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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结合了以下防火墙、虚拟专用网 (VPN) 和信息流整形功
能，当连接到互联网时，为安全区段提供灵活的保护 : 

防火墙 : 防火墙在专用的 LAN 和公用网 ( 如互联网 ) 之间的交叉边界处筛选
流量。

分层安全 : 分层安全解决方案部署在不同位置以抵御攻击。如果某一层失败，
则下一层会捕获攻击。某些功能通过站点到站点 VPN 连接来帮助保护远程位
置。部署在周边的设备可抵御基于网络的攻击。其它层使用“入侵检测防护”
(IDP) 和“深入检查”功能自动检测和阻止攻击，以免受到损害。

网络分段 [ 后的安全层 ( 也称为虚拟化 )] 将网络划分成安全域，从而保护关
键资源免受未授权漫游用户访问和网络攻击。

内容安全 : 保护用户不受恶意 URL 的影响，并提供嵌入式防病毒扫描和 Web 
过滤。此外，与第三方产品配合以提供外部防病毒扫描、反垃圾邮件和 Web 
过滤。

VPN: VPN 提供一个在两个或多个远程网络装置之间的安全信道。

集成网络功能 : 动态路由协议获悉可达性并动态通告更改网络拓扑。此外，信
息流整形功能允许管理监控，以及对通过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的信息流的
控制，来维持网络的服务质量 (QoS) 级别。

集中管理 :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工具简化了安全设备的配置、部署和
管理。

冗余 : 接口、路由路径、安全设备以及 ( 在高端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 ) 电源
和风扇的高可用性，目的是避免这些区域存在单一故障点。

注意 : 有关 Juniper Networks 符合“联邦信息处理标准”(FIPS) 的信息，以及有关在 
FIPS 模式下安装一个符合 FIPS 的安全设备的说明，请参阅文档 CD 上的特定平
台 Cryptographic Module Security Policy 文档。
xlv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xlvi
图 1:  ScreenOS 中的关键功能

ScreenOS 系统提供设置和管理任何安全设备或系统所需的所有功能。本文档是通
过 ScreenOS 配置和管理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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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LAN

冗余 : 必要时，备份设备保持
与主设备上相同的配置和会
话，假扮主设备。 ( 注意 : 接
口、路由路径、电源和风扇
也可能是冗余的。 )

VPN: 在站点之间，通过互
联网的流量的安全信道

防火墙 : 在被保护的 LAN 和
互联网之间筛选流量

集成网络功能 : 执行路由功
能，并与环境中的路由设备
通信和相互作用

Traffic Shaping: 通过
防火墙时的流量的
有效优先化

动态路由 : 
路由表通过与动态
路由对等方通信来
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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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卷组织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是一本多卷手册。以下信息概括和总结了每卷的
资料 : 

第 1 卷 : 概述

“目录”包含了该手册中所有卷的主目录。

“总索引”是手册中所有卷的索引。

第 2 卷 : 基本原理

第 1 章，“ScreenOS 体系结构”介绍 ScreenOS 中的体系结构的基本元素，并
在 后给出一个包含这些元素中的多数元素、由四部分组成的、基于企业的示
例。在本章及以后所有各章中，每个概念都附有说明性的例子。

第 2 章，“区段”解释安全区段、通道区段和功能区段。

第 3 章，“接口”介绍安全性设备上的各种物理、逻辑和虚拟接口。

第 4 章，“接口模式”说明“透明”、“网络地址转换”(NAT) 和“路由器”
接口操作模式的概念。

第 5 章，“为策略构建块”讨论有关创建策略和虚拟专用网 (VPN) 方面的原
理 : 地址 ( 包括 VIP 地址 )、服务及 DIP 池。它还介绍了几个支持 H.323 协议
的配置的例子。

第 6 章，“策略”探究策略的组成及功能，并提供有关其创建和应用的指导。

第 7 章，“信息流整形”说明如何管理接口带宽、策略级别和优先化服务。

第 8 章，“系统参数”介绍“域名系统”(DNS) 寻址的概念；使用“动态主机
配置协议”(DHCP) 去分配或中继 TCP/IP 设置；下载及上载系统配置和软件；
设置系统时钟。

第 3 卷 : 管理

第 1 章，“管理” 说明本地和远程管理安全设备的不同的可用方法。本章还
解释了，属于可被定义的四个网络管理员级别中的每一个级别的特权。

第 2 章，“监控安全设备”说明各种监控方法，并对解释监控输出提供指导。
卷组织 xl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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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

第 1 章，“保护网络”概述攻击的基本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可用于对抗攻击
的防火墙选项。

第 2 章，“侦查威慑”介绍可用于封锁 IP 地址扫描、端口扫描以及发现目标
系统的操作系统 (OS) 类型的尝试的选项。

第 3 章，“拒绝服务攻击防御”解释防火墙、网络和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击，并说明 ScreenOS 如何减轻这类攻击。

第 4 章，“内容监控和过滤”介绍如何保护“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用户
不受恶意“统一资源定位器”(URL) 的影响，并说明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便与
第三方产品配合提供防病毒扫描和 Web 过滤。

第 5 章，“深入检查”说明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获得“深入检查”(DI) 攻击对
象更新、如何创建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和攻击对象组、以及如何在策略级应用 
IDP。

第 6 章，“入侵检测和防护”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技
术，该技术在以内联方式部署到您的网络后能够检测并进而阻止攻击。本章介
绍如何在策略级应用 IDP，以便在攻击进入网络之前丢弃恶意封包或连接。

第 7 章，“可疑封包属性”介绍封锁潜在危险封包的众多 SCREEN 选项。

附录 A，“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提供定义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时可指定的上
下文列表和说明。

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第 1 章，“互联网协议安全性”提供有关 IPSec 的背景信息，介绍“主动”和
“主”模式下 IKE 协商“阶段 1”的流程顺序，并在 后提供有关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封装的信息。

第 2 章，“公开密钥密码术”提供有关如何获得和加载数字证书和证书撤消列
表 (CRL) 的信息。

第 3 章，“虚拟专用网准则”提供一些有用信息来帮助选择可用的 VPN 选
项。它还提供封包流图表来具体化 VPN 封包处理。

第 4 章，“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提供关于连接两个专用网络的 VPN 配
置的多方面例子。

第 5 章，“拨号虚拟专用网”提供使用 AutoKey IKE 的客户端到 LAN 通信的
多方面例子。还详述组 IKE ID 和共享的 IKE ID 配置。

第 6 章，“第 2 层通道协议”解释“第 2 层通道协议”和其单独使用方法以
及与 IPSec (IPSec 上的 L2TP) 配合使用的方法。

第 7 章，“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包含高级 VPN 配置的信息和示例，例如 
NAT 穿透、VPN 监控、将多个通道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以及集中星型背对背通
道设计。

第 8 章，“自动连接虚拟专用网”介绍 ScreenOS 如何使用“下一跳跃解析协
议”(NHRP) 消息使安全设备能够根据需要建立“自动连接”VPN。本章提供
可以使用 AC-VPN 的典型方案的范例。
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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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卷 : IP 语音协议

第 1 章，“H.323 应用程序层网关”介绍 H.323 协议并提供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2 章，“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介绍会话启动协议 (SIP) 并说明 SIP 
ALG 在路由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处理呼叫的方式。在 SIP 体系结构摘
要之后提供了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3 章，“媒体网关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概述了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ALG，并列出了该实施的防火墙安全功能。在 MG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
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4 章，“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概述了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ALG，并列出了该实施的防火墙安全功能。在 SC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
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7 卷 : 路由

第 1 章，“静态路由”介绍 ScreenOS 路由表、安全设备上的基本路由过程以
及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静态路由。

第 2 章，“路由”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虚拟路由器以及如何在协议或虚
拟路由器之间重新分配路由表条目。

第 3 章，“开放 短路径优先”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OSPF 动态路由
协议。

第 4 章，“路由信息协议”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RIP 动态路由协议。

第 5 章，“边界网关协议”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BGP 动态路由协议。

第 6 章，“基于策略的路由”介绍如何强制相关信息流沿网络中的特定路径
传送。

第 7 章，“组播路由”介绍基本的组播路由概念。

第 8 章，“互联网组管理协议”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互联网组管理协
议”(IGMP)。

第 9 章，“协议无关组播”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协议无关组播”
(PIM) 路由协议。

第 10 章，“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介绍如何设置主机和路由器之间的“互联
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消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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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卷
第 8 卷 : 地址转换

第 1 章，“地址转换”概述了各种转换选项，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详细介绍这些
选项。

第 2 章，“源网络地址转换”介绍 NAT-src，数据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的转换 
[ 包括和不包括“端口地址转换”(PAT)]。

第 3 章，“目标网络地址转换”介绍 NAT-dst，数据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转
换 ( 包括和不包括目标端口地址映射 )。本节还将介绍有关执行 NAT-src、路由
选择注意事项及地址变换时的数据包流的信息。

第 4 章，“映射和虚拟地址”介绍仅基于 IP 地址 (映射 IP) 或基于目标 IP 地址
及目标端口号 ( 虚拟 IP) 将一个目标 IP 地址映射到另一个地址。

第 9 卷 : 用户认证

第 1 章，“认证”详述 ScreenOS 支持的各种认证方法和用途。

第 2 章，“认证服务器”介绍使用三种可能类型的外部认证服务器 (RADIUS、
SecurID 或 LDAP) 或内部数据库的选项，并讲解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与每种类型
协同工作。

第 3 章，“Infranet 认证”详述如何在统一访问控制 (UAC) 解决方案中部署安
全设备。Juniper Networks 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UAC) 用于保护及确保应用
程序和服务跨企业 infranet 进行传输。

第 4 章，“认证用户”说明如何定义认证用户的配置文件，及如何将其添加到
存储在本地或外部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组。

第 5 章，“IKE、XAuth 和 L2TP 用户”说明如何定义 IKE、XAuth 和 L2TP 用
户。XAuth 部分主要介绍有关将安全设备用作 XAuth 服务器的内容，但也包括
有关配置所选安全设备作为 XAuth 客户端的内容。

第 6 章，“无线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认证”介绍如何使用“可扩展认证
协议”对以太网和无线接口提供认证的可用选项和示例。

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第 1 章，“虚拟系统”讨论虚拟系统、对象和管理任务。

第 2 章，“信息流分类”介绍 ScreenOS 如何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第 3 章，“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介绍虚拟系统的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
类和 VLAN 标记。

第 4 章，“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介绍虚拟系统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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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第 1 章，“NetScreen 冗余协议”介绍如何对冗余组中的 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进行电缆连接、配置和管理，从而使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提供高可用性 (HA)。

第 2 章，“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接口冗
余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第 12 卷 : WAN、DSL、拨号和无线

第 1 章，“广域网”介绍如何配置广域网 (WAN)。

第 2 章，“数字用户线”介绍安全设备上的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 接口。
ADSL 是一项“数字用户线”(DSL) 技术，它允许现有电话线同时传送语音电话
服务和高速数字传输。

第 3 章，“ISP 故障切换和拨号恢复”介绍如何为 ISP 故障切换设置优先级和
定义条件，以及如何配置拨号恢复解决方案。

第 4 章，“无线局域网”介绍 Juniper Networks 无线设备上的无线接口并提供
范例配置。

附录 A，“无线信息”列出可用的通道、频率和调节域，以及每个国家 / 地区
无线设备上可用的通道。

第 13 卷 :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第 1 章，“GPRS”介绍 ScreenOS 中的“GPRS 通道协议”(GTP) 功能，并演
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GTP 功能。

第 14 卷 : IPv6 双栈体系结构

第 1 章，“互联网协议版本 6 简介”，介绍 IPv6 包头、概念和通道准则。

第 2 章，“IPv6 配置”介绍了如何把接口配置作为 IPv6 路由器或主机来运行。

第 3 章，“连接和网络服务”介绍了如何配置“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DHCPv6)、“域名服务”(DNS)、“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 和分片。

第 4 章，“静态和动态路由”介绍了如何设置静态和动态路由。本章介绍了 
ScreenOS 对“下一代路由信息协议”(RIPng) 的支持。

第 5 章，“地址转换”介绍了如何使用具有动态 IP (DIP) 地址和映射 IP (MIP) 
地址的“网络地址转换”(NAT) 来穿越 IPv4/IPv6 边界。

第 6 章，“IPv4 环境中的 IPv6”介绍了手动与动态通道技术。

第 7 章，“IPSec 通道技术”介绍了如何配置 IPSec 通道技术以连接不同的主机。

第 8 章，“IPv6 XAuth 用户认证”介绍了如何配置“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
务”(RADIUS) 和“IPSec 访问会话”(IAS) 管理。

附录 A，“交换”列出了多个选项，安全设备可通过这些选项用作传输 IPv6 
信息流的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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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li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lii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li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liv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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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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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2: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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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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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2 卷 : 基本原理介绍了 ScreenOS 的体系结构及其组成元素，包括配置不同元素
的示例。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ScreenOS 体系结构”介绍 ScreenOS 中的体系结构的基本元素，并
在 后给出一个包含这些元素中的多数元素、由四部分组成的、基于企业的示
例。在本章及以后所有各章中，每个概念都附有说明性的例子。

第 2 章，“区段”说明安全性、通道和功能区段

第 3 章，“接口”介绍各种物理、逻辑和虚拟接口。

第 4 章，“接口模式”说明“透明”、“网络地址转换”(NAT) 和“路由器”
接口操作模式的概念。

第 5 章，“为策略构建块”讨论有关创建策略和虚拟专用网 (VPN) 方面的原理: 
地址 ( 包括 VIP 地址 )、服务及 DIP 池。

第 6 章，“策略”探究策略的组成及功能，并提供有关其创建和应用的指导。

第 7 章，“信息流整形”说明如何设置服务优先级和管理接口与策略级别的
带宽。

第 8 章，“系统参数”介绍“域名系统”(DNS) 寻址的概念；使用“动态主机
配置协议”(DHCP) 去分配或中继 TCP/IP 设置；下载及上载系统配置和软件；
设置系统时钟。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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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x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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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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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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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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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ScreenOS 体系结构

Juniper Networks ScreenOS 体系结构为网络安全布局的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在具有
两个以上接口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可以创建多个安全区段并配置策略
以调节区段内部及区段之间的信息流。可为每个区段绑定一个或多个接口，并在每
个区段上启用不同的管理和防火墙选项。利用 ScreenOS 可以创建网络环境所需的
区段数、分配每个区段所需的接口数，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每个接口。

本章对 ScreenOS 进行了简要介绍。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安全区段”

第 3 页上的“安全区段接口”

第 4 页上的“虚拟路由器”

第 5 页上的“策略”

第 7 页上的“虚拟专用网”

第 9 页上的“虚拟系统”

第 10 页上的“封包流序列”

第 12 页上的“巨型帧”

本章结束时给出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范例，它例举了使用 ScreenOS 的安全设备
的基本配置 : 

第 13 页上的“范例 : ( 第 1 部分 ) 具有六个区段的企业”

第 15 页上的“范例 : ( 第 2 部分 ) 六个区段的接口”

第 17 页上的“范例 : ( 第 3 部分 ) 两个路由选择域”

第 19 页上的“范例 : ( 第 4 部分 ) 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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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段

安全区段是由一个或多个网段组成的集合，需要通过策略来对入站和出站信息流进
行调整 ( 请参阅第 5 页上的“策略”)。安全区段是绑定了一个或多个接口的逻辑实
体。通过多种类型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您可以定义多个安全区段，确切
数目可根据网络需要来确定。除用户定义的区段外，您还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区段 : 
Trust、Untrust 和 DMZ ( 用于第 3 层操作 )，或者 V1-Trust、V1-Untrust 和 V1-DMZ 
(用于第 2 层操作 )。如果愿意，可以继续使用这些预定义区段。也可以忽略预定义
区段而只使用用户定义的区段。另外，您还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区段 - 预定义和用
户定义。利用区段配置的这种灵活性，您可以创建能够 好地满足您的具体需要的
网络设计。请参阅图 2。

图 2 显示了配置有五个安全区段的网络 - 三个缺省区段 (Trust、Untrust、DMZ) 和
两个用户定义的区段 (Finance、Eng)。信息流只有在策略允许时才能由一个安全区
段传递到另一区段。

图 2:  预定义安全区段

注意 : 无需任何网段的安全区段是全域区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上的
“Global 区段”。) 另外，任何区段，如果既没有绑定到它的接口也没有通讯簿
条目，则也可以说它不包含任何网段。

如果是从 ScreenOS 的早期版本进行升级，则这些区段的所有配置将保持不变。

不能删除预定义安全区段。但是，可以删除用户定义的安全区段。删除安全区段
时，还会同时自动删除为该区段配置的所有地址。

Trust

Eng

Finance

Untrust

安全设备

DMZ

策略
引擎
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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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段接口

安全区段的接口可以视为一个入口，TCP/IP 信息流可通过它在该区段和其它任何
区段之间进行传递。

通过定义的策略，可以使两个区段间的信息流向一个或两个方向流动。利用定义
的路由，可指定信息流从一个区段到另一个区段必须使用的接口。由于可将多个
接口绑定到一个区段上，所以您制定的路由对于将信息流引向您所选择的接口十
分重要。

要允许信息流从一个区段流到另一个区段，需要将一个接口绑定到该区段，而且
要 - 对于“路由”或 NAT 模式的接口 ( 请参阅第 73 页上的“接口模式”) - 为该接
口分配一个 IP 地址。两种常见的接口类型为物理接口和 - 对于那些具有虚拟系统
支持的设备 - 子接口 ( 即，物理接口的第 2 层具体体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1 页上的“接口”。

物理接口
物理接口与安全设备上实际存在的组件有关。接口命名约定因设备而异。

子接口
在支持虚拟 LAN (VLAN) 的设备上，可以在逻辑上将一个物理接口分为几个虚拟的
子接口，每个子接口都从它来自的物理接口借用需要的带宽。子接口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但它在功能上与物理接口相同，子接口由 802.1Q VLAN 标记进行区分。安
全设备用子接口通过它的 IP 地址和 VLAN 标记来指引信息流流入和流出区段。为
方便起见，网络管理员使用的 VLAN 标记号通常与子接口号相同。例如，使用 
VLAN 标记 3 的接口 ethernet1/2 命名为 ethernet1/2.3。这表示接口模块在第一槽
位，第二个端口在该模块上，子接口号为 3 (ethernet1/2.3)。

请注意，虽然子接口与物理接口共享部分标识，但是其绑定的区段并不依赖于物理
接口绑定的区段。您可以将子接口 ethernet1/2.3 绑定到与物理接口 ethernet1/2 或 
ethernet1/2.2 所绑定的不同区段上。同样，IP 地址的分配也没有限制。术语子接口
并不意味着它的地址在物理接口的地址空间的子网中。

注意 : 对于在绑定到同一区段的两个接口间流动的信息流，因为两个接口具有相同的安
全级别，所以不需要策略。ScreenOS 对于两个区段间的信息流需要策略，如果
是在一个区段内，则不需要。

注意 : 要了解具体的安全设备的命名约定，请参阅该设备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注意 : 802.1Q 是一个 IEEE 标准，它定义了实现虚拟桥接 LAN 的机制以及用来通过 
VLAN 标记指示 VLAN 从属关系的以太网帧格式。
安全区段接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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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路由器

