计算行业方案目录，还通过了工信部云服务能力认证和信通院可信云认证。 

ZStack 面向企业用户提供基于 IaaS 的私有云和混合云，是业内唯一一家实现产品化，并

领先业内首家推出同时打通数据面和控制面无缝混合云的云服务商。选择 ZStack，用户可

以官网直接下载、1台 PC也可上云、30分钟完成从裸机的安装部署。 

目前已有 1000多家企业用户选择了 ZStack 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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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tack 不同 VPC 路由器通过静态路由、动态路由（OSPF）实现网

络互通实战 

作者：李朗 

 

前言： 

 

VPC 网络基本上是每个云厂商都具备的功能，不同厂家构建 VPC 网络的实现方式和操作步

骤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目的都是想实现一套虚拟的专有网络。VPC 网络是 ZStack 支持的网

络类型之一，ZStack 的 VPC 网络具备灵活的网络配置、安全可靠的隔离、多子网互通、网

络流量优化以及动态路由等特点。 

 

ZStack VPC 网络支持的网络服务包括：DHCP、DNS、SNAT、安全组、弹性 IP、端口转发、

负载均衡、IPSec 隧道、OSPF 协议。同一 VPC 网络下不同子网之间云主机可以直接互通，

跨 VPC 路由器的云主机之间可以通过绑定弹性 IP 互通，也可以通过写路由实现三层互通，

ZStack 支持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下面分别介绍如何配置不同 VPC 网络通过静态路由和动

态路由（OSPF）实现三层互通的实战配置。 

 

一．环境拓扑： 

 

两个 VPC 路由器设备下各挂一个子网，分别实现通过配置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OSPF）实

现不同 VPC 下云主机的网络三层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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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ZStack 配置静态路由实现不同 VPC 路由器下云主机网络互通实战 

 

1、创建两个 VPC 路由器并分别在两个 VPC 路由器上各自配置 VPC 网络（注意两个 VPC

网络段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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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PC 路由器 1 ，同理创建 VPC 路由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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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路由器 1 上创建 172.16.0.1/16 子网，同理创建 VPC 路由器 2 上创建 192.168.0.1/24 子网 

 

2、创建两个云主机（选择不同的 VPC 网络创建）并验证其连通性 

 

 

创建云主机 1 选择 VPC 网络 1，同理创建云主机 2 选择 VPC 网络 2 

 

 
验证网络连通性，云主机之间不能互通 

 

3、 配置静态路由实现不同 VPC 路由器网络之间三层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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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一台 VPC 路由器创建路由表，同理选择第二台 VPC 路由器创建第二张路由表 

 

 

在路由表中增加路由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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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网段填写 192.168.0.1/24，下一跳地址：10.183.10.20， 

同理在另外一张路由表中增加静态路由条目 

 

4、验证云主机网络连通性 

 

 
验证两个云主机连通性，云主机已经通过静态路由实现互通 

 

使用场景：不同 VPC 下云主机通过静态路由实现三层互通、VPC 下的云主机和服务器实现

三层互通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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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Stack 不同 VPC 路由器通过动态路由（OSPF）实现网络互通 

 

在讲配置实战之前需要先了解下什么是 OSPF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是 IETF 组织开发的一个基于链路状态的内部网关协议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它支持划分区域，基于链路状态计算路由，同时用多播形

式收发交互报文，可有效提高网络收敛速度，并避免网络资源浪费。在安全方面，OSPF 支

持明文认证与 MD5 认证。OSPF 具有众多优点，使得它能作为优秀的内部网关协议而被广

泛用户使用。 

 

三）ZStack 配置 OSPF 实现不同 VPC 路由器下云主机网络互通实战 

 

1、创建两个 VPC 路由器并分别在两个 VPC 路由器上各自配置 VPC 网络（注意两个 VPC

网络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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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PC 路由器 1 ，同理创建 VPC 路由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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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路由器 1 上创建 172.16.0.1/16 子网， 

同理创建 VPC 路由器 2 上创建 192.168.0.1/24 子网 

 

2、创建两个云主机（选择不同的 VPC 网络创建）并验证其连通性 

 

 

创建云主机 1 选择 VPC 网络 1，同理创建云主机 2 选择 VPC 网络 2 

 

 
验证网络连通性，云主机之间不能互通 

 

3、 关闭 VPC 路由器的 SNAT 网络服务(如果 VPC 使用了 OSPF 进行通信，为了保证通信正

常需要关闭 SNAT 服务)，配置创建 OSPF 区域并将 VPC 路由器加入 OSPF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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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 SNAT 功能按钮来关闭 SNAT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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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OSPF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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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路由信息，添加两个 VPC 路由器和 VPC 路由器上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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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两个 VPC 路由器 OSPF 信息，查看是否学习到邻居路由信息 

 

 

验证两个云主机连通性，云主机已经通过 OSPF 协议实现互通 

 

使用场景：不同 VPC 下的云主机通过 OSPF 实现互通、VPC 路由器通过 OSPF 和物理

网络设备实现互通等场景。 

 

结尾： 

ZStack 作为产品化的 Iaas 平台，能够灵活调整并适配生产中的各种网络环境，ZStack

的 VPC 网络支持的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满足用户绝大多数生产环境

的要求，比如：除了不同 VPC 下云主机实现互通，还能通过写静态路由的方式实现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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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云主机和 IPRAN 专线三层互通，通过 OSPF 动态路由实现和客户生产环境的物理网

络设备建立邻接，实现全网互通等复杂场景。相比其他云平台网络产品，相信 ZStack

更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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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 ZStack 中国社区 QQ 群、ZStack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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