虚拟路由器 (VR) 的功能与路由器相同。它拥有自己的接口及自己的单播和组播路
由表。在 ScreenOS 中，安全设备支持两个预定义的虚拟路由器，这将允许安全设
备维护两个单独的单播和组播路由表，同时隐藏虚拟路由器彼此之间的路由信息。
例如，untrust-vr 通常用来与不可信方进行通信，并且不含有保护区段的任何路由
信息。保护区段的路由信息由 trust-vr 进行维护。因此，通过从 untrust-vr 中秘密
提取路由的方式，收集不到任何内部网络信息，请参阅图 3。

图 3:  虚拟路由器安全区段

安全设备上存在两个虚拟路由器时，不能在驻留于不同 VR 中的区段之间自动转发
信息流，即使存在允许信息流的策略。如果希望信息流在虚拟路由器之间传递，则
需要导出 VR 之间的路由或在将另一个 VR 定义为下一跳跃的 VR 中配置静态路
由。有关使用两个虚拟路由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Finance

Trust

Eng DMZ

Untrust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

注意 : 堡垒图标代表安全
区段的接口。

路由转发
虚拟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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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用于保护网络的安全，具体做法是先检查要求从一个安
全区段到另一区段的通路的所有连接尝试，然后予以允许或拒绝。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拒绝所有方向的所有信息流。通过创建策略，定义允许在
预定时间通过指定源地点到达指定目的地点的信息流的种类，您可以控制区段间的
信息流。范围 大时，可以允许所有类型的信息流从一个区段中的任何源地点到其
它所有区段中的任何目的地点，而且没有任何预定时间限制。范围 小时，可以创
建一个策略，只允许一种信息流在预定的时间段内、在一个区段中的指定主机与另
一区段中的指定主机之间流动，请参阅图 4。

图 4:  缺省策略

每次当封包尝试从一个区段向另一区段或在绑定到同一区段的两个接口间传递时，
安全设备会检查其策略组列表中是否有允许这种信息流的策略 ( 请参阅第 148 页上
的“策略组列表”)。要使信息流可以从一个安全区段传递到另一个区段 - 例如，
从区段 A 到区段 B - 必须配置一个允许区段 A 发送信息流到区段 B 的策略。要使信

注意 : 某些安全设备出厂时设置的缺省策略为允许所有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出
站信息流，但拒绝所有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入站信息流。

广义的互联网访问 : 任何服务可在
任何时间、从 Trust 区段的任何一点
到 Untrust 区段的任何一点

Un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狭义的互联网访问 : SMTP 服务从上午 5:00 
点到下午 7:00 点、从 Trust 区段中的邮件
服务器到 Untrust 区段中的邮件服务器

Trust 区段
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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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向另一方向流动，则必须配置另一策略，允许信息流从区段 B 流向区段 A。对
于从一个区段向另一区段传递的任何信息流，都必须有允许它的策略。同样，如果
启用了内部区段阻塞，则必须要有允许信息流在该区段中从一个接口向另一个接口
传递的策略。请参阅第 6 页上的图 5。

图 5:  策略体系结构

如果在安全设备上配置组播路由，则可能必须配置组播策略。在缺省情况下，安全
设备不允许区段间的组播控制信息流。组播控制信息流指通过组播协议 [ 如“协议
无关组播”(PIM)] 传输的消息。组播策略仅控制组播控制信息流的流动。要允许数
据信息流 ( 既包括单播也包括组播 ) 在区段间通过，必须配置防火墙策略。(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144 页上的“组播策略”。)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Finance

Trust

Eng DMZ

Untrust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

注意 : 堡垒图标代表安全
区段的接口。

路由转发

策略
引擎

注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5 页上的“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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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专用网

ScreenOS 支持多个虚拟专用网络 (VPN) 配置选项。两种主要类型如下 : 

基于路由的 VPN - 路由查找确定 NetScreen 设备封装哪些信息流。策略允许或
拒绝信息流到达路由中指定的目标。如果策略允许信息流并且路由引用绑定到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则安全设备也封装该策略。此配置将策略的应用与 
VPN 通道的应用分离。配置完成后，这些通道就成为可用的资源，用于保护一
个安全区段与另一区段之间传递的信息流。

基于策略的 VPN - 策略查找确定 : 在策略引用特定 VPN 通道并将 "tunnel" 指定
为操作时安全设备封装哪些信息流。

对于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来说，基于路由的 VPN 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您可以
将多个策略应用到流经单个 VPN 通道的信息流。对于拨号 VPN 来说，基于策略的 
VPN 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拨号客户端可能没有可以设置路由的内部 IP 地址。
请参阅图 6。

以下步骤介绍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中涉及到的主要元素 : 

1. 配置 VPN 通道时 ( 例如，vpn-to-SF，其中 SF 为目的或端实体 )，将本地设备
上的一个物理接口或子接口指定为外向接口。( 远程对等方配置其远程网关
时，必须使用此接口的 IP 地址。)

2. 创建一个通道接口 ( 例如，tunnel.1)，将其绑定到一个安全区段。

3. 将通道接口 tunnel.1 绑定到 VPN 通道 vpn-to-SF 上。

4. 要引导信息流通过此通道，请设置一个路由，指明到 SF 的信息流必须使用 
tunnel.1。

图 6:  VPN 信息流

注意 : 不必将该通道接口绑定到 VPN 信息流发往的同一区段上。如果路由指向某通道接
口，则到任何区段的信息流都可以访问该接口。

源区段

封包发送
tunnel.1

VPN 通道

vpn-to-SF

目的区段

封包到达

策略引擎

路由表

通道接口
虚拟专用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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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虚
此时，该通道已就绪，为 SF 绑定的信息流可以从中通过。现在，您可以创建通讯
簿条目，如 "Trust LAN" (10.1.1.0/24) 和 "SF LAN" (10.2.2.0/24)，并设置策略，允
许或阻止不同类型的信息流从指定源 ( 如 Trust LAN) 传递到指定目标 ( 如 SF 
LAN)。请参阅第 8 页上的图 7。

图 7:  Untrust 安全区段的 VPN 信息流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

Trust 区段
eth3/2-10.1.1.1/24

本地安全设备将信息流通过 tunnel.1 接口从 Trust 区段发送到 Untrust 区段中的 SF 
LAN。因为 tunnel.1 绑定到 VPN 通道 vpn-to-SF 上，所以设备加密信息流并通过该通
道将信息流发送到远程对等方。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到达使用

10.1.1.0/24       eth3/2
0.0.0.0/0         untrust-vr

本地设备
缺省网关 : 
1.1.1.250

接口 
tunnel.1

SF LAN
10.2.2.0/24

VPN 通道 
vpn-to-SF

Untrust 区段
外向接口
eth1/2, 1.1.1.1/24

到达使用

1.1.1.0/24          eth1/2
10.2.2.0/24        tunnel.1
0.0.0.0/0           1.1.1.250

注意 : 有关 VP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拟专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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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

某些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虚拟系统 (vsys)。虚拟系统是对主系统的细
分，在用户看来，它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虚拟系统相对于同一安全设备中的任
何其它虚拟系统以及根系统是独立存在的。将 ScreenOS 应用于虚拟系统需要协调
三个主要成员 : 区段、接口和虚拟路由器。图 8 从概念上简要说明 ScreenOS 如何
同时在根级和 vsys 级上将这些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

图 8:  Vsys 体系结构

注意 : 堡垒图标代表
安全区段接口。

DMZ

Mail

Untrust

Trust-vsys2

Trust-vsys1

Eng

Finance

Trust

Trust-vsys3

vsys2 专用
子接口

vsys1

vsys2

vsys3

vsys1-vr

vsys2-vr 

vsys3-vr 

trust-vr 

vsys3 专用
物理接口

untrust-vr

根和 vsys1 
共享的接口

根系统

注意 : 有关虚拟系统以及在虚拟系统环境中应用区段、接口和虚拟路由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虚拟系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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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包流序列

在 ScreenOS 中，内向封包的流序列按图 9 所示的方式进行。

图 9:  通过安全区段的封包流序列

1. 接口模块识别内向接口，进而识别绑定到该接口的源区段。

接口模块使用下列标准确定源区段 : 

如果包没有封装，源区段为内向接口或子接口绑定的安全区段。

如果包进行了封装并且 tunnel 接口绑定到 VPN 通道上，源区段为在其中
配置 tunnel 接口的安全区段。

如果包进行了封装并且 tunnel 接口位于 tunnel 区段，源区段为该 tunnel 
区段相应的承载区段 ( 携带 tunnel 区段的安全区段 )。

2. 如果启用了源区段的 SCREEN 选项，安全设备会在此时激活 SCREEN 模块。
SCREEN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三种结果之一 :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封锁该封包 )，
则安全设备会丢弃该封包并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一个条目。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该行为只记录事件却不封锁封包，安
全设备将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该事件，然后继续进行
下一步。

如果 SCREEN 机制没有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内向封包

内向接口

如果是网络信息
流，源区段 = 接
口或子接口绑定
的安全区段。

源区段

创建会话 执行操作

如果封包与现有的会话不
匹配，请执行步骤 4-9。

安全区段

通道区段

10.10.10.0/24 eth1/1
0.0.0.0/0 untrust-vr

源 目标 服务 操作

策略组列表

转发表

目的接口及
目的区段

如果是目的区段 = 安全区段，使
用该安全区段进行策略查找。

如果目的区段 = tunnel 区段，
使用该源区段进行策略查找。

会话表

d 977 vsys id 0, flag 
000040/00,
pid -1, did 0, time 180
13 (01) 10.10.10.1/1168 -> 
211.68.1.2/80, 6, 
002be0c0066b,
subif 0, tun 0Permit ＝ 转发封包

Deny = 丢弃封包
Reject = 丢弃数据包并将
TCP RST 发送到源
Tunnel = 使用指定通道进行
VPN 加密

如果 VPN 信息流
是到绑定到 VPN 
通道的 tunnel 接
口，源区段 = 在
其中配置通道接
口的安全区段。

如果 VPN 信息流
是到 tunnel 区段
中的 tunnel 接
口，源区段 = 承
载区段。

NAT-Dst 和 / 或
NAT-Src策略查找路由查找MIP/VIP 

主机 IP
会话查找SCREEN

过滤器

PBR

如果匹配，直接转到
步骤 9。
封包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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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话模块执行会话查找，尝试用现有会话与该数据包进行匹配。

如果该数据包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安全设备将执行“首包处理”，该过程
包括步骤 4 到 9。

如果该包与现有会话匹配，安全设备会执行“快速处理”，用现有会话条
目中可用的信息来处理该封包。“快速处理”会跳过步骤 4 到 8，因为这
些步骤产生的信息已经在会话的首包处理期间获得。

4. 如果使用映射 IP (MIP) 或虚拟 IP (VIP) 地址，地址映射模块会对 MIP 或 VIP 进
行解析以便路由表能查找到实际的主机地址。

5. 进行路由查找前，ScreenOS 会检查基于策略的路由 (PBR) 的封包。如果在该
内接口上启用了 PBR，将对封包应用以下动作 : 

绑定到该内接口的 PBR 策略将应用于封包。

如果接口级别上不存在 PBR 策略，则绑定到与内接口关联的区段的 PBR 
策略将应用于封包。

如果区段级别上不存在 PBR 策略，则绑定到与内接口关联的 VR 的 PBR 策
略将应用于封包。

如果未启用 PBR，路由表查找程序会找到指向目标地址的接口。同时，接口模
块识别该接口绑定的目的区段。

接口模块使用下列标准确定目的区段 : 

如果目的区段是安全区段，请使用该区段进行策略查找。

如果目的区段是 tunnel 区段，请使用相应的承载区段进行策略查找。

如果目标区段与源区段相同且禁用了该区段的内部区段阻塞，则安全设备
将跳过步骤 6 和 7 然后创建一个会话 ( 步骤 8)。如果启用内部区段阻塞，
则安全设备将丢弃数据包。

6. 策略引擎搜寻策略组列表，以便在识别出来的源和目的区段中的地址之间查找
策略。

在策略中配置的操作决定安全设备将如何处理封包 : 

如果操作为 permit，安全设备会将封包转发到其目标地点。

如果操作为 deny，安全设备将丢弃封包。

如果操作为 reject，安全设备将丢弃封包且如果协议为 TCP，它会将重置
信号 (RST) 发送到源 IP 地址。

如果操作为 tunnel，安全设备会将封包转发给 VPN 模块，该模块对封包
进行封装并用指定的 VPN 通道设置进行传送。

注意 : 有关 PB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封包流序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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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策略中指定了目的地址转换 (NAT-dst)，则 NAT 模块会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
初始目的地址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地址。

如果指定了源地址转换 ( 基于接口的 NAT 或基于策略的 NAT-src)，则 NAT 模块
会在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地址转发到目标地点或 VPN 模块前对其进行转换。

( 如果同一策略中同时指定了 NAT-dst 和 NAT-src，则安全设备会首先执行 
NAT-dst，然后执行 NAT-src。)

8. 会话模块在会话表中创建一个新条目，其中包含步骤 1 到 7 的结果。

随后，安全设备使用该会话条目中所含的信息来处理同一会话的后续数据包。

9. 安全设备执行在会话中指定的操作。

典型的操作有源地址转换、VPN 通道选择、加密、解密和包转发。

巨型帧

在某些设备上，可通过增加 大封包大小或消息传输单位 (MTU) 来增加设备能够
处理的吞吐量。请参阅硬件手册以了解设备是否支持巨型帧。

帧的大小在 1514 到 9830 字节之间。要将设备置于巨型帧模式，应将 大帧大小
设置为 1515 和 9830 之间的值 ( 含这两个数值 )，例如 : set envar 
max-frame-size=9830。使用 unset envar max-frame-size 命令可将设备恢复为
正常 大帧大小，即 1514 字节 ( 或者也可以使用命令 : set envar 
max-frame-size=1514)。 大帧大小不包括帧结尾处 4 个字节的帧校验序列。必
须重新启动系统才能使对环境变量所做的更改生效。

在巨型帧模式下，会出现以下情况 : 

不支持“深入检查”(DI)。

通过聚合接口发送的封包可能会混乱。

不支持 NSRP 转发。

大防火墙或 VPN 吞吐量需要至少四个会话 ( 对于防火墙 ) 或通道 ( 对于 VPN)
巨型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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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以下几节介绍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范例，说明了前面几节所介绍的一些概念 : 

“范例 : ( 第 1 部分 ) 具有六个区段的企业”

第 15 页上的“范例 : ( 第 2 部分 ) 六个区段的接口”

第 17 页上的“范例 : ( 第 3 部分 ) 两个路由选择域”

第 19 页上的“范例 : ( 第 4 部分 ) 策略”

范例 : ( 第 1 部分 ) 具有六个区段的企业
以下共有四部分范例，这是第一部分范例，目的是为了说明前面几节介绍的部分概
念。在第二部分中将设置每个区段的接口，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范例 : (第 2 部分 ) 
六个区段的接口”。在这里为企业配置以下六个区段 : 

Finance

Trust

Eng

Mail

Untrust

DMZ

Trust、Untrust 和 DMZ 区段已经预先配置。您必须对 Finance、Eng 和 Mail 区段
进行定义。在缺省情况下，用户定义的区段位于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因而，不
必为 Finance 和 Eng 区段指定虚拟路由器。但是，除了配置 Mail 区段外，您还需
要指定它在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还必须将 Untrust 和 DMZ 区段的虚拟路由器
绑定设置从 trust-vr 转移到 untrust-vr，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图 10。

注意 : 有关虚拟路由器及其路由选择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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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区段到虚拟路由器的绑定

WebUI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Finance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Eng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Mail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在 Virtual Router Name 下拉列表中选
择 untrust-vr，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Zones > Edit (对于 DMZ): 在 Virtual Router Name 下拉列表中选择 
untrust-vr，然后单击 OK。

CLI

set zone name finance
set zone name eng
set zone name mail
set zone mail vrouter untrust-vr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set zone dmz vrouter untrust-vr
save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

Mail

Untrust

DMZ

Finance

Trust

Eng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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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 第 2 部分 ) 六个区段的接口
这是一个渐进式范例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对区段进行了配置，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范例 : ( 第 1 部分 ) 具有六个区段的企业”。在下一部分中，将对虚拟
路由器进行配置，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范例 : ( 第 3 部分 ) 两个路由选择域”。范
例的这一部分演示了如何将接口绑定到区段上并为其配置 IP 地址和各种管理选
项，请参阅图 11。

图 11:  接口到区段绑定

WebUI

1. 接口 ethernet3/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able: ( 选择 )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SNMP, SSH ( 选择 )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2. 接口 ethernet3/2.1
Network > Interfaces > Sub-IF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3/2.1
Zone Name: Finance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VLAN Tag: 1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Mail

Finance
10.1.2.1/24
VLAN tag 1
eth3/2.1

Trust
10.1.1.1/24
eth3/2

Eng
10.1.3.1/24
eth3/1

Untrust
1.1.1.1/24
eth1/2

DMZ
1.2.2.1/24
eth2/2

1.3.3.1/24
eth1/1

1.4.4.1/24
VLAN tag 2
eth1/1.2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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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 ethernet3/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3/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Eng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3.1/24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4. 接口 ethernet1/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Mail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3.3.1/24

5. 接口 ethernet1/1.2
Network > Interfaces > Sub-IF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1/1.2
Zone Name: Mail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4.4.1/24
VLAN Tag: 2

6. 接口 ethernet1/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able: ( 选择 )
Management Services: SNMP ( 选择 )

7. 接口 ethernet2/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CLI

1. 接口 ethernet3/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manage ping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manage webu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manage sn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manage ssh

2. 接口 ethernet3/2.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1 tag 1 zone finan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1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1 manage ping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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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 ethernet3/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1 zone eng
set interface ethernet3/1 ip 10.1.3.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1 manage ping

4. 接口 ethernet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zone mail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 1.3.3.1/24

5. 接口 ethernet1/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2 tag 2 zone mail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2 ip 1.4.4.1/24

6. 接口 ethernet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snmp

7. 接口 ethernet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ip 1.2.2.1/24
save

范例 : ( 第 3 部分 ) 两个路由选择域
这是一个渐进式范例的第三部分。在上一部分中，对多个安全区段的接口进行了定
义，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范例 : ( 第 2 部分 ) 六个区段的接口”。在下一部分中，
将对策略进行设置，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范例 : ( 第 4 部分 ) 策略”。在本例中，
您只须为连接到互联网的缺省网关配置路由。其它路由在您创建接口 IP 地址时由
安全设备自动创建，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图 12。

图 12:  路由域

Mail

1.4.4.1/24
VLAN tag 2
eth1/1.2，路由

1.3.3.1/24
eth1/1，路由

Untrust
1.1.1.1/24
eth1/2，路由

DMZ
1.2.2.1/24
eth2/2，路由

Eng
10.1.3.1/24
eth3/1, NAT

Trust
10.1.1.1/24
eth3/2, NAT

Finance
10.1.2.1/24
VLAN tag 1
eth3/2.1, NAT

路由转发

untrust-vrtrust-vr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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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 选择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 选择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2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1/2 gateway 1.1.1.254
save

安全设备自动创建表 1 和表 2 中显示的路由 ( 指出的除外 )。

表 1:  trust-vr 路由表

表 2:  untrust-vr 路由表

到达 : 使用接口 : 使用网关 /Vrouter: 创建者 : 

0.0.0.0/0 n/a untrust-vr 用户配置

10.1.3.0/24 eth3/1 0.0.0.0 安全设备

10.1.1.0/24 eth3/2 0.0.0.0 安全设备

10.1.2.0/24 eth3/2.1 0.0.0.0 安全设备

到达 : 使用接口 : 使用网关 /Vrouter: 创建者 : 

1.2.2.0/24 eth2/2 0.0.0.0 安全设备

1.1.1.0/24 eth1/2 0.0.0.0 安全设备

1.4.4.0/24 eth1/1.2 0.0.0.0 安全设备

1.3.3.0/24 eth1/1 0.0.0.0 安全设备

0.0.0.0/0 eth1/2 1.1.1.254 用户配置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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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 第 4 部分 ) 策略
这是一个渐进式范例的 后一部分。上一部分为第 17 页上的“范例 : ( 第 3 部分 ) 
两个路由选择域”。范例的这一部分演示如何配置新的策略。请参阅图 13。

图 13:  策略

为达到本例的目的，在开始配置新策略前，您需要创建新的服务组。

WebUI

1.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Group Name: Mail-Pop3

选择 Mail，然后利用按钮 << 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

选择 Pop3，然后利用按钮 << 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

Finance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Trust

Eng

Mail

Untrust

DMZ

策略引擎

trust-vr 
路由选择域

路由转发

注意 : 创建区段时，安全设备会自动为该区段内的所有主机创建地址 Any。本例对所有
主机使用地址 Any。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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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Group Name: HTTP-FTPGet

选择 HTTP，然后利用按钮 << 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

选择 FTP-Get，然后利用按钮 << 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

2.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Finance, To: Mai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Pop3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Mai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Pop3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Eng, To: Mai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Pop3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Mai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Finance,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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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Finance,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Eng,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Eng,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FTP-Pu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FTPGet
Action: Permit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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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mail-pop3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mail-pop3 add pop3
set group service http-ftpget add http
set group service http-ftpget add ftp-get

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finance to mail any any mail-pop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mail any any mail-pop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eng to mail any any mail-pop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mail any any mail permit
set policy from finance to untrust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finance to dmz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eng to untrust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eng to dmz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eng to dmz any any ftp-pu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http-ftpget permit
save
ScreenOS 体系结构范例



第 2 章

区段

区段可以是网络空间中应用了安全措施的部分 ( 安全区段 )、绑定了 VPN 通道接口
的逻辑部分 (Tunnel 区段 )，或者是执行特定功能的物理或逻辑实体 ( 功能区段 )。

本章研究各种类型的区段，重点研究安全区段。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4 页上的“查看预配置区段”

第 26 页上的“安全区段”

第 26 页上的“将通道接口绑定到 Tunnel 区段”

第 28 页上的“配置安全区段和 Tunnel 区段”

第 30 页上的“功能区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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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预配置区段

首次启动安全设备时，可以看到若干预配置的区段。要使用 WebUI 查看这些区
段，请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 Network > Zones，请参阅图 14。

要使用 CLI 查看这些区段，请使用 get zone 命令。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图 15。

图 14:  WebUI 中的 Network > Zones 页
查看预配置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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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显示了 get zone CLI 命令的输出。

图 15:  Get Zone 输出

图 14 和图 15 中所示的预配置区段可分为三种不同区段类型 : 

安全区段 : Untrust、Trust、DMZ、Global、V1-Untrust、V1-Trust、V1-DMZ

Tunnel 区段 : Untrust-Tun

功能区段 : Null、Self、MGT、HA、VLAN

根和虚拟系统共享这些区段。

这些区段 (ID 0 和 10) 没有 也不能
包含接口。

缺省情况下，VPN 通道接口绑定到 Untrust-Tun 区段，其承载区段
为 Untrust 区段。( 升级时，现有通道绑定到 Untrust-Tun 区段。)

保留区段号 7-9 和 15 以备将来使用。

如果从早于 ScreenOS 3.1.0 的版本升级 - 对
于 NAT 或路由模式下的设备版本高于 3、对
于透明模式下的设备版本低于 3，这些区段 
(ID 1-3 和 11-14) 具有向下兼容性。

device> get zone

Total of 13 zones in vsys root

ID Name)  Type) Attr) VR) Default-IF) VSYS)
0) Null)  Null) Shared) untrust-vr) null) Root)
1) Untrust)  Sec(L3)) Shared) trust-vr) ethernet1/2)Root)
2) Trust)  Sec(L3)) ) trust-vr) ethernet3/2)Root)
3) DMZ)  Sec(L3)) ) trust-vr) ethernet2/2)Root)
4) Self)  Func) ) trust-vr) self) Root)
5) MGT)  Func) ) trust-vr) mgt) Root)
6) HA)  Func) ) trust-vr) ha) Root)
10) Global)  Sec(L3)) ) trust-vr) null) Root)
11) V1-Untrust) Sec(L2))) trust-vr) v1-untrust) Root)
12) V1-Trust)  Sec(L2)) ) trust-vr) v1-trust) Root)
13) V1-DMZ)  Sec(L2)) ) trust-vr) v1-dmz) Root)
14) VLAN)  Func) ) trust-vr vlan) Root)
16) Untrust-Tun) Tun)) trust-vr) null) Root)
-----------------------------------------------------------------------
查看预配置区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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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段

在单个安全设备上，可以配置多个安全区段，将网络分成多段，可对这些网段应用
各种安全选项以满足各段的需要。必须 少定义两个安全区段，以便在网络的不同
区段间分开提供基本的保护。在某些安全平台上，您可以定义多个安全区段，使网
络安全设计具有更高的精确度 - 而且这样做无需配置多个安全设备。

Global 区段
您可以识别安全区段，因为它有地址簿而且可以在策略中引用。Global 区段满足这
些条件。但是，它不具有其它安全区段都具有的一种元素 - 接口。Global 区段可充
当映射 IP (MIP) 和虚拟 IP (VIP) 地址的存储区域。预定义 Global 区段地址 "Any" 应
用于 Global 区段中所有 MIP、VIP 和其它用户定义的地址组。因为转向这些地址的
信息流被映射到其它地址，所以 Global 区段不需要用于使信息流从中流过的接口。

Global 区段还包含全局策略中使用的地址。有关全局策略的信息，请参阅第 148 
页上的“全局策略”。

SCREEN 选项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用于保护网络的安全，具体做法是先检查要求从一个安全
区段到另一区段的通路的所有连接尝试，然后予以允许或拒绝。对于每个安全区段
和 MGT 区段，可启用一组预定义的 SCREEN 选项，检测并阻塞安全设备将其确定
为具有潜在危害的各种信息流。

有关 SCREEN 的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

将通道接口绑定到 Tunnel 区段

Tunnel 区段是一个或多个通道接口的宿主逻辑网段。Tunnel 区段在概念上以一种
“子父”关系附属于安全区段。安全区段充当“父”，您也可以将其想象为载体区
段，该区段对封装的流量提供防火墙保护。Tunnel 区段提供封包封装 / 解封，还提
供基于策略的 NAT 服务 [ 通过支持具有可以接纳映射 IP (MIP) 地址和动态 IP (DIP) 
池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的通道接口 ]。

安全设备使用路由信息使承载区段将信息流引向通道端点。缺省的 tunnel 区段为 
Untrust-Tun，它与 Untrust 区段相关联。您可以创建其它 tunnel 区段并将其绑定
到其它安全区段，每个虚拟系统上的每个承载区段 多只能有一个 tunnel 区段。

注意 : 任何以 Global 区段作为其目的区段的策略均不支持 NAT 或信息流整形。

注意 : 根系统与所有虚拟系统可以共享 Untrust 区段。但是，各系统拥有自己单独的 
Untrust-Tun 区段。
安全区段



第 2 章 : 区段
在缺省情况下，通道区段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但是也可以将 tunnel 区段移动
到其它路由选择域中。请参阅图 16。

图 16:  Tunnel 区段路由域

当从 3.1.0 以下版本的 ScreenOS 升级时，在缺省情况下，现有的 tunnel 接口被绑
定到预配置的 Untrust-Tun tunnel 区段，该区段是预配置的 Untrust 安全区段的
“子”区段。可以将多个 tunnel 区段绑定到同一个安全区段，但是不可以将一个 
tunnel 区段绑定到另一个 tunnel 区段。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 tunnel 接口，并将其命名为 tunnel.3。将其绑定到 
Untrust-Tun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3.3.3.3/24。然后定义 tunnel.3 上的映射 
IP (MIP) 地址，将 3.3.3.5 转换为 10.1.1.5 (Trust 区段中某服务器的地址 )。Untrust 
区段 (Untrust-Tun 区段的承载区段 ) 和 Trust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WebUI

1. Tunne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3
Zone (VR): Untrust-Tun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3.3.3.5
Host IP Address: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CLI

1. Tunnel 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Tun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3.3.3.3/24

2. MIP
set interface tunnel.3 mip 3.3.3.5 host 10.1.1.5
save

流向或来自 VPN 通道的流量 

安全区段

对于预封装的以及后解封的 
VPN 流量，此 tunnel 接口 ( 在绑
定到 tunnel 区段时必须具有一个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支持基于策
略的 NAT。

通过 tunnel 接口进入 tunnel 区段的出站流量已被封装，并通过安全区段接口退出。
通过安全区段接口进入的入站流量在 tunnel 区段中解封，并通过 tunnel 接口退出。

接纳 tunnel 区段的安全区段接口
为封装的流量提供防火墙保护。

Tunnel 区段

Tunnel 
接口 安全区段接口

VPN 通道
将通道接口绑定到 Tunnel 区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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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区段和 Tunnel 区段

为获得 佳性能，请务必保存所做更改，并在创建区段后重新启动。第 3 层或第 2 
层安全区段及 tunnel 区段的创建、修改和删除过程十分相似。

创建区段
要创建第 3 层或第 2 层安全区段或 tunnel 区段，请使用 WebUI 或 CLI。

WebUI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键入区段名称。

Virtual Router Name: 选择要在其路由选择域中放置区段的虚拟路由器。

Zone Type: 

选择 Layer 3 创建一个区段，可以将处于 NAT 或“路由”模式的接口
绑定到该区段。

选择 Layer 2 创建一个区段，可以将处于“透明”模式的接口绑定到
该区段。

创建 tunnel 区段并将其绑定到承载区段时，请选择 Tunnel Out 
Zone，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具体的承载区段。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选择此选项可封锁同一安全区段中主机之间的信
息流。在缺省情况下，禁用区段内部封锁。

CLI

set zone name zone [ l2 vlan_id_num | tunnel sec_zone ]
set zone zone block
set zone zone vrouter name_str
save

修改区段
要修改安全区段或 tunnel 区段的名称，或更改 tunnel 区段的承载区段，必须先删
除该区段，然后再以修改值重新创建它。您可以更改现有区段上的区段内部封锁选
项和虚拟路由器。

注意 : 您不能删除预定义的安全区段或预定义的 tunnel 区段，但是可以编辑它们。

注意 : 第 2 层安全区段的名称必须以 "L2-" 开头；例如，"L2-Corp" 或 "L2-Xnet"。

注意 : 创建第 2 层安全区段时，VLAN ID number 必须为 1 ( 对于 VLAN1)。
配置安全区段和 Tunnel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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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修改区段名称

Network > Zones: 单击 Remove ( 对于要更改其名称的安全区段或 tunnel 区
段，或对于要更改其承载区段的 tunnel 区段 )。

当出现提示，请求对删除操作进行确认时，单击 Yes。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更改后的区段设置，然后单击 OK。

2. 更改区段内部封锁选项或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要修改的区段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区段移动到其路由选择域中
的虚拟路由器。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启用时，选中此复选框。禁用时，将其清除。

CLI

1. 修改区段名称
unset zone zone
set zone name zone [ l2 vlan_id_num | tunnel sec_zone ]

2. 更改区段内部封锁选项或虚拟路由器
{ set | unset } zone zone block
set zone zone vrouter name_str
save

删除区段
为获得 佳性能，请务必保存所做更改，并在删除区段后重新启动。要删除安全区
段或通道区段，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Network > Zones: 单击 Remove ( 对于要删除的区段 )。

当出现提示，请求对删除操作进行确认时，单击 Yes。

CLI

unset zone zone
save

注意 : 删除区段前，必须先解除所有绑定到它的接口。

更改区段的虚拟路由器前，必须先解除所有绑定到它的接口。

注意 : 删除区段前，必须先解除所有绑定到它的接口。要解除接口与区段间的绑定，请
参阅第 39 页上的“将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
配置安全区段和 Tunnel 区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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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段

共有五个功能区段，分别是 Null、MGT、HA、Self 和 VLAN。每个区段的存在都有
其专门的目的，如表 3 所解释。

表 3:  功能区段

区段 说明

Null 区段 此区段用于临时存储没有绑定到任何其它区段的接口。

MGT 区段 此区段是带外管理接口 MGT 的宿主区段。可以在此区段上设置防火墙选项以保
护管理接口，使其免受不同类型的攻击。有关防火墙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

HA 区段 此区段是高可用性接口 HA1 和 HA2 的宿主区段。尽管可以为 HA 区段设置接
口，但是此区段本身是不可配置的。

Self 区段 此区段是远程管理连接接口的宿主区段。当您通过 HTTP、SCS 或 Telnet 连接到
安全设备时，就会连接到 Self 区段。

VLAN 区段 此区段是 VLAN1 接口的宿主区段，可用于管理设备，并在设备处于“透明”模
式时终止 VPN 信息流，也可在此区段上设置防火墙选项以保护 VLAN1 接口，使
其免受各种攻击。
功能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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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信息流可通过物理接口和子接口进出安全区段。为了使网络信息流能流入和流出安
全区段，必须将一个接口绑定到该区段，如果它是第 3 层区段，给它分配一个 IP 
地址。然后，必须配置允许信息流在区段之间从接口传递到接口的策略。可将多个
接口指派给一个区段，但是不能将单个接口分配给多个区段。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32 页上的“接口类型”

第 38 页上的“查看接口”

第 39 页上的“配置安全区段接口”

第 45 页上的“创建二级 IP 地址”

第 46 页上的“备份系统接口”

第 52 页上的“回传接口”

第 55 页上的“接口状态更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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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本部分描述逻辑接口、功能区段接口及通道接口。有关查看所有这些接口的表格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上的“查看接口”。

逻辑接口
逻辑接口的用途是提供一个开口，网络信息流可通过该开口在区段之间流动。
ScreenOS 支持以下类型的逻辑接口 : 

物理接口

无线接口

桥接组接口

子接口

聚合接口

冗余接口

虚拟安全接口

物理接口

物理接口的名称由媒体类型、插槽号 ( 对于某些设备 ) 及索引号组成，例如，
ethernet3/2、ethernet0/2、wireless2、wireless0/2、bgroup2、serial0/0、serial0/2、
bri0/0 或 adsl0/2。可将物理接口绑定到充当入口的任何安全区段，信息流通过该入
口进出区段。没有接口，信息流就无法进出区段。

在支持对“接口至区段绑定”进行修改的安全设备上，三个物理以太网接口被预先
绑定到各个特定第 3 层安全区段 - Trust、Untrust 和 DMZ。哪个接口绑定到哪个
区段根据每个平台而定。( 有关安全区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9 页上的“配置
安全区段接口”。)

无线接口

无线接口与物理接口相似，充当信息流进出安全区段的入口。每个无线安全设备允
许多达四个无线接口 (wireless0/0 - wireless0/3) 同时处于激活状态。

无线接口不能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109 页上的
“无线局域网”。)
接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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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接组接口

有些安全设备支持桥接组 (bgroups)。Bgroup 允许将多个以太网和无线接口组合在
一起。各个 bgroup 构成其自己的广播域，并在组内接口间提供高速以太网交换。
每个 bgroup 接口可以分配一个 IP 地址。可以将 bgroup 接口绑定到任何区段。

对于预配置了桥接组的设备，有两个不同的桥接组编号系统。在有些设备上，预配
置的 bgroup 接口被标识为 bgroup0 到 bgroup3，而在其它设备上，则被标识为 
bgroup0/0 到 bgroup0/2。

在某些支持现场安装模块 ( 例如 PIM 或小型 PIM) 的设备上，可以创建包含模块上
的部分或全部以太网端口的 bgroup。在这些设备上，可以创建标识为 bgroupx/y 
的 bgroup，其中 x 表示包含已组合端口的模块的插槽号，y 表示创建桥接组时分
配的编号。

可将桥接组接口绑定到任何区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上的“将接口
绑定到安全区段”。)

子接口

子接口，与物理接口相似，充当信息流进出安全区段的入口。逻辑上，可将物理接
口分成几个虚拟子接口。每个虚拟子接口都从自己来源的物理接口借用所需的带
宽，因此其名称是物理接口名称的扩展，例如，ethernet3/2.1 或 ethernet0/2.1。

可以将子接口绑定到任何第 3 层区段。还可将子接口绑定到其物理接口所在的同
一区段，或将其绑定到不同区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上的“将接口
绑定到安全区段”。)

聚合接口

某些安全设备支持聚合接口。聚合接口是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的聚集，这些物理接
口平均分担流向聚合接口 IP 地址的信息流负载。通过使用聚合接口，可以增加单
个 IP 地址可用的总带宽。同时，如果聚合接口的一个成员失败，其它成员可以继
续处理信息流 - 虽然可用的带宽比以前少。

冗余接口

可以将两个物理接口绑定在一起来创建一个冗余接口，然后再将其绑定到安全区
段。两个物理接口的其中一个接口充当主接口，并处理流向冗余接口的所有信息
流。另一个物理接口充当辅助接口以及活动接口失效时的备用接口。如果发生故
障，流向冗余接口的信息流故障切换至辅助接口，该接口成为新的主接口。冗余接
口的使用提供了升级到设备级故障切换前的首行冗余。

注意 : 有关聚合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39 页上的“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

注意 : 有关冗余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39 页上的“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
接口类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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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安全接口

虚拟安全接口 (VSI) 是在 HA 模式中运行时，两个安全设备形成虚拟安全设备 (VSD) 
共享的虚拟接口。网络和 VPN 信息流使用 VSI 的 IP 地址和虚拟 MAC 地址。然
后，VSD 将信息流映像到之前已经绑定 VSI 的物理接口、子接口或冗余接口。两个
安全设备在 HA 模式运行时，必须将要在设备发生故障切换时提供不间断服务的安
全区段接口绑定到一个或多个虚拟安全设备 (VSD)。将接口绑定到 VSD 后，就会得
到虚拟安全接口 (VSI)。

功能区段接口
功能区段接口 ( 例如，“管理”和 HA) 都有专门用途。

管理接口

在一些安全设备上，可以通过独立的物理接口 - 管理 (MGT) 接口 - 管理设备，将管
理信息流从常规网络用户信息流中分出。将管理信息流从网络用户信息流中分出，
大大增加了管理安全性，并确保了稳定的管理带宽。

高可用性接口

高可用性 (HA) 接口是专用于 HA 功能的物理端口。在冗余组中，一个设备充当主
设备 - 执行网络防火墙、VPN 和信息流整形功能，而另一个设备充当备份设备，在
主设备发生故障时接管防火墙功能。这是一种主动 / 被动配置。还可以将集群的两
个成员都设置为主设备和对方的备份设备。这是一种主动 / 主动配置。这两种配置
在第 11 卷 : 高可用性中都有详细说明。

虚拟 HA 接口

在没有专用 HA 接口的安全设备上，虚拟 HA 接口提供上述功能。由于没有 HA 信
息流专用的独立物理端口，因此必须将虚拟 HA 接口绑定到其中一个物理以太网端
口。使用将网络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的方法，将网络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

通道接口
通道接口充当 VPN 通道的入口。信息流通过通道接口进出 VPN 通道。

将通道接口绑定到 VPN 通道时，即可在到达特定目标的路由中引用该通道接口，
然后在一个或多个策略中引用该目标。利用这种方法，可以精确控制通过该通道的
信息流的流量。它还提供 VPN 信息流的动态路由支持。如果没有通道接口绑定到 
VPN 通道，则必须在策略中指定通道并选择 tunnel 作为操作。因为操作 tunnel 
意味着允许，所以不能明确拒绝来自 VPN 通道的信息流。

可将同一子网中的动态 IP (DIP) 地址池用作通道接口，在外向或内向信息流上执行
基于策略的 NAT。对通道接口使用基于策略的 NAT 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在 VPN 
通道两端的两个站点间发生 IP 地址冲突。

注意 : 有关 VSI 及其如何与 HA 集群中 VSD 一起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
用性。

注意 : 有关配置管理设备的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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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绑定到通道接口，以便安全设备可以路由信息流，使
其流出和流入设备。可将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绑定到一个有编号 ( 具有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或无编号 ( 没有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的通道接口。如果通道接口没有编
号，则必须指定它借用 IP 地址的接口。安全设备自行启动通过通道的信息流 ( 如 
OSPF 消息 ) 时，安全设备仅使用借用的 IP 地址作为源地址。通道接口可以从相同
或不同安全区段的接口借用 IP 地址，只要这两个区段位于同一个路由选择域中。

可以对 VPN 信息流路由进行非常安全的控制，方法是将所有无编号的通道接口绑
定到一个区段 ( 该区段位于其自身的虚拟路由选择域中 )，并且从绑定到同一区段
的回传接口借用 IP 地址。例如，可以将所有无编号的通道接口绑定到一个名为 
"VPN" 的用户定义区段，并且对这些接口进行配置，使其从 loopback.1 接口借用 
IP 地址，并且也绑定到 VPN 区段。VPN 区段位于名为 "vpn-vr" 的用户定义路由选
择域中。将通道通向的所有目标地址放置在 VPN 区段中。将这些地址路由为指向
通道接口，策略则控制其它区段和 VPN 区段之间的 VPN 信息流，请参阅图 17。

图 17:  无编号通道接口绑定

将所有通道接口放置在这样的区段中非常安全，因为 VPN 不会由于出现故障 ( 这
样会使通往相关通道接口的路由变成非活动状态 ) 而将原本使用通道的信息流重定
向为使用非通道路由 ( 如缺省路由 )。( 有关如何避免出现类似问题的几点建议，请
参阅第 5-64 页上的“基于路由的虚拟专用网安全注意事项”。)

还可将一个通道接口绑定到 Tunnel 区段。这时，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将通道接口
绑定到 Tunnel 区段的目的是让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能够使用 NAT 服务。请参阅
第 36 页上的图 18。

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将目的地为 10.2.2.5/32 的信息流从 trust-vr 发送到 
vpn-vr。如果 tunnel.1 被禁用，设备就丢弃该封包。由于缺省
路由 ( 到 0.0.0.0/0) 仅在 trust-vr 中，因此设备不会尝试将以纯
文本格式存在的数据包发送出 ethernet0/3。

ethernet0/1 
10.1.1.1/24

VPN 区段

set vrouter name vpn-vr
set zone name vpn vrouter vpn-vr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zone vpn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ip 172.16.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vpn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loopback.1

为 src-1 和 dst-1 配置地址。
配置 VPN 通道并将其绑定到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5/32 vrouter vpn-vr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vpn-vr route 10.2.2.5 interface tunnel.1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vpn scr-1 dst-1 any permit

Untrust 区段

ethernet0/3 
1.1.1.1/24

trust-vr 

无编号的 
tunnel.1

vpn-vr

loopback.1 
172.16.1.1/24

dst-1 10.2.2.5

外部路由器
1.1.1.250

src- 10.1.1.5

注意 : 网络地址转换 (NAT) 服务包括在接口所在的子网中定义的动态 IP (DIP) 池和映射 
IP (M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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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通道接口到区段的绑定

从概念上讲，可将 VPN 通道当作铺设的管道。它们从本地设备延伸到远程网关，
而通道接口就是这些管道的开口。管道始终存在，只要路由引擎将信息流引导到接
口之一就可随时使用。

通常，如果希望接口支持源地址转换 (NAT-src) 的一个或多个动态 IP (DIP) 池和目
标地址转换 (NAT-dst) 的映射 IP (MIP) 地址，请为该通道接口分配一个 IP 地址。有
关 VPN 和地址转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129 页上的“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
点”。可以在安全区段或通道区段创建具有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的通道接口。

如果通道接口不需要支持地址转换，并且配置不要求将通道接口绑定到 Tunnel 区
段，则可以将该接口指定为无编号。必须将无编号的通道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但
不能将其绑定到 Tunnel 区段。还必须指定一个具有 IP 地址的接口，该接口所在的
虚拟路由选择域与绑定无编号接口的安全区段所在的虚拟路由选择域相同。无编号
的通道接口借用该接口的 IP 地址。

如果正通过 VPN 通道传送组播数据包，可以在通道接口上启用“通用路由封装”
(GRE)，以在单播数据包中封装组播数据包。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可在 
IPv4 单播数据包中封装 IP 数据包的 GREv1。有关 GRE 的其它信息，请参阅
第 7-142 页上的“配置通道接口上的通用路由封装”。

区段

安全区段接口

安全

通道接口

区段

VPN 通道

区段

VPN 通道

VPN 通道

有编号或
没有编号

当通道接口在一个安全区段内时，必须将一个 VPN 通道绑定到该通道接口，这样
就允许创建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通道接口有无编号均可。如果通道接口没有编
号，它从安全区段 ( 在其中创建了它 ) 的缺省接口借用 IP 地址。

注意 : 只有具有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的通道接口才能支持基于策略的 NAT。

有编号

有编号

当有编号的通道接口在安全区段内并且是该区段内的唯一接口时，就不需要创建
安全区段接口。在此情况下，安全区段支持通过通道接口的 VPN 流量，但不支持
其它类型的流量。

通道接口绑定到通道区段时，该通道接口必须具有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这样，
就可定义该接口上的 DIP 池和 MIP 地址。如果将一个 VPN 通道绑定到一个通道区
段，就不能也将它绑定到通道接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建一个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

通道

安全

区段

注意 : 有关显示如何将通道接口绑定到通道的范例，请参阅第 5-71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
的虚拟专用网”和第 5-147 页上的“拨号虚拟专用网”中基于路由的 VPN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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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道接口

不能立即删除拥有映射 IP 地址 (MIP) 或“动态 IP (DIP)”地址池的通道接口。删除
拥有这些特征的通道接口前，必须首先删除引用它们的所有策略。然后必须删除通
道接口上的 MIP 和 DIP 池。如果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引用一个通道接口，则必须
首先删除 VPN 配置，然后删除通道接口。

在本范例中，通道接口 tunnel.2 被链接到 DIP 池 8。通过名为 vpn1 的 VPN 通
道，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 VPN 信息流的策略 (ID 10) 引用该 DIP 池 8。要
删除该通道接口，必须首先删除该策略 ( 或从该策略中删除对 DIP 池 8 的引用 )，
然后删除 DIP 池。然后，必须解除 tunnel.2 到 vpn 1 的绑定。删除依赖通道接口
的所有配置后，即可删除该通道接口。

WebUI

1. 删除引用 DIP 池 8 的 策略 10
Policy >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针对策略 ID 10 单击 Remove。

2. 删除链接到 tunnel.2 的 DIP 池 8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2) > DIP: 针对 DIP ID 8 单击 
Remove。

3. 解除 vpn1 与 tunnel.2 之间的绑定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 对于 vpn1) > Advanced: 选择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下拉列表中的 None，单击 Return，然后单击 OK。

4. 删除 tunnel.2
Network > Interfaces: 针对 tunnel.2 单击 Remove。

CLI

1. 删除引用 DIP 池 8 的 策略 10
unset policy 10

2. 删除链接到 tunnel.2 的 DIP 池 8
unset interface tunnel.2 dip 8

3. 解除 vpn1 与 tunnel.2 之间的绑定
un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4. 删除 tunnel.2
unset interface tunnel.2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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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接口

可查看列出安全设备上所有接口的表。因为物理接口是预定义的，所以无论是否
进行配置都会将其列出。对于子接口和通道接口来说，只有在创建和配置后才会
列出。

要在 WebUI 中查看接口表，请单击 Network > Interfaces。从 List Interfaces 下拉
列表中，可指定要显示的接口类型。

要在 CLI 中查看接口表，请使用 get interface 命令。

接口表显示每个接口的下列信息 : 

Name: 此字段标识接口的名称。

IP/Netmask: 此字段标识接口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地址。

Zone: 此字段标识接口绑定到的区段。

Type: 此字段指出接口类型: Layer 2 (第 2 层)、Layer 3 (第 3 层)、tunnel (通道)、
redundant ( 冗余 )、aggregate ( 聚合 )、VSI。

Link: 此字段标识接口为活动 (up) 还是非活动 (down)。

Configure: 此字段允许修改或移除接口。

图 19:  WebUI 接口表
查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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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CLI 接口表

配置安全区段接口

本部分描述如何配置安全区段接口的以下方面 : 

将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及解除二者之间的绑定

将地址分配到 第 3 层 (L3) 安全区段接口

修改物理接口和子接口

创建子接口

删除子接口

将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
可将一些物理接口绑定到 L2 ( 第 2 层 ) 或 L3 ( 第 3 层 ) 安全区段。除 ADSL 外，不
能将 WAN 接口绑定到 L2 ( 第 2 层 ) 安全区段。由于子接口需要 IP 地址，因此仅可
将子接口绑定到 L3 ( 第 3 层 ) 安全区段。将接口绑定到 L3 安全区段后，才能将 IP 
地址指定给接口。无线接口不能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

一些安全设备允许对多个接口进行分组。在将接口添加到某个组之前，必须将该接
口设置为 Null 安全区段。将这些接口添加到某个组后，必须为安全区段分配组接
口才能建立连接。

在本例中，将 ethernet0/5 绑定到 Trust 区段。

注意 : 有关为接口设置信息流带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5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有关每种接口可用的管理及其它可用服务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25 页上
的“控制管理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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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5):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
择 Trust，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5 zone trust
save

本范例中，将 ethernet0/3 和 ethernet0/4 设置为在 Null 安全区段中，并将这些接
口分组为 bgroup1，然后将该组绑定到 DMZ 安全区段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
择 Null，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4):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
择 Null，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bgroup1):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择 
DMZ，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bgroup1): 在 Bind to Current Bgroup 栏中
选中 ethernet0/3 和 ethernet0/4，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null
set interface ethernet0/4 zone null
set interface bgroup1 port ethernet0/3
set interface bgroup1 port ethernet0/4
set interface bgroup1 zone DMZ
save

解除接口与安全区段的绑定
如果接口无编号，那么可解除其与一个安全区段的绑定，然后将其绑定到另一个安
全区段。如果接口有编号，则必须首先将其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设置为 0.0.0.0。然
后，可解除其与一个安全区段的绑定，然后将其绑定到另一个安全区段，( 可选 ) 
并为其重新分配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在本例中，ethernet0/3 的 IP 地址为 210.1.1.1/24 并且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将其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设置为 0.0.0.0/0 并将其绑定到 Null 区段。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0.0.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null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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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除接口与组的绑定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另一个安全区段，必须从 bgroup 中释放
该接口。从 bgroup 中释放接口会将该接口置于 Null 安全区段中。将接口放置到 
Null 安全区段后，就可将其与任何安全区段绑定，并为其配置 IP 地址。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bgroup1) > Bind Port: 在 Bind to Current 
Bgroup 栏中，取消选中 ethernet0/3，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
择 Trust，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bgroup1 port ethernet0/3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trust
save

对 L3 安全区段接口进行编址
定义 L3 ( 第 3 层 ) 安全区段接口或子接口时，必须为其分配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如
果将接口绑定到 trust-vr 中的区段，则还可指定接口模式为 NAT 或 Route ( 路由 )。
( 如果绑定接口的区段在 untrust-vr 中，则接口模式始终是 Route 模式。)

分配接口地址时，要考虑如下两种基本类型的 IP 地址 : 

公共地址，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提供的地址，用于公用网络 ( 如互联网 ) 
并且必须是唯一的

私有地址，由本地网络管理员分配，用于私有网络并且其他管理员也可分配用
于其私有网络

公共 IP 地址

连接到公共网络的接口必须有公共 IP 地址。同样，如果 untrust-vr 中的 Layer ( 第 3 
层 ) 安全区段连接到公共网络，并且 trust-vr 中区段的接口模式为 Route ( 路由 )，
那么 trust-vr 的区段中所有地址 ( 包括接口和主机的地址 ) 也必须为公共地址。公共 
IP 地址分为三类，A、B 和 C，如表 4 所示 )。

表 4:  公共地址范围

注意 : 有关 NAT 和 Route ( 路由 ) 模式配置的范例，请参阅第 73 页上的“接口模式”。

注意 : 将 IP 地址添加到接口后，安全设备将通过 ARP 请求进行检查，以确保本地网络
中不存在该 IP 地址。( 此时物理链接必须为工作中状态。) 如果 IP 地址已存在，
则会显示警告。

地址类别 地址范围 排除的地址范围

A 0.0.0.0 - 127.255.255.255 10.0.0.0 - 10.255.255.255, 127.0.0.0 - 127.255.255.255

B 128.0.0.0 - 191.255.255.255 172.16.0.0 - 172.31.255.255

C 192.0.0.0 - 223.255.255.255 192.168.0.0 - 192.168.2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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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由四个八位位组组成，每个八位位组长为 8 位。在 A 类地址中，前 8 位表
示网络 ID，后 24 位表示主机 ID (nnn.hhh.hhh.hhh)。在 B 类地址中，前 16 位表
示网络 ID，后 16 位表示主机 ID (nnn.nnn.hhh.hhh)。在 C 类地址中，前 24 位表
示网络 ID，后 8 位表示主机 ID (nnn.nnn.nnn.hhh)。

通过应用子网掩码 ( 或网络掩码 )，可进一步划分网络。实际上，网络掩码掩蔽了
主机 ID 的一部分，以使掩蔽的部分成为网络 ID 的子网。例如，地址 10.2.3.4/24 
中的 24 位掩码指出，前 8 位 ( 即第一个 8 位位组 - 010) 标识此 A 类私有地址的网
络部分，中间 16 位 ( 即第二个和第三个 8 位位组 - 002.003) 标识地址的子网部
分， 后 8 位 ( 后一个 8 位位组 - 004) 标识地址的主机部分。使用子网可将大的
网络地址空间缩小为较小的子部分，这样大大增强了 IP 数据报的传输效率。

私有 IP 地址

如果接口连接到私有网络，那么本地网络管理员可将任何地址分配给它，虽然通常
是使用私有地址保留范围中的地址 (10.0.0.0/8、172.16.0.0 - 172.31.255.255、
192.168.0.0/16)，如 RFC 1918, Address Allocation for Private Internets 中定义。

如果将 untrust-vr 中的第 3 层安全区段连接到公共网络，并且 trust-vr 中绑定到各
区段的各接口模式为 NAT，那么 trust-vr 的区段中所有地址 ( 包括接口和主机的地
址 ) 都可为私有地址。

对接口进行编址

在本例中，将为 ethernet0/5 分配 IP 地址 210.1.1.1/24，“管理 IP”地址 
210.1.1.5。( 请注意，“管理 IP”地址必须在与安全区段接口 IP 地址相同的子网
中。) 后，将接口模式设置为 NAT，这会将所有内部 IP 地址转换为绑定到其它安
全区段的缺省接口。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5):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Manage IP: 210.1.1.5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5 ip 2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5 manage-ip 210.1.1.5
save

注意 : 还有 D 和 E 类地址，留为专用。

注意 : 24 位掩码的十进制点格式等值为 255.255.255.0。

注意 : 安全区段的缺省接口是绑定到该区段的第一个接口。要了解哪个接口是区段的缺
省接口，请在 WebUI 中查看 Network >Zones 中的 Default IF 栏，或在 CLI 中查
看 get zone 命令输出内容中的 Default-If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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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接口设置
配置物理接口、子接口、冗余接口、聚合接口或“虚拟安全接口”(VSI) 后，需要
时可更改下列任何设置 :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管理 IP 地址。

( 第 3 层区段接口 ) 管理和网络服务。

( 子接口 ) 子接口 ID 号和 VLAN 标记号。

(trust-vr 中绑定到 L3 ( 第 3 层 ) 安全区段的接口 ) 接口模式 - NAT 或“路由”。

( 物理接口 ) 信息流带宽设置 ( 请参阅第 175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 物理、冗余和聚合接口 ) 大传输单位 (MTU) 大小。

(第 3 层接口 ) 阻止进出同一接口的信息流，包括主子网和辅助子网之间或两个
辅助子网之间的信息流 ( 通过带有 route-deny 选项的 set interface CLI 命令来
完成 )。

对于某些安全设备上的物理接口，可以强制物理链接状态为非工作中或工作中。如
果强制物理链接状态为非工作中状态，则可模拟断开电缆与接口端口的连接。( 通
过带有 phy link-down 选项的 set interface CLI 命令来完成。)

在本例中，对 ethernet0/1 进行一些修改，它是一个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将
“管理 IP”地址从 10.1.1.2 更改为 10.1.1.12。为了确保管理信息流的绝对安全，
还更改了管理服务选项，启用 SCS 和 SSL 并禁用 Telnet 和 WebUI。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进行以下修改，然后单击 
OK: 

Manage IP: 10.1.1.12
Management Services: ( 选择 ) SSH, SSL; ( 清除 ) Telnet, WebUI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anage-ip 10.1.1.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anage ssh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anage ssl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anage telnet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anage web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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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系统中创建子接口
可在根系统或虚拟系统中的任何物理接口上创建子接口。子接口使用 VLAN 标记区
别绑定该子接口的信息流与绑定其它接口的信息流。请注意，虽然子接口源自物理
接口，并借用其需要的带宽，但是可将子接口绑定到任何区段，不必绑定到其“父
级”接口绑定的区段。此外，子接口的 IP 地址所在的子网必须不同于所有其它物
理接口和子接口的 IP 地址所在的子网。

在本例中，将在根系统中为 Trust 区段创建子接口。配置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0/1 的子接口。将子接口绑定到名为 "accounting" 的用户定义区段，该区
段在 trust-vr 中。为其分配子接口 ID 3、IP 地址 10.2.1.1/24 和 VLAN 标记 ID 3。
接口模式为 NAT。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0/1.3
Zone Name: accounting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VLAN Tag: 3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3 zone accounting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3 ip 10.2.1.1/24 tag 3
save

删除子接口
不能立即删除映射 IP 地址 (MIP)、虚拟 IP 地址 (VIP) 或“动态 IP”(DIP) 地址池的
宿主子接口。删除任何这些特性的宿主子接口前，必须首先删除所有引用它们的策
略或 IKE 网关。然后必须删除子接口上的 MIP、VIP 和 DIP 池。

在本例中，将删除子接口 ethernet0/1.1。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单击 Remove ( 对于 ethernet0/1.1)。

会出现一条系统消息，提示您确认删除。

单击 Yes 删除子接口。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0/1.1
save

注意 : 还可配置冗余子接口和 VSI 上的子接口。有关配置冗余接口上子接口的范例，请
参阅第 11-95 页上的“虚拟系统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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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二级 IP 地址

每个 ScreenOS 接口都有一个唯一的主 IP 地址。但是，某些情况要求一个接口有
多个 IP 地址。例如，组织可能分配有额外的 IP 地址，但不希望添加路由器来适应
其需要。此外，组织拥有的网络设备可能比其子网所能处理的要多，如有多于 254 
台的主机连接到 LAN。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可将二级 IP 地址添加到 Trust、DMZ 
或用户定义区段中的接口。

二级地址具有某些属性，这些属性会影响如何实施此类地址。这些属性如下 : 

任何两个二级 IP 地址之间都不能有子网地址重叠。此外，安全设备上二级 IP 
和任何现有子网间不能有子网地址重叠。

通过二级 IP 地址管理安全设备时，该地址总是具有与主 IP 地址相同的管理属
性。因此，不能为二级 IP 地址指定独立的管理配置。

不能为二级 IP 地址配置网关。

创建新的二级 IP 地址时，安全设备会自动创建相应的路由选择表条目。删除
二级 IP 地址时，设备会自动删除其路由选择表条目。

启用或禁用两个二级 IP 地址之间的路由选择不会使路由选择表发生改变。例如，
如果禁用两个此类地址之间的路由选择，安全设备会丢弃从一个接口到另一个接口
的任何封包，但是路由选择表没有改变。

在本例中，为接口 ethernet0/1 设置一个二级 IP 地址 - 192.168.2.1/24，此接口的 
IP 地址为 10.1.1.1/24 并且绑定到 Trust 区段。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Secondary IP: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dd: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2.1/24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2.1/24 secondary
save

注意 : 不能为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设置多个二级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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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系统接口

接口备份功能允许配置一个备份接口，该备份接口可接管已配置的主接口的信息
流。可使用平台上支持的任何其它类型的接口来备份任何类型的接口。唯一的要求
是两个接口必须都在 untrust 区段中。

设置备份接口是为了使安全设备在某些情况下可将信息流切换到该接口上，这些情
况包括 : 主接口中断 ( 被拔掉或发生故障 )、主接口上的目标地址不可到达或者绑
定在主接口的通道变成非活动状态。通过主接口的连接恢复后，ScreenOS 可以自
动将信息流从备份接口重新切换到主接口。接口备份功能还提供了以手动方式在主
接口与备份接口之间进行强制切换的方法。每个主接口都只能有一个备份接口，并
且每个备份接口只能有一个主接口。

可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使之在主接口中发生以下任何情况时，都能从主接口切换
到备份接口 : 

某些 IP 地址不能通过接口到达。

接口上的某些 VPN 通道不能到达。

某个预配置的路由不能通过接口到达。

由于以上任何原因而使安全设备将信息流切换到备份接口时，都必须先为实现此切
换而配置主接口，然后再配置相应的备份接口。还必须配置两个缺省路由，其中一
个用于主接口，另一个用于备份接口。可通过 WebUI 或 CLI 配置备份接口功能。

配置备份接口
ScreenOS 通过对主接口进行跟踪和监控，确定何时切换到备份接口。可配置以下
类型的备份接口 : 

IP 跟踪

Tunnel-if 跟踪

路由监控

配置 IP 跟踪备份接口

本例中，配置 ScreenOS 以跟踪主接口 (ethernet0/0) 上的 IP 地址 10.1.1.1，并在该
地址无法到达时切换到备份接口 (dialer1)。有关 IP 跟踪工作原理的讨论，请参阅
第 11-45 页上的“使用 IP 跟踪的接口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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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配置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对于 ethernet0/0) Edit > Monitor > Add: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rack IP: 10.1.1.1
Weight: 200
Interval: 2
Threshold: 5

Network > Interfaces > Backu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rimary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0
Backup Interface ( 选择 ): dialer1

2.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t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t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Interface ( 选择 ): dialer1

CLI

1. 配置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monitor track-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monitor track-ip threshold 1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monitor trackip ip 10.1.1.1 interval 2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monitor trackip ip 10.1.1.1 threshold 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monitor trackip ip 10.1.1.1 weight 2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backup interface dialer1 type track-ip

2. 配置路由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0/0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dialer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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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unnel-if 备份接口

本例中，在 ethernet0/0 中配置一对单向 VPN 通道 - 一个在 Router-1 上，一个在 
Router-2 上，并配置 dialer1 作为 Router-1 上的备份接口。通道将分公司站点的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连接到企业站点的 Trust 区段中的 SMTP 服务器。每个站点的区
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配置两个通道，即将主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0/0) 作为出接口的通道和将备份 
Untrust 区段接口 (dialer1) 作为出接口的备份 VPN 通道。安全设备对主 VPN 通道
进行监控以确定何时切换到备份接口。此操作是通过将备份权重与 VPN 监控临界
值进行比较来实现。将临界值设置为 100 (set vpnmonitor threshold 100) 并将备
份权重设置为 200 (set vpn vpn backup-weight 200)。当主接口由于任何原因处于
非活动状态时，ScreenOS 会将 VPN 监控临界值与备份权重进行比较，如果备份权
重比该临界值大，则将设备切换到备份设备。

也可启用 VPN 监控重定密钥功能。发生故障切换后，当主接口 VPN 通道的累计权
重大于 VPN 监控临界值时，此功能允许安全设备将流向备份设备的信息流重新转
发到主接口。

分公司站点的安全设备从两个不同的 ISP 动态接收其 Untrust 区段接口地址、缺省
网关和 DNS 服务器地址。每个 ISP 使用不同的协议。ISP-1 使用 DHCP 将地址分配
给 ethernet0/0，ISP-2 使用 PPP 将地址分配给 dialer1。企业站点的安全设备拥有
静态 IP 地址 (2.2.2.2)。其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为 2.2.2.250。

VPN 监控的目标地址不是缺省地址 [ 远程网关 IP 地址 (2.2.2.2)]，而是服务器地址 
(10.2.2.10)。若使用的是远程网关 IP 地址，且又无法到达该地址，则主通道将始
终切换到备份接口。

WebUI ( 对于 Router-1)

1. 配置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bri1/0)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配置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3. 配置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4. 配置备份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Backup

5.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注意 : 鉴于此范例内容较多，因此仅对 CLI 配置进行了完整介绍。WebUI 部分列出了可
在其中设置各个配置要素的各页面的导航路径。可通过查阅 CLI 命令来了解需要
进行哪些设置。
备份系统接口



第 3 章 : 接口
CLI ( 对于 Router-1)

1. 配置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bri2/0 isdn switch-type etsi
set interface dialer1 zone untrust
set dialer pool name pool-1
set interface bri2/0 dialer-pool-member pool-1
set interface dialer1 dialer-pool pool-1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type chap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local-name juniper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secret juniper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passive
set ppp dialer1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interface tunnel.1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bgroup0
set interface tunnel.2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bgroup0

2. 配置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1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ssg5ssg20-e0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juniper1 sec-level basic
set ike gateway corp1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ssg5ssg20-dialer 

outgoing-interface dialer1 preshare juniper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1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bgroup0 destination-ip 10.2.2.10 rekey
set vpn vpn1 backup-weight 200

set vpn vpn2 gateway corp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2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bgroup0 destination-ip 10.2.2.10 rekey

3. 配置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4. 配置备份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backup interface dialer1 type tunnel-if
set vpnmonitor threshold 100

5. 配置路由
set route 10.2.2.10/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10.2.2.10/32 interface tunnel.2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save

WebUI ( 对于 Router-2)

1. 配置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bgrou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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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0)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配置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3. 配置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4. 配置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0)

5.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6. 配置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从 Untrust 到 trust) > New

CLI ( 对于 Router-2)

1. 配置接口
set interface bgroup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bgroup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bgroup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bgroup0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bgroup0

2. 配置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smtp-1 10.2.2.10/24
set address trust http-1 10.2.2.15/32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servers add smtp-1
set group service vpn-srv add smtp

3. 配置 VPN
set ike gateway branch1 dynamic ssg5ssg20-e0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juniper1 sec-level basic
set ike gateway branch2 dynamic ssg5ssg20-dialer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juniper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gateway branch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2 gateway branch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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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5. 配置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 0/0 gateway 2.2.2.250

6. 配置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branch servers vpn-srv permit
save

配置路由监控备份接口

本例中，在主接口 (ethernet0/0) 上，使用网关 10.10.10.1 为网络段 5.5.5.0/24 配
置一个路由，并配置 dialer1 作为备份接口，同时配置通往同一网络段的路由。然
后为主接口配置一个通往同一网关 (10.10.10.1) 的缺省路由，并为 dialer1 接口配
置一个缺省路由。

WebUI

1. 配置接口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5.5.5.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0
Gateway IP Address: 10.10.10.1

Network > Interfaces > Backu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rimary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0
Backup Interface: ( 选择 ) dialer1
Type: ( 选择 ) route vrouter: ( 选择 ) trust-vr
IP Address/Netmask: 5.5.5.0/24

2.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Source Interface ( 对于 ethernet0/0)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10.10.10.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Interface ( 选择 ): Null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5.5.5.0/24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10.10.10.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backup interface dialer1 type route vrouter trust-vr 

5.5.5.0/24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10.10.10.1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dialer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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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传接口

回传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它模拟安全设备上的物理接口。然而，与物理接口不同
的是，只要其所在的设备开启，该接口便始终处于工作中状态。回传接口的名称为 
loopback.id_num，其中 id_num 是大于或等于 1 的数字，表示设备上唯一的回传接
口。与物理接口相似，必须给回传接口分配 IP 地址，并将其绑定到安全区段。

定义回传接口后，即可定义其它接口作为其组的成员。如果信息流通过其组中的一
个接口到达，则可达到回传接口。任何接口类型都可以是回传接口组的成员 - 物理
接口、子接口、通道接口、冗余接口或 VSI。

创建回传接口后，可以采用和物理接口相同的多种方式来使用该接口 : 

设置回传接口用于管理

在回传接口上设置 BGP

在回传接口上设置 VSI

将回传接口设置为源接口

可以定义回传接口上的 MIP。这样，接口组就可访问 MIP，此功能为回传接口所特
有。有关使用带有 MIP 的回传接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8-67 页上的“MIP 和回传接
口”。

使用回传接口的 IP 地址或分配给回传接口的管理 IP 地址，可以管理安全设备。

注意 : 可以指定的 大 id_num 值根据平台而定。

注意 : 不能将回传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也不能为第 2 层操作配置回传接口，或者将回
传接口配置为冗余 / 聚合接口。不能配置回传接口的以下特性 : NTP、DNS、
VIP、二级 IP、跟踪 IP 或 WebAuth。

回传接口用作 VPN 配置中的出接口时，回传接口与出物理接口必须在同一个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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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回传接口
在下例中，将创建回传接口 loopback.1，将其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27/2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Loopbac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27/24

CLI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ip 1.1.1.27
save

设置回传接口用于管理
在下例中，将先前定义的 loopback.1 接口配置为设备的管理接口。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oopback.1 > Edit: 选择所有管理选项，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manage
save

在回传接口上设置 BGP
回传接口支持安全设备上的 BGP 动态路由选择协议。在下例中，将启用 
loopback.1 接口上的 BGP。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oopback.1 > Edit: 选择 Protocol BGP，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protocol bgp
save

注意 : 无法从网络或驻留在其它区段中的主机直接访问回传接口。必须定义策略，以允
许信息流进出接口。

注意 : 要启用回传接口上的 BGP，必须首先为想要在其中绑定接口的虚拟路由器创建一
个 BGP 实例。有关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BGP 的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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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传接口上设置 VSI
可以在回传接口上为 NSRP 配置“虚拟安全接口 (VSI)”。回传接口上 VSI 的物理
状态始终为工作中。接口可以是活动或非活动状态，具体取决于该接口所属的 
VSD 组的状态。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SI Base: loopback.1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CLI

set interface loopback.1:1 ip 1.1.1.1/24
save

将回传接口设置为源接口
可以使用回传接口作为来自安全设备的某信息流的源接口。( 定义应用程序的源接
口后，即可使用指定的源接口地址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而不是使用出站接口地
址。) 在下例中，将指定安全设备使用先前定义的 loopback.1 接口发送系统日志
封包。

WebUI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ys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Syslog Messages: ( 选择 )
Source Interface: loopback.1 ( 选择 )
Syslog Servers: 

No.: 1 ( 选择 )
IP/Hostname: 10.1.1.1
Traffic Log: ( 选择 )
Event Log: ( 选择 )

CLI

set syslog config 10.1.1.1 log all
set syslog src-interface loopback.1
set syslog enab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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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状态更改

接口可以处于表 5 中介绍的某种状态 : 

接口的物理状态优先于其逻辑状态。接口可以处于物理连接状态，同时也可以处于
逻辑连接或逻辑中断状态。如果接口处于物理中断状态，则其逻辑状态如何将无关
紧要。

当接口处于连接状态时，所有使用该接口的路由将保持活动和可用状态。当接口处
于中断状态时，安全设备将中断使用该接口的所有路由 - 虽然视该接口是处于物理
中断状态还是逻辑中断状态而定，信息流仍可能流经处于中断状态的接口 ( 请参阅
第 67 页上的“中断接口和信息流”)。要补偿因丢失接口而引起的路由丢失，可以
使用备用接口来配置备用路由。

依据对观察到的接口状态更改所导致动作的设置情况，被监控接口的状态更改 ( 由
连接状态变为中断状态 ) 可能会导致监控接口的状态发生更改 ( 由中断状态变为连
接状态 )。要配置这种行为，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onitor threshold number action up { logically | physically }

输入上面的命令后，安全设备将自动迫使监控接口处于中断状态。如果被监控对象 
( 被跟踪的 IP 地址、接口、区段 ) 失败，则监控接口的状态将变为连接状态 - 可能
为逻辑连接状态，也可能是物理连接状态，这取决于您的具体配置。

表 5:  接口状态

状态 说明

物理连接状态 适用于在“开放式系统互连”(OSI) 模式下运行在第 2 层 ( 透明模式 ) 或
第 3 层 ( 路由模式 ) 的物理以太网接口。当用电缆将接口连接到另一台网络
设备且可建立与该设备的链接时，该接口即处于物理连接状态。

逻辑连接状态 适用于物理接口和逻辑接口 ( 子接口、冗余接口和聚合接口 )。当通过接口
的信息流能够到达网络上的指定设备 ( 在被跟踪的 IP 地址处 ) 时，该接口
处于逻辑连接状态。

物理中断状态 当未使用电缆将接口连接到另一台网络设备或者虽然使用电缆将其连接到
了另一台网络设备但却不能建立链接时，该接口处于物理中断状态。也可
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强制该接口处于物理中断状态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hy link-down。

逻辑中断状态 当通过接口的信息流不能到达网络上的指定设备 ( 在被跟踪的 IP 地址处 ) 
时，该接口处于逻辑中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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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可以监控对象的以下一个或多个事件。请参阅第 56 页上的图 21。这些事件中
的每个事件或其组合均可导致监控接口由连接状态变为中断状态以及由中断状态变
为连接状态 : 

物理断开连接 / 重新连接

IP 跟踪失败 / 成功

被监控接口失败 / 成功

被监控安全区段失败 / 成功

图 21:  接口状态监控

如果被监控对象在失败后又成功 ( 接口被重新连接或 IP 跟踪再次成功 )，则监控接
口将恢复为连接状态。从被监控对象成功到监控接口重新激活之间大约有 1 秒钟
的延迟。

随后各节将对上述各个事件逐一进行介绍。

物理断开
连接 

如果某个被监控对象失败 …

IP 跟踪
失败 

被监控接口
失败 

接口将断开连接。

... 并且动作被设置为中断 …

... 及该对象的权重监控器
故障临界值 … 

被监控区段
失败 

ICMP 回应请求没有回复。

IP 跟踪失败次数超出临界值。

同一区段中的所有接口变为中断状态。

... 那么监控接口将
变为中断状态。

监控接口

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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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连接监控
安全设备上的所有物理接口监控它们与其它网络设备的物理连接的状态。当将接口
连接到其它网络设备并建立了与该设备的链接时，该接口将处于物理连接状态，并
且所有使用该接口的路由都将处于活动状态。

可以在 get interface 命令输出的 State 列以及在 WebUI 的 Network > Interfaces 中
的 Link 列中查看接口状态。可能为连接或中断状态。

可以在 get route id number 命令的 Status 字段以及 WebUI 的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中查看路由的状态。如果标有一个星号，则表明该路由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没有星号，则表明该路由处于非活动状态。

跟踪 IP 地址
安全设备可以通过接口跟踪指定的 IP 地址，使得当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不可到达
时，即使物理链接仍处于活动状态，安全设备也可中断所有与该接口相关的路由。
当安全设备恢复与那些 IP 地址之间的通信后，中断的路由将再次变为活动状态。

类似于 NSRP 中使用的功能，ScreenOS 使用第 3 层路径监控 ( 或 IP 跟踪 ) 通过接
口来监控指定 IP 地址的可到达性。例如，如果接口直接连接到路由器，则可跟踪接
口的下一跳跃地址，以确定该路由器是否仍旧可达。当接口上配置了 IP 跟踪时，安
全设备将以用户定义的时间间隔在该接口上将 ping 请求发送给多达四个目标 IP 地
址。安全设备监控这些目标以确定其是否收到了响应。如果在向该目标发送指定次
数的请求后，仍没有来自该目标的响应，那么该 IP 地址将被认为是不可到达的。无
法从一个或多个目标得到响应可能使安全设备中断与该接口相关的路由。如果到同
一目标的另一路由可用，则安全设备将重新定向信息流以使用新路由。

可在以下配置有管理 IP 地址的接口上定义 IP 跟踪 : 

绑定到安全区段 ( 非 HA 或 MGT 功能区段 ) 的物理接口

子接口

冗余接口

聚合接口

注意 : 对于某些 ScreenOS 设备，该动作还将导致备份接口的故障切换，该备份接口与
配置了 IP 跟踪的接口绑定到同一区段 ( 请参阅第 11-45 页上的“使用 IP 跟踪的
接口故障切换”)。

注意 : 该接口可以在第 2  层 ( 透明模式 ) 或第 3  层 ( 路由模式 ) 运行。

注意 : 尽管该接口可以是冗余接口或聚合接口，但它不能是冗余接口或聚合接口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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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虚拟系统的设备上，设置有 IP 跟踪的接口可以属于根系统或虚拟系统 
(vsys)。不过，要在共享接口上设置 IP 跟踪，只能在根级进行设置。

对于每个接口， 多可为安全设备配置四个 IP 地址进行跟踪。在单个设备上，
多可配置 64 个跟踪 IP 地址。这 64 个跟踪 IP 地址将包括所有跟踪 IP 地址在内，
不论它们是用于根级别的基于接口的 IP 跟踪和用于基于 NSRP 的 IP 跟踪，还是用
于 vsys 级别的基于接口的 IP 跟踪和用于基于 NSRP 的 IP 跟踪。

被跟踪的 IP 地址不必与接口位于同一子网中。对于每个要跟踪的 IP 地址，可以指
定如下内容 : 

时间间隔 ( 以秒为单位 )，以此时间间隔发送 ping 到指定 IP 地址。

连续多少次 ping 尝试失败后，视为与指定 IP 地址的连接失败。

失败的 IP 连接的权重 ( 一旦所有失败的 IP 连接的总权重超过指定临界值，则
与该接口相关的路由即被中断 )。

还可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使其跟踪充当 PPPoE 或 DHCP 客户端的接口的缺省网
关。要实现这一操作，请使用 "Dynamic" 选项 :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onitor dynamic 或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DHCP 或 
PPPoE 客户端接口 ) > Monitor > Track IP > Add: 选择 Dynamic。

有两种用于配置跟踪 IP 地址的临界值类型 : 

被跟踪的特定 IP 地址的故障临界值 - 从特定 IP 地址获得 ping 响应连续失败的
次数，当失败次数达到此临界值后，即宣告无法到达该 IP 地址。不超过临界
值表示可以接受该地址的连通性；超过临界值则表示不可以接受。可以将每个 
IP 地址的这一临界值设置为 1 到 200 之间的任意值，缺省值为 3。

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 - 到达接口上 IP 地址的累积失败尝试的总权重，
这些失败尝试可导致与该接口相关的路由中断。可将该临界值设置为介于 1 与 
255 之间的任意值。缺省值为 1，它表示对任何已配置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访问
失败都将导致与接口相关的路由中断。

注意 : 可以从 vsys 设置接口监控，以便从属于该 vsys 的一个接口监控共享接口。不
过，在 vsys 内部，不能从共享接口设置接口监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2 
页上的“接口监控”。

注意 : 当配置安全设备要跟踪的 IP 地址时，安全设备不会将该 IP 地址的主机路由添加
到路由选择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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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被跟踪 IP 地址上应用权重或权值，可以调整该地址连通性的重要程度 ( 与
其它被跟踪 IP 地址相比 )。可以将较大的权重分配给相对重要的地址，将较小的权
重分配给相对次要的地址。注意，仅当达到指定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临界值
时，分配的权重才会起作用。例如，当某个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是 3 时，
由于权重为 3 的一个被跟踪 IP 地址故障符合该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因此
这将导致与该接口相关的路由中断。而权重为 1 的一个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不满
足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因此与接口相关的路由将保持活动状态。

在下例中，接口 ethernet0/1 绑定到了 Trust 区段，为其分配的网络地址为 
10.1.1.1/24。接口 ethernet0/3 和 ethernet0/4 绑定到了 Untrust 区段。为接口 
ethernet0/3 分配了网络地址 1.1.1.1/24 并将其连接到位于 1.1.1.250 的路由器。为
接口 ethernet0/4 分配了网络地址 2.2.2.1/24 并将其连接到位于 2.2.2.250 的路由
器。请参阅图 22。

图 22:  接口 IP 跟踪

有两个已配置的缺省路由 : 一个使用 ethernet0/3 作为出站接口，路由器地址 
1.1.1.250 作为网关；另一个使用 ethernet0/4 作为出站接口，路由器地址 
2.2.2.250 作为网关，并配置了度量值 10。使用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是首选路
由，这是因为它有较低的度量值 ( 静态路由选择的缺省度量值是 1)。get route 命
令的以下输出显示了 trust-vr 的四个活动路由 ( 活动路由标有星号 )。通过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是活动的。而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不是活动的，因
为它不是首选的。

Trust 区段

ethernet0/1 
10.1.1.1/24 ethernet0/3 1.1.1.1/24

路由器 1.1.1.250

ethernet0/4 2.2.2.1/24

路由器 2.2.2.250

Untrust 区段

10.1.1.0/24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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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Get Route 输出

如果通过 ethernet0/3 的路由变为不可用，则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将成为
活动路由。启用和配置 ethernet0/3 接口上的 IP 跟踪，以监控路由器地址 
1.1.1.250。如果 IP 跟踪不能到达 1.1.1.250，则安全设备上同接口 ethernet0/3 相
关的所有路由都将变为非活动的。因而，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将变为活动
的。当 IP 跟踪再次能够到达 1.1.1.250 时，通过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将变为活
动的。同时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将变为非活动的，因为它的优先级要比通
过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的优先级低。

以下示例将启用接口故障临界值为 5 的 IP 跟踪，并在接口 ethernet0/3 上配置 IP 
跟踪，以便监控被分配了权重 10 的路由器 IP 地址 1.1.1.250。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Monito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Threshold: 5
>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1.1.1.250
Weight: 1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track-ip ip 1.1.1.250 weight 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track-ip threshold 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track-ip
save

在本例中，目标地址的故障临界值设置为缺省值 3。也就是说，如果目标对连续三
个 ping 请求没有响应，则权重 10 将被应用到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由于
接口上 IP 跟踪的故障临界值为 5，因此权重 10 将导致同该接口相关的路由在安全
设备上被中断。

device-> get route
untrust-vr (0 entries)
------------------------------------------------------------------------
C - Connected, S - Static, A - Auto-Exported, I - Imported, R - RIP
iB - IBGP, eB - EBGP, O - OSPF,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trust-vr (4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4 0.0.0.0/0 eth0/3 1.1.1.250 S 20 1 Root
* 2 1.1.1.0/24 eth0/3 0.0.0.0 C 0 0 Root

3 0.0.0.0/0 eth0/4 2.2.2.250 S 20 10 Root
* 6 2.2.2.0/24 eth0/4 0.0.0.0 C 0 1 Root
* 5 10.1.1.0/24 eth0/1 0.0.0.0 C 20 1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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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发出 CLI 命令 g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来验证接口上 IP 跟踪的
状态，如图 24 中所示 : 

图 24:  Get Interface 输出

get route 命令显示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现在为活动状态，而通过 
ethernet0/3 的所有路由不再为活动状态。

图 25:  具有激活接口的 Get Route 输出

注意，即使通过 ethernet0/3 的路由不再为活动状态，IP 跟踪仍将使用同 
ethernet0/3 相关的路由继续向目标 IP 地址发送 ping 请求。当 IP 跟踪又能到达 
1.1.1.250 时，通过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将再次在安全设备上变为活动状态。同
时，通过 ethernet0/4 的缺省路由将变为非活动状态，这是因为它的优先级要比通
过 ethernet0/3 的缺省路由的优先级低。

device-> g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ip address interval threshold wei gateway fail-count success-rate

1.1.1.250 1 1 10 0.0.0.0 343 46%

threshold: 5, failed: 1 ip(s) failed, weighted sum = 10

device-> get route

untrust-vr (0 entries)

----------------------------------------------------------------------

C - Connected, S - Static, A - Auto-Exported, I - Imported, R - RIP

iB - IBGP, eB - EBGP, O - OSPF,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trust-vr (4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4 0.0.0.0/0 eth0/3 1.1.1.250 S 20 1 Root

    2 1.1.1.0/24 eth0/3 0.0.0.0 C 0 0 Root

*   3 0.0.0.0/0 eth0/4 2.2.2.250 S 20 10 Root

*   6 2.2.2.0/24 eth0/4 0.0.0.0 C 0 1 Root

*   5 10.1.1.0/24 eth0/1 0.0.0.0 C 20 1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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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监控
安全设备能够对接口的物理和逻辑状态进行监控，然后根据观察到的变化采取相应
的行动，请参阅图 26。例如，如果被监控接口的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则可能会
发生以下情况 ( 如表 6 中所示 )。

表 6:  被监控的接口

图 26: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接口监控

要设置接口监控，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要监控的接口 ) > Monitor > Edit 
Interf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选择要监控的接口。
Weight: 输入介于 1 和 255 之间的权重。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1 monitor interface interface2 [ weight number ]
save

如果没有设置权重，则安全设备将使用缺省值 255。

如果两个接口互相监控，则它们形成一个环。此时，如果任意一个接口的状态发生
改变，那么该环中另一个接口的状态也将随之变化。请参阅第 63 页上的图 27。

如果 : 然后 : 

接口的物理状态由连接
变为中断

该状态变化可能会促使监控刚刚变为中断状态的接口的另一个接口
也变为中断状态。可以指定希望第二个接口变为物理中断状态还是
逻辑中断状态。

变为物理中断状态的任一接口的状态变化或一起变为物理中断状态
的两个接口的权重之和均可触发 NSRP 故障切换。只有当接口的物理
状态发生改变时，才会发生 NSRP 设备或 VSD 组故障切换。

当 IP 跟踪失败时，接口
的逻辑状态将由连接状
态变为中断状态

该状态变化可能会促使监控刚刚变为中断状态的接口的另一个接口也
变为中断状态。虽然第一个接口为逻辑中断状态，但是您仍可以指定
希望第二个接口的中断状态为逻辑中断状态还是物理中断状态。

监控另一个接口的接口

ethernet0/3 通过 IP 跟踪来监控
位于 1.1.1.250 的路由器。

ethernet0/2 通过接口监控来
监控 ethernet0/3。

ethernet0/3
IP 1.1.1.1

ethernet0/2
IP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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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环监控

监控两个接口

在本例中，将 ethernet0/3 配置为监控两个接口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因为
每个被监控接口的权重 (8 + 8) 等于监控器故障临界值 (16)，所以只有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同时发生故障 ( 并且其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 )，才会导致 
ethernet0/3 发生故障 ( 并且其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 )。请参阅图 28。

图 28:  两环接口监控

注意 : 一个接口不能同时位于两个环中。我们不支持一个接口属于多个环的配置。

• 对两者中任一路由器的失败 
ping 尝试次数超过了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临界值。

• 失败的跟踪 IP 的权重大于或
等于跟踪对象故障临界值。

• 跟踪对象的权重大于或等于
监控器故障临界值。

• 故障动作由连接状态变为中
断状态。

然后 : 

第二个接口的状态也将由连接
变为中断。

第一个状态变化，如果 : 第二个状态变化，如果 : 

然后 : 

第二个接口的状态也将由
连接变为中断。

• 第一个接口故障权重大于
或等于第二个接口的监控
器故障临界值。

• 故障动作由连接状态变为
中断状态。

两个接口均通过 IP 跟踪
来监控路由器。

它们还通过接口监控来
互相监控。

环 - 两个接口互相监控

ethernet0/3
IP 1.1.1.1

ethernet0/2
IP 2.1.1.1

注意 : 本例省略了配置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接口上的 IP 跟踪 ( 请参阅第 57 页上
的“跟踪 IP 地址”)。在没有 IP 跟踪的情况下，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可能
发生故障的唯一情形就是它们与其它网络设备的物理连接断开，或者它们不能保
持与那些设备的链接。

如果将监控器故障临界值设置为 8 ( 或保持其值为 16 不变，并将每个被监控接口
的权重设置为 16)，则 ethernet0/1 或 ethernet0/2 的故障均会导致 ethernet0/3 发
生故障。

被监控接口 : 
ethernet0/1, weight 8
ethernet0/2, weight 8
Monitor Failure Threshold: 16

安全设备接口

ethernet0/1 - ethernet0/8

W = 8 W = 8 F-T: 16

4 5 6 7 81 2 3

ethernet0/3 监控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由于监控器故障临界值 
(F-T) = 两个接口的权重 (W) 之和，因此被监控的两个接口必须
同时发生故障，才会导致 ethernet0/3 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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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Monitor > Edit Interf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0/1: ( 选择 ); Weight: 8
ethernet0/2: ( 选择 ); Weight: 8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Monitor: 在 Monitor 
Threshold 字段中输入 16，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0/1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0/2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threshold 16
save

监控接口环

在本例中，首先为两个接口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配置 IP 跟踪。然后配置这
些接口互相监控，以便当其中一个接口状态改变时，另一个接口的状态也会随之发
生改变。 后再定义两组路由。第一组路由通过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转发
信息流。第二组路由具有相同的目标地址，但这些路由的度量级别更低，所用的出
口接口 (ethernet0/2 和 ethernet0/4) 和网关与第一组路由不同。有了这样的配置
后，当第一组接口发生故障时，安全设备可以通过第二组接口重新路由所有信息
流。所有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29:  四接口环监控

1 2 3 4 5 6 7 8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互相监控。由于被监控
接口的权重等于监控器
故障临界值，因此任一
接口的故障都将导致另
一个接口也发生故障。

内部路由器 
10.1.1.250 
10.1.2.250

外部路由器 
1.1.1.250 
1.1.2.250

到 Trust 区段
主机 到互联网

10.1.1.1/24 
Trust 区段

10.1.2.1/24 
Trust 区段

1.1.1.1/24
Untrust 区段

1.1.2.1/24 
Untrust 区段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执行 IP 跟踪。
ethernet0/1 跟踪位于 10.1.1.250 的内部路由器。
ethernet0/3 跟踪位于 1.1.1.250 的外部路由器。

Track IP Failure Threshold: 10
Track IP Weight: 8
Track Object Weight: 8
Monitor Failure Threshold: 8

如果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中断，则引用这些接口的
路由将变为非活动状态。然后，安全设备将使用通过 
ethernet0/2 和 ethernet0/4 转发信息流的路由。

路由

set route 10.1.0.0/16 interface ethernet0/1 gateway 10.1.1.250 metric 10 
set route 10.1.0.0/16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10.1.2.250 metric 12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metric 10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4 gateway 1.1.2.250 metric 12

安全设备接口
ethernet0/1 - ethernet0/8

监控接口环 :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3

Monitored Interface Weight: 8 
Monitor Failure Threshol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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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IP 跟踪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Monito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Monitor Threshold: 8
Track IP Option: Threshold: 8
Weight: 8

>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10.1.1.250
Weight: 8
Interval: 3 Seconds
Threshold: 1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Monito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Monitor Threshold: 8
Track IP Option: Threshold: 8
Weight: 8

>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1.1.1.250
Weight: 8
Interval: 3 Seconds
Threshold: 10

2. 接口监控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Monitor > Edit Interf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0/3: ( 选择 ); Weight: 8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Monitor > Edit Interf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0/1: ( 选择 ); Weight: 8

注意 : 要对接口的状态将变为逻辑中断 ( 或连接 ) 还是物理中断 ( 或连接 ) 进行控制，必
须使用 CLI 命令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onitor threshold number action { down 
| up } { logically | physically }。只有绑定到除 Null 区段之外的任意安全区段的
物理接口才能处于物理连接或中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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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250
Metric: 1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IP Address: 10.1.2.250
Metric: 1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Metric: 1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4
Gateway IP Address: 1.1.2.250
Metric: 12

CLI

1. IP 跟踪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track-ip ip 10.1.1.250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track-ip threshold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track-ip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track-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ip 1.1.1.250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threshold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track-ip

2. 接口监控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0/3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monitor threshold 8 action down physically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0/1 weight 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onitor threshold 8 action down phy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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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0/16 interface ethernet0/1 gateway 10.1.1.250 

metric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0/16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10.1.2.250 

metric 1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metric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4 gateway 1.1.2.250 

metric 12
save

安全区段监控
除了可监控单个接口外，接口还可监控安全区段 (除了其自身之外的任意安全区段 ) 
中的所有接口。要让整个安全区段发生故障，绑定到该区段的所有接口必须都发生
故障。只要绑定到被监控区段的一个接口处于连接状态，则安全设备即认为整个区
段处于连接状态。

要配置接口监控安全区段，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要监控的接口 ) > Monitor > Edit Zon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选择要监控的区段。
Weight: 输入介于 1 和 255 之间的权重。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onitor zone zone [ weight number ]

如果没有设置权重，则安全设备将使用缺省值 255。

中断接口和信息流
如果某些 IP 地址通过第一个接口不能到达，则配置接口上的 IP 跟踪可使得安全设
备通过其它接口重新路由外向信息流。不过，当由于 IP 跟踪故障致使安全设备可
能会中断同某个接口相关的路由时，该接口可以保持物理活动状态并仍可发送和接
收信息流。例如，安全设备针对可能到达 IP 跟踪失败的初始接口上的现有会话继
续处理内向信息流。安全设备还将继续使用该接口向目标 IP 地址发送 ping 请求，
以确定目标是否可以再次到达。在这些情况下，信息流仍将通过 IP 跟踪已失败并
且安全设备已中断了其路由的接口。

安全设备如何处理这样的接口上的会话信息流取决于以下情况 : 

如果配置有 IP 跟踪的接口充当了会话的出口接口，则会话回复可以继续到达
该接口并且安全设备仍将对这些回复进行处理。

如果配置有 IP 跟踪的接口充当了会话入口接口，则应用 set arp 
always-on-dest 命令将导致安全设备向另一接口重新路由会话回复。如果未设
置该命令，即使安全设备中断了使用该接口的路由，安全设备仍会通过 IP 跟
踪失败的接口转发会话回复。( 在缺省情况下，未设置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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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省情况下，当安全设备接收到一个新会话的初始数据包时，它将缓存会话
发起方的 MAC 地址。当输入 CLI 命令 set arp always-on-dest 时，安全设备不
会缓存会话发起方的 MAC 地址。而是在处理该初始数据包的回复时执行 ARP 
查找。如果发起方的 MAC 地址在 ARP 表中，则安全设备将使用该地址。如果
该 MAC 地址不在 ARP 表中，则安全设备将发送一个 ARP 请求以获取目标 
MAC 地址，然后再将所接收到的 MAC 地址添加到其 ARP 表中。当路由发生更
改时，安全设备将执行另外一个 ARP 查找。

“出口接口上的故障”将针对在出口接口和入口接口上 IP 跟踪失败的情况分别予
以介绍，并说明当在入口接口上 IP 跟踪失败的情况下使用命令 set arp 
always-on-dest 后所导致的结果。

出口接口上的故障

在下面的示例中，将在 ethernet0/2 上配置 IP 跟踪，它是从主机 A 到主机 B 的会话
的出口接口。主机 A 通过发送一个数据包到主机 B 来启动会话，如图 30中所示。

图 30:  主机 A 和主机 B IP 跟踪

注意 : “出口接口上的故障”介绍 IP 跟踪如何触发路由变化以及这些路由变化如何影响
通过所有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封包流。

注意 : 必须首先创建两个到主机 B 的路由，且两个出口接口都必须在同一区段内，以便
在重新路由前后对信息流应用相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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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 B 回复主机 A 时，返回的信息流将沿着相似的路径通过安全设备，如图 31 
中所示。

图 31:  主机 B 到主机 A 出口信息流

如果 ethernet0/2 上的 IP 跟踪失败，安全设备将中断使用 ethernet0/2 的路由，改
用 ethernet0/3 向主机 B 传输出站信息流。但是，从主机 B 到主机 A 的回复可以通
过 ethernet0/2 或 ethernet0/3 到达，并且安全设备会通过 ethernet0/1 将回复转发
给主机 A。请参阅图 32。

图 32:  出口 IP 跟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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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接口上的故障

在接下来的示例中，将再次在 ethernet0/2 上配置 IP 跟踪，不过对于从主机 B 到
主机 A 的会话而言，ethernet0/2 为安全设备上的入口接口。主机 B 通过向主机 A 
发送数据包来启动会话，如图 33 中所示。

图 33:  主机 B 到主机 A 入口信息流

当主机 A 回复主机 B 时，返回的信息流将沿着相似的路径通过安全设备，如图 34 
中所示。

图 34:  入口主机 A 到主机 B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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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 10.1.1.5 的主机 A 将目的地为主机 B (2.2.2.2) 的回复数据包发送到位于 10.1.1.1 的 ethernet0/1。

2. 安全设备执行会话查找。由于这是一个回复，因此设备用一个现有会话与其匹配并刷新会话表条目。

3. 通过使用存入高速缓存的位于 1.1.1.254 处的网关的 MAC 地址或者通过执行 ARP 查找来发现其 MAC 地址，
设备通过 ethernet0/2 将数据包转发给网关。

4. 当位于 1.1.1.254 的网关接收到回复时，会将该回复转发给其下一个跳跃。继续路由，直到主机 B 接收到
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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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ethernet0/2 上的 IP 跟踪失败，安全设备将中断使用 ethernet0/2 的路由，并
改用 ethernet0/3 向主机 B 传输出站信息流。但是，从主机 B 到主机 A 的请求仍可
通过 ethernet0/2 到达，并且安全设备仍会通过 ethernet0/1 将请求转发给主机 A。
发生 IP 跟踪故障后，从主机 B 到主机 A 的请求数据流与之前的数据流相同。不
过，来自主机 A 的回复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路径，具体采用哪个路径，这要取决
于是否应用了 set arp always-on-dest 命令。

如果设置了命令 set arp always-on-dest，那么，当处理对会话中第一个数据包的
回复或者发生路由更改时，安全设备将发送一个 ARP 请求以获取目标 MAC 地址。
( 当取消设置这个命令时，安全设备将会话发起方的 MAC 地址存入高速缓存并在
处理回复时使用该地址。缺省情况下，未设置该命令 )。

当 ethernet0/2 上的 IP 跟踪失败时，安全设备将首先中断所有使用 ethernet0/2 的
路由，然后再执行路由查找。它找到另外一个可通过 ethernet0/3 和位于 1.1.2.254 
的网关到达主机 B 的路由。然后扫描其会话表并将所有会话重新定向到该新路
由。如果启用了 set arp always-on-dest 命令，由于安全设备在受路由变化影响的
会话中，当安全设备接收到来自主机 A 的下一个数据包时，将执行 ARP 查找。不
论来自主机 B 的数据包到达哪一个入口接口，安全设备都会通过 ethernet0/3 将来
自主机 A 的所有进一步回复发送到位于 1.1.2.254 的网关。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
图 35。

图 35:  入口 IP 跟踪失败触发信息流重新路由

如果设置了命令 unset arp always-on-dest ( 缺省配置 )，则安全设备将使用位于 
1.1.1.1 的网关 MAC 地址，当主机 B 发送初始会话数据包时 NetScreen 设备将该
地址存入高速缓存。安全设备继续通过 ethernet0/2 发送会话回复。在这种情况
下，IP 跟踪失败不会导致通过安全设备的数据流发生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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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入口 IP 跟踪失败但不触发重新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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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模式

接口能以三种不同模式运行，分别是 : 网络地址转换 (NAT)、路由和透明。如果绑
定到第 3 层区段的接口具有 IP 地址，则可为该接口定义 NAT 或路由操作模式。绑
定到第 2 层区段 ( 如预定义的 v1-trust、v1-untrust 和 v1-dmz，或用户定义的第 
2 层区段 ) 的接口必须为透明模式。在配置接口时选择操作模式。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74 页上的“透明模式”

第 85 页上的“NAT 模式”

第 90 页上的“路由模式”

注意 : 尽管可以将绑定到任意第 3 层区段的接口的操作模式定义为 NAT，但是，安全设
备只对通过该接口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执行 NAT。对于通往 Untrust 区段
之外的其它任意区段的信息流，ScreenOS 不执行 NAT。还要注意，ScreenOS 允许
您将 Untrust 区段接口设置为 NAT 模式，但是这样做并不会激活任何 NAT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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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模式

接口处于“透明”模式时，安全设备将过滤通过防火墙的封包，而不会修改 IP 封
包包头中的任何源或目的地信息。所有接口运行起来都像是同一网络中的一部分，
而安全设备的作用更像是第 2 层交换机或桥接器。在“透明”模式下，接口的 IP 
地址被设置为 0.0.0.0，使得安全设备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 ( 不可见 ) 的。请参阅
图 37。

图 37:  透明模式

透明模式是一种保护 web 服务器，或者主要从不可信源接收信息流的其它任意类
型服务器的方便手段。使用透明模式有以下优点 : 

不需要重新配置路由器或受保护服务器的 IP 地址设置

不需要为到达受保护服务器的内向信息流创建映射或虚拟 IP 地址

209.122.30.2

公共地址
空间

209.122.30.1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到互联网

外部路由器

209.122.30.2
209.122.30.3

209.122.30.4

209.122.30.5

交换机
透明模式



第 4 章 : 接口模式
区段设置
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会创建一个功能区段、VLAN 区段和三个第 2 层安全区
段 : V1-Trust、V1-Untrust 和 V1-DMZ。

VLAN 区段

VLAN 区段是 VLAN1 接口的宿主区段，VLAN1 接口具有与物理接口相同的配置和
管理能力。安全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使用 VLAN1 接口来管理设备和终止 VPN 信
息流。可将 VLAN1 接口配置为允许第 2 层安全区段中的主机来管理设备。为此，
必须将 VLAN1 接口的 IP 地址设置为与第 2 层安全区段中的主机在同一子网中。

对于管理信息流，VLAN1 管理 IP 优先于 VLAN1 接口 IP。可为管理信息流设置
“VLAN1 管理 IP”，并将 VLAN1 接口 IP 专用于 VPN 通道终端。

预定义的第 2 层区段

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提供三个第 2 层安全区段，分别是 : V1-Trust、
V1-Untrust 和 V1-DMZ。这三个区段共享同一个第 2 层域。在其中一个区段中配置
接口时，它被添加到由所有第 2 层区段中的所有接口共享的第 2 层域中。第 2 层
区段中的所有主机必须在同一子网上以进行通信。

如上一节所述，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用户使用 VLAN1 接口管理设备。对于要到
达 VLAN1 接口的管理信息流，必须启用 VLAN1 接口和管理信息流通过的区段上的
管理选项。在缺省情况下，启用 V1-Trust 区段中的所有管理选项。要在其它区段
中启用主机以管理设备，必须设置它们所属的区段上的那些选项。

信息流转发
在第 2 层 (L2) 运行的安全设备不允许任何区段间或区段内信息流，除非在该设备
上配置了相应的策略。有关设置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45 页上的“策
略”。在安全设备上配置了策略后，该策略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或拒绝策略中指定的信息流。

允许 ARP 和第 2 层非 IP 多点传送与广播信息流。然后，安全设备可以接收和
通过生成树协议的第 2 层广播信息流。

继续阻止所有非 IP 和非 ARP 单点传送信息流及 IPSec 信息流。

可以按如下所述更改设备的转发行为 : 

要阻止所有第 2 层非 IP 和非 ARP 信息流，包括多点传送和广播信息流，请输
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all 命令。

要允许所有第 2 层非 IP 信息流通过设备，请输入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命令。

注意 : 要了解哪些物理接口被预先绑定到每个 Juniper Networks 安全平台的第 2 层区
段，请参阅该平台的安装程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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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恢复设备的缺省行为 ( 阻止所有非 IP 和非 ARP 单点传送信息流 )，请输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bypass-non-ip 命令。

请注意，这两种命令都在配置文件中时，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all 命令始终覆盖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命令。
因此，如果先前已经输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all 命令，而现
在希望设备恢复其缺省行为，即仅阻止非 IP 和非 ARP 单点传送信息流，则应
首先输入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命令以允许所有非 IP 和非 ARP 信
息流 ( 包括多点传送、单点传送和广播信息流 ) 通过设备。然后，必须输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bypass-non-ip 命令以仅阻止非 IP、非 ARP 单点传送信
息流。

要允许安全设备通过 IPSec 信息流而不试图终止它，请使用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others-ipsec 命令。然后，安全设备允许 IPSec 信息流通过以到
达其它 VPN 终止点。

未知单点传送选项
当主机或任意类型的网络设备不知道与其它设备的 IP 地址相关的 MAC 地址时，将
使用“地址解析协议”(ARP) 来获得该地址。请求方将 ARP 查询 (arp-q) 广播到同
一子网中的所有其它设备。arp-q 请求指定目的地 IP 地址处的设备发回 ARP 回复 
(arp-r)，为请求方提供回复方的 MAC 地址。子网中的所有其它设备收到 arp-q 时，
会检查目的地 IP 地址，并且由于它不是它们的 IP 地址而将该封包丢弃。只有具有
指定 IP 地址的设备才返回 arp 回复。设备将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相匹配后，将信
息存储在其 ARP 高速缓存中。

ARP 信息流通过透明模式下的安全设备时，设备记录每个封包中的源 MAC 地址，
并获知哪个接口通向该 MAC 地址。实际上，安全设备通过记录收到的所有封包中
的源 MAC 地址，来了解哪个接口通向哪个 MAC 地址。然后将此信息存储在其转发
表中。

当设备发送带有目的地 MAC 地址的单点传送封包 ( 地址在其 ARP 高速缓存中 )，
但安全设备的转发表中没有该地址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安全设备每次重启
动时，都清除其发送表。( 也可用 CLI 命令 clear arp 来清除转发表。) 透明模式下
的安全设备收到在其转发表中没有其条目的单点传送封包时，可执行以下两个过程
之一 : 

执行策略查找来确定允许接收来自源地址的信息流的区段后，将初始封包大量
发送出绑定到这些区段的接口，然后使用收到回复的任意接口继续。这就是缺
省启用的 Flood 选项。

丢弃初始封包，将 ARP 查询 ( 和 /或 trace-route 封包，活动时间值设置为 1 的 
ICMP 回应请求 ) 大量发送出所有接口 ( 封包已到达的接口除外 )，然后通过从
路由器或主机 ( 其 MAC 地址与初始封包中的目的地 MAC 地址匹配 ) 收到 ARP 

注意 : 具有处于透明模式接口的安全设备需有路由，其用途有两个 : 引导自行生成的信
息流 ( 如 SNMP 陷阱 ) 及封装或解封 VPN 信息流后进行转发。

注意 : 透明模式下的安全设备不允许区段间的任何信息流，除非在该设备上配置了策
略。有关透明模式下的设备如何转发信息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5 页上的
“信息流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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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trace-route) 回复的任意接口发送后续封包。目的地 IP 地址在非邻近子网
中时，trace-route 选项允许安全设备发现目的地 MAC 地址。

泛滥方法

泛滥方法用与多数第 2 层交换机相同的方式发送封包。交换机维护转发表，它包
含 MAC 地址和每个第 2 层域的相关端口。该表还包含相应的接口，通过该接口，
交换机能将信息流转发到每个设备。每次在其帧包头中带有新的源 MAC 地址的封
包到达时，交换机都会将该 MAC 地址添加到其转发表中。它还跟踪封包到达的接
口。如果交换机不知道目的地 MAC 地址，交换机将复制封包并将其大量发送出所
有接口 ( 封包到达的接口除外 )。当带有那个 MAC 地址的回复到达这些接口之一
时，它即获知先前未知的 MAC 地址及其相应接口。

启用泛滥方法后，当安全设备收到目的地 MAC 地址未在安全设备 MAC 表中列出的
以太网帧时，它将该封包大量发送出所有接口。

图 38:  泛滥方法

要启用泛滥方法来处理未知的 unicast 封包，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对于广播选项，选择 Flood，然后
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vlan1 broadcast flood
save

注意 : 泛滥和 ARP/trace-route 这两种方法中，ARP/trace-route 更安全，因为安全设备将 
ARP 查询和 trace-route 封包 ( 而非初始封包 ) 大量发送出所有接口。

V1-Trust 区段

封包到达 
ethernet0/1。

ethernet0/1
IP 0.0.0.0/0

ethernet0/4
IP 0.0.0.0/0

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

ethernet0/2
IP 0.0.0.0/0

ethernet0/3
IP 0.0.0.0/0

V1-DMZ
区段

通用地址空间

V1-Untrust 区段

发现 Untrust

L2-Finance
区段

安全设备将封包大量发送出 ethernet0/2，但是没有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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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Trace-Route 方法

启用带有 trace-route 选项的 ARP 方法后，如果安全设备收到目的地 MAC 地址未在
其 MAC 表中列出的以太网帧时，安全设备执行以下系列操作 : 

1. 安全设备记录初始封包中的目的地 MAC 地址 ( 而且，如果转发表中没有此地
址，则将源 MAC 地址及其相应的接口添加到其转发表中 )。

2. 安全设备丢弃初始封包。

3. 安全设备生成两个封包 - ARP 查询 (arp-q) 和活动时间 (TTL) 字段为 1 的 
trace-route (ICMP 回应请求或 PING)，并将这些封包大量发送出所有接口，初
始封包到达的接口除外。对于 arp-q 封包和 ICMP 回应请求，安全设备使用初
始封包的源和目的地 IP 地址。对于 arp-q 封包，安全设备用 VLAN1 的 MAC 地
址替换初始封包的源 MAC 地址，用 ffff.ffff.ffff 替换初始封包的目的地 MAC 地
址。对于 trace-route 选项，安全设备在其广播的 ICMP 回应请求中使用初始封
包的源和目的地 MAC 地址。

如果目的地 IP 地址属于与入口 IP 地址在同一子网中的设备，则主机返回一条带
有其 MAC 地址的 ARP 回复 (arp-r)，从而指示出安全设备必须通过它转发以该地
址为目的地的信息流的接口。( 请参阅第 79 页上的图 39，“ARP 方法”)。

如果目的地 IP 地址属于入口 IP 地址所在子网外的其它子网中的设备，则 
trace-route 返回通向目的地的路由器的 IP 和 MAC 地址，尤其重要的是，指出
了安全设备必须通过它转发流向该 MAC 地址的信息流的接口。( 请参阅第 80 
页上的图 40)。

4. 安全设备将从初始封包中收集的目的地 MAC 地址与通向该 MAC 地址的接口相
结合，添加新的条目到其转发表中。

5. 安全设备将其收到的所有后续封包转发出正确接口，到达目的地。

注意 : 启用 ARP 方法时，在缺省情况下 trace-route 选项启用。也可启用不带 trace-route 
选项的 ARP 方法。但是，如果目的地 IP 地址与入口 IP 地址在同一子网中，则该
方法只允许安全设备发现单点传送封包的目的地 MAC 地址。( 关于入口 IP 地址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的注释。)

注意 : 入口 IP 地址指将封包发送到安全设备的 后设备的 IP 地址。此设备可能是发送
封包的源，或者是转发封包的路由器。

注意 : 实际上，trace-route 返回子网中所有路由器的 IP 和 MAC 地址。安全设备于是将
初始封包的目的地 MAC 地址与 arp-r 封包中的源 MAC 地址相匹配，来确定指向
哪个路由器，并进而确定使用哪个接口到达该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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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 ARP/trace-route 方法来处理未知的单点传送封包，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对于广播选项，选择 ARP，然后
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vlan1 broadcast arp
save

图 39 显示了目的地 IP 地址在邻近的子网中时，ARP 方法如何查找目的地 MAC。

图 39:  ARP 方法

注意 : trace-route 选项缺省启用。如果要使用不带 trace-route 选项的 ARP，请输入以下
命令 : unset interface vlan1 broadcast arp trace-route。此命令取消设置 
trace-route 选项，但是不取消将 ARP 作为处理未知单点传送封包的方法的设置。

注意 : 以下仅显示封包包头的相关元素和
MAC 地址中的 后四位数字。

ethernet0/2
0.0.0.0/0

0010.db15.39ce

路由器 B
210.1.1.200

00dd.11dd.11dd

ethernet0/3
0.0.0.0/0

0010.db15.39ce

ethernet0/4
0.0.0.0/0

0010.db15.39ce

ethernet0/1
0.0.0.0/0

0010.db15.39ce

路由器 A
210.1.1.100

00cc.11cc.11cc

PC A
210.1.1.5

00aa.11aa.11aa

PC B
210.1.1.75
00bb.11bb.11bb

通用
地址
空间

路由器

V1-DMZ
区段V1-Trust 区段

VLAN1
210.1.1.1/24

0010.db15.39ce

到达 ethernet0/1，并且转发表没有 MAC 地址 
00bb.11bb.11bb 的条目，安全设备将大量发
送出以下 arp-q 封包 : 

如果下列封包 : 

当设备在 ethernet0/2 收到以下 arp-r 时 : 

它现在能将 MAC 地址与通向该地址的
接口相关联。

以太网帧 IP 数据报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11bb 11aa 0800 210.1.1.5 210.1.1.75

以太网帧 ARM 消息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ffff  39ce  0806 210.1.1.5 210.1.1.75

以太网帧 ARM 消息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39ce 11bb 0806 210.1.1.75 210.1.1.5 找到了 PC B

V1-Untrust 
区段

L2-Finance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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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显示了目的地 IP 地址在非邻近的子网中时，trace-route 选项如何查找目的地 
MAC。

图 40:  Trace-Route

配置 VLAN1 接口以进行管理

在本例中，将按下述内容配置安全设备来管理其 VLAN1 接口 : 

为 VLAN1 接口分配 IP 地址 1.1.1.1/24。

在 VLAN1 接口和 V1-Trust 安全区段上启用 Web、Telnet、SSH 和 Ping。

在信任虚拟路由器中 ( 所有的第 2 层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 添加
路由，使管理信息流能在安全设备和管理工作站 ( 该工作站在安全设备的紧邻
子网外 ) 之间流动。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注意 : 以下仅显示封包包头的相关元素和
MAC 地址中的 后四位数字。

ethernet0/2
0.0.0.0/0

0010.db15.39ce

服务器 C
195.1.1.5

00dd.22dd.22dd

ethernet0/3
0.0.0.0/0

0010.db15.39ce

ethernet0/4
0.0.0.0/0

0010.db15.39ce

ethernet0/1
0.0.0.0/0

0010.db15.39ce

路由器 A
210.1.1.100

00cc.11cc.11cc

PC A
210.1.1.5

00aa.11aa.11aa

PC B
210.1.1.75

00bb.11bb.11bb

通用
地址
空间

V1-DMZ
区段

V1-Trust 区段

VLAN1
210.1.1.1/24

0010.db15.39ce

到达 ethernet0/1，并且转发表没有 MAC 地址 
00dd.11dd.11dd 的条目，安全设备将以下 
trace-route 封包大量发送出 ethernet0/2、
ethernet0/3 和 ethernet0/4: 

如果下列封包 : 

当设备在 ethernet0/3 收到以下响应时 : 

它现在能将 MAC 地址与通向该地址的
接口相关联。

以太网帧 IP 数据报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11dd 11aa 0800 210.1.1.5 195.1.1.5

以太网帧 ICMP 消息

以太网帧 ICMP 消息

发现 
Untrust

V1-Untrust 
区段L2-Finance 

区段

路由器 B
210.1.1.200

00dd.11dd.11dd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TTL
11dd 11aa 0800 210.1.1.5 195.1.1.5 1

目标 源 类型 源 目标 消息

11aa 11dd 0800 210.1.1.200 210.1.1.5 超时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启用 VLAN1 接口和 V1-Trust 安全区段的管理选项。本
例中包括了对这些选项的启用，仅用于说明目的。除非先前已经禁用了它们，否
则不需要手动启动。

要从第 2 层安全区段管理设备，必须在 VLAN1 接口和第 2 层安全区段上设置相
同的管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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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透明 VLAN

WebUI

1. VLAN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SSH ( 选择 )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2. V1-Trust 区段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V1-Trus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SSH
Other Services: Ping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1.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vlan1(trust-vr)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1
Metric: 1

CLI

1. VLAN1 接口
set interface vlan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ssh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ping

2. V1-Trust 区段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web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telne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ssh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ping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1.2.0/24 interface vlan1 gateway 1.1.1.251 metric 1
save

V1-Untrust 区段

1.1.2.0/24
子网

V1-Trust 区段

互联网

1.1.1.0/24
子网

外部路由器
1.1.1.250

内部路由器
1.1.1.251
1.1.2.250

V1-Trust 接口
ethernet0/1

0.0.0.0/0

V1-Untrust 接口
ethernet0/3

0.0.0.0/0

管理工作站
1.1.2.5

VLAN1 IP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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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透明模式

以下示例说明了受处于透明模式的安全设备保护的单独 LAN 的基本配置。策略允
许 V1-Trust 区段中所有主机的外向信息流、邮件服务器的内向 SMTP 服务，以及 
FTP 服务器的内向 FTP-GET 服务。

为了提高管理信息流的安全性，将 WebUI 管理的 HTTP 端口号从 80 改为 5555，
将 CLI 管理的 Telnet 端口号从 23 改为 4646。使用 VLAN1 IP 地址 1.1.1.1/24 来管
理 V1-Trust 安全区段的安全设备。定义 FTP 和邮件服务器的地址。也可配置到外
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 于 1.1.1.250 处 )，以便安全设备能向其发送出站 VPN 信息
流。(V1-Trust 区段中所有主机的缺省网关也是 1.1.1.250。)

图 42:  基本透明模式

WebUI

1. VLAN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 选择 )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2. HTTP 端口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在“HTTP 端口”字段中，键入 
5555，然后单击 Apply。

注意 : 有关为接口处于透明模式的安全设备配置 VPN 通道的示例，请参阅第 5-139 页上
的“透明模式 VPN”。

FTP_Server
1.1.1.5

V1-Trust 区段

V1-Untrust 接口
ethernet0/3

0.0.0.0/0

V1-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VLAN1 IP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Mail_Server
1.1.1.10

V1-Trust 接口
ethernet0/1

0.0.0.0/0

1.1.1.0/24 
地址空间

注意 : 缺省端口号为 80。建议将此号码改为 1024 和 32,767 之间的数字，以阻止对配
置的未授权访问。以后登录以管理设备时，请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输入以下地
址 : http://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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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4. V1-Trust 区段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v1-trus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Other Services: Ping

5.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5/32
Zone: V1-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10/32
Zone: V1-Trust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vlan1(trust-vr)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Metric: 1

7.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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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erver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_Server

Service: FTP-GET
Action: Permit

CLI

1. VLAN1
set interface vlan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ping

2. Telnet
set admin telnet port 4646

3.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0.0.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v1-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0.0.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v1-untrust

4. V1-Trust 区段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web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telne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ping

5. 地址
set address v1-trust FTP_Server 1.1.1.5/32
set address v1-trust Mail_Server 1.1.1.10/32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vlan1 gateway 1.1.1.250 metric 1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any Mail_Server mail permit
set policy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any FTP_Server ftp-get permit
save

注意 : Telnet 的缺省端口号为 23。建议将此号码改为 1024 和 32,767 之间的数字，以
阻止对配置的未授权访问。以后通过 Telnet 登录以管理设备时，输入以下地址 : 
1.1.1.1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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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模式

入口接口处于“网络地址转换”(NAT) 模式下时，安全设备的作用与第 3 层交换机 
(或路由器 ) 相似，将通往 Untrust 区段的外向 IP 封包包头中的两个组件进行转换 : 
其源 IP 地址和源端口号。安全设备用 Untrust 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替换始发端主机
的源 IP 地址。另外，它用另一个由安全设备生成的任意端口号替换源端口号。

图 43:  NAT 拓扑结构

当回复封包到达安全设备时，该设备转换内向封包的 IP 包头中的两个组件 : 目的
地地址和端口号，它们被转换回初始号码。安全设备于是将封包转发到其目的地。

NAT 添加透明模式中未提供的一个安全级别 : 通过 NAT 模式下的入口接口 ( 如 
Trust 区段接口 ) 发送信息流的主机地址决不对出口区段 ( 如 Untrust 区段 ) 中的主
机公开，除非这两个区段在相同的虚拟路由选择域中并且安全设备通过动态路由选
择协议 (DRP) 向对等方通告路由。尽管这样，如果有策略允许入站信息流到达，也
仅仅可到达 Trust 区段地址。( 如果希望在使用 DRP 时隐藏 Trust 区段地址，则可
将 Untrust 区段放置在 untrust-vr 中，将 Trust 区段放置在 trust-vr 中，并且不将 
trust-vr 中外部地址的路由导出到 untrust-vr。)

如果安全设备使用静态路由选择并且仅有一个虚拟路由器，由于基于接口的 NAT，
内部地址在信息流出站时保持隐藏。配置的策略控制入站信息流。如果仅使用映射 
IP (MIP) 和虚拟 IP (VIP) 地址作为入站策略中的目的地，则内部地址仍保持隐藏。

外部路由器
1.1.1.250

Untrust 区段接口
1.1.1.1/24

互联网

私有地址空间

公共地址空间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接口
10.1.1.1/24

10.1.1.10

10.1.1.5

10.1.1.15
10.1.1.20

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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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NAT 还保留对公共 IP 地址的使用。在许多环境中，资源不可用，不能为网
络上的所有设备提供公共 IP 地址。NAT 服务允许多个私有 IP 地址通过一个或几个
公共 IP 地址访问互联网资源。以下 IP 地址范围保留给私有 IP 网络，并且不必在
互联网上设定路由 : 

10.0.0.0 - 10.255.255.255

172.16.0.0 - 172.31.255.255

192.168.0.0 - 192.168.255.255

入站和出站 NAT 信息流
通过 NAT 模式下的接口发送信息流的区段内的主机，能够发出流向 Untrust 区段的
信息流 ( 假定策略允许 )。在 ScreenOS 5.0.0 之前的版本中，NAT 模式下的接口后
的主机无法接收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除非为它设置了“映射 IP”(MIP)、“虚
拟 IP”(VIP) 或 VPN 通道。不过，在 ScreenOS 5.0.0 版本中，从任意区段 ( 包括 
Untrust 区段 ) 向拥有已启用 NAT 的接口的区段发送信息流时，不需要使用 MIP、
VIP 或 VPN。如果要保护地址的私密性或使用不在公开网络 ( 如互联网 ) 上出现的
私有地址，仍可为到达他们的信息流定义 MIP、VIP 或 VPN。不过，如果不关注私
密性和私有 IP 地址的问题，则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可直接到达 NAT 模式接口后
的主机，而不必使用 MIP、VIP 或 VPN。

图 44:  NAT 信息流

注意 : 可以仅在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上定义虚拟 IP (VIP) 地址。

2

3

4 5

6

1

Untrust 区段

ethernet0/2
10.1.2.1/24
NAT 模式

1. 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上的
基于接口的 NAT。

2. 从用户定义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上的基于接口的 NAT。

( 注意 : 只有用户定义区段和 Untrust 区段
在不同的虚拟路由选择域中时，这种情
况才有可能发生。)

3. Trust 区段和用户定义区段之间的信息流
上没有基于接口的 NAT。

4 和 5.  可以对从 Untrust 区段到达 Trust 区段
或用户定义区段的信息流使用 MIP、VIP 或 
VPN，但它们不是必需的。

Trust 区段 用户定义的区段

NAT NAT

MIP 是可选的

MIP 是可
选的

无 NAT

ethernet0/1
10.1.1.1/24
NAT 模式

ethernet0/3
1.1.1.1/24
路由模式

MIP 1.1.1.10 - 10.1.1.10
MIP 1.1.1.20 - 10.1.2.20

注意 : 有关 MI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57 页上的“映射 IP 地址”。有关 VIP 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8-74 页上的“虚拟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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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设置
对于 NAT 模式，定义以下接口设置，其中 ip_addr1 和 ip_addr2 代表 IP 地址中的
数字，mask 代表网络掩码中的数字，vlan_id_num 代表 VLAN 标记的编号，zone 
代表区段名称，number 代表以 kbps 为单位的带宽大小 : 

配置 NAT 模式
以下示例说明了 Trust 区段中有单独子网的 LAN 的简单配置。LAN 受 NAT 模式下
的安全设备保护。策略允许 Trust 区段中所有主机的外向信息流和邮件服务器的内
向邮件。内向邮件通过虚拟 IP 地址被发送到邮件服务器。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都
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图 45:  NAT 模式下的设备

区段接口 设置 区段子接口

使用 NAT 的 Trust、DMZ 和用
户定义的区段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Manage IP1: ip_addr2
Traffic Bandwidth2: number
NAT3: ( 选择 )

1.可以接口为单位设置管理 IP 地址。主要目的是为从网络信息流中分离出来的管理信息流提供 IP 
地址。当某特定设备具备高可用性配置时，也可使用管理 IP 地址来访问它。

2.用于信息流整型的可选设置。

3.选择 NAT 可将接口模式定义为 NAT。选择 “路由”可将接口模式定义为 “路由”。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VLAN Tag: vlan_id_num
Zone Name: zone
NAT†: ( 选择 )

Untrust4

4.尽管能选择 NAT 作为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模式，但是，安全设备不在该接口上执行任何 
NAT 操作。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Manage IP*: ip_addr2
Traffic Bandwidth†: number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VLAN Tag: vlan_id_num
Zone Name: zone

注意 : 在 NAT 模式中，可使用系统 IP 地址、接口 IP 地址、管理 IP 地址或 MGT IP 地
址，从任意一个接口以及任意多个接口来管理安全设备。

注意 : 将图 45 与第 91 页上的图 47，“路由模式下的设备”中路由模式的示例相比较。

邮件服务器
VIP 1.1.1.5 -> 

10.1.1.5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ethernet0/1
10.1.1.1/24
NAT 模式

ethernet0/3
1.1.1.1/24
路由模式

外部路由器
1.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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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V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V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dd: 

Virtual IP Address: 1.1.1.5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 VIP > New VIP Servi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Port: 25
Map to Service: Mail
Map to IP: 10.1.1.5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注意 : 如果安全设备上 Untrust 区段中的 IP 地址由 ISP 动态分配，则保留 IP 地址和 
netmask 字段为空，并选择 Obtain IP using DHCP。如果 ISP 使用“以太网点对
点传输协议”，则选择 Obtain IP using PPPoE，然后单击 Create new PPPoE 
settings 链接，并输入名称和密码。

注意 : 有关虚拟 IP (VIP) 地址的信息，请参阅第 8-74 页上的“虚拟 IP 地址”。
NAT 模式



第 4 章 : 接口模式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Globa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5)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route

2. V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vip 1.1.1.5 25 mail 10.1.1.5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global any vip(1.1.1.5) mail permit
save

注意 : set interface ethernetn nat 命令确定安全设备在 NAT 模式下运行。

如果安全设备上 Untrust 区段中的 IP 地址由 ISP 动态分配，则使用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dhcp。如果 ISP 使用“以太网点对点传输协议”，则使用 
set pppoe 和 exec pppoe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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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模式

接口为路由模式时，安全设备在不同区段间转发信息流时不执行源 NAT (NAT-src) ；
即，当信息流穿过安全设备时，IP 封包包头中的源地址和端口号保持不变。与 
NAT-src 不同，目的地区段接口为路由模式时，不需要为了允许入站信息流到达主
机而建立映射 IP (MIP) 和虚拟 IP (VIP) 地址。与透明模式不同，每个区段内的接口
都在不同的子网中。

图 46:  NAT 拓扑结构

不必在接口级应用“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这样做会使发出外向信息流的所
有源地址都被转换为目的地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相反，可以在策略级选择性地执
行 NAT-src。通过为内向或外向信息流上的指定源地址创建启用 NAT-src 的策略，
可确定要确定路由的信息流，以及对哪些信息流执行 NAT-src。对于网络信息流，
NAT 可使用 IP 地址或动态 IP (DIP) 池的目的地区段接口地址，动态 IP 池与目的地
区段接口在同一子网中。对于 VPN 信息流，NAT 可使用通道接口 IP 地址或与其关
联的 DIP 池的地址。

外部路由器
1.1.1.250

Untrust 区段接口
1.1.1.1/24

互联网

私有地址空间

公共地址空间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接口
10.1.1.1/24

10.1.1.10

10.1.1.5

10.1.1.15
10.1.1.20

10.1.1.25

注意 : 关于配置基于策略的 NAT-sr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13 页上的“源网络地址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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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设置
对于路由模式，定义以下接口设置，其中 ip_addr1 和 ip_addr2 代表 IP 地址中的数
字，mask 代表网络掩码中的数字，vlan_id_num 代表 VLAN 标记的编号，zone 代
表区段名称，number 代表以 kbps 为单位的带宽大小 : 

表 7:  接口设置
I

配置路由模式
在第 87 页上的“配置 NAT 模式”中，Trust 区段 LAN 中的主机具有私有 IP 地址和
邮件服务器的映射 IP。在以下相同网络 ( 受运行在路由模式下的安全设备保护 ) 的
示例中，要注意，主机具有公共 IP 地址，且邮件服务器不需要 MIP。所有安全区
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图 47:  路由模式下的设备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区段接口 设置 区段子接口

Trust、Untrust、DMZ 和用户
定义的区段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Manage IP1: ip_addr2
Traffic Bandwidth2: number
Route3: ( 选择 )

1.可在每个接口的基础上设置管理 IP 地址。主要目的是为从网络信息流中分离出来的管理信息流
提供 IP 地址。当某特定设备具备高可用性配置时，也可使用管理 IP 地址来访问它。

2.用于信息流整型的可选设置。
3.选择 “路由”可将接口模式定义为 “路由”。选择 NAT 可将接口模式定义为 NAT。

IP: ip_addr1
Netmask: mask
VLAN Tag: vlan_id_num
Zone Name: zone
Route†: ( 选择 )

邮件服务器
1.2.2.5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ethernet0/1
1.2.2.1/24
路由模式

ethernet0/3
1.1.1.1/24
路由模式

外部路由器
1.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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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Trust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 Server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注意 : 选择 Route，确定安全设备在“路由”模式下运行，而不对进出 Trust 区段的信
息流执行 NAT。

如果安全设备上 Untrust 区段中的 IP 地址由 ISP 动态分配，则保留 IP 地址和 
netmask 字段为空，并选择 Obtain IP using DHCP。如果 ISP 使用“以太网点对
点传输协议”，则选择 Obtain IP using PPPoE，然后单击 Create new PPPoE 
settings 链接，并输入名称和密码。
路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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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ail_server 1.2.2.5/24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ail_server mail permit
save

注意 : set interface ethernet number route 命令确定安全设备在路由模式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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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为策略构建块

本章讨论了可以在策略中引用的组件或构建块。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95 页上的“地址”

第 100 页上的“服务”

第 128 页上的“动态 IP 池”

第 142 页上的“设置循环时间表”

地址

ScreenOS 通过位置和网络掩码对所有其它设备的地址进行分类。每个区段都具有
自己的地址和地址组列表。

单个主机只定义一个单一的 IP 地址，因此，必须具有设置为 255.255.255.255 的
网络掩码 ( 它掩蔽除该主机以外的所有其它设备 )。

子网有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 例如，255.255.255.0 或 255.255.0.0)。

必须先在按区段组织的 ScreenOS 地址列表中为其构造条目，才能配置允许、拒绝
或导向出入单个主机和子网的信息流策略。

注意 : 有关用户认证的信息，请参阅第 9 卷 : 用户认证。

注意 : 不必为 "Any" 构建地址条目。此术语自动应用到实际位置在它们各自区段中的所
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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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条目
需要先在一个或多个地址列表中定义地址，才能设置许多 Juniper Networks 防火
墙、VPN 和信息流整形功能。安全区段的地址列表包含主机或子网的 IP 地址或域
名，这些主机或子网的信息流将被允许、阻塞、加密或进行用户验证。

添加地址

在本例中，将 IP 地址为 10.1.10.0/24 的子网 "Sunnyvale_Eng" 添加为 Trust 区段中
的地址，并将地址 www.juniper.net 添加为 Untrust 区段中的地址。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unnyvale_Eng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Junip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Domain Name: ( 选择 ), www.juniper.net
Zone: Untrust

CLI

set address trust Sunnyvale_Eng 10.1.10.0/24
set address untrust Juniper www.juniper.net
save

修改地址

在本例中，将更改地址 "Sunnyvale_Eng" 的地址条目，以反映此部门专门用于软件
工程，并具有不同的 IP 地址 - 10.1.40.0/24。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Edit ( 对于 Sunnyvale_Eng): 将
名称和 IP 地址更改为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Sunnyvale_SW_Eng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40.0/24
Zone: Trust

注意 : 必须为安全设备配置“域名系统”(DNS) 服务，才能使用地址条目的域名。有关 
DNS 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197 页上的“域名系统支持”。

有关 ScreenOS 命名约定的信息 - 应用于为地址创建的名称 - 请参阅第 xi 页上的
“命令行界面约定”。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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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unset address trust Sunnyvale_Eng
set address trust Sunnyvale_SW_Eng 10.1.40.0/24
save

删除地址

在本例中，将移除地址 "Sunnyvale_SW_Eng" 的地址条目。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在 Sunnyvale_SW_Eng 的 
Configure 栏中，单击 Remove。

CLI

unset address trust "Sunnyvale_SW_Eng"
save

地址组
第 96 页上的“地址条目”说明了如何创建、修改和删除各主机和子网的通讯簿条
目。将地址添加到地址列表后，将很难控制策略如何影响每个地址条目。
ScreenOS 允许创建地址组，这样可以仅管理少数的组，而不用管理大量的地址条
目。对组的更改将应用到组中的每个地址条目。

图 48:  地址组

注意 : 在定义地址或地址组并将其与策略相关联后，不能将地址位置更改到其它区段 ( 例
如，从 Trust 区段更改到 Untrust 区段 )。要更改它的位置，必须首先将其从底层策
略中分离。

Name
AddressName

AddressName
Address

每个地址 1 个策略 每个地址组 1 个策略

Access
Policy

Access
Policy

Access
Policy

Name 
Address

Name 
Address

Name 
Address

Acces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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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组选项具有下列功能 : 

可以在任何区段中创建地址组。

可以创建有现有用户的地址组，也可以创建空的地址组并在以后使用用户填充
它们。

一个地址组可以是其他地址组的成员。

可以在策略中引用地址组条目，如同单个通讯簿条目一样。

ScreenOS 通过在内部为每个组成员创建单个策略，将策略应用到组的每个成
员。只需为组创建一个策略，ScreenOS 实际上为组中的每个成员 ( 以及为每
个用户配置的每项服务 ) 都创建了一个内部策略。

从通讯簿中删除单个通讯簿条目时，安全设备将会从它属于的所有组中自动将
它移除。

地址组适用以下限制 : 

地址组只能包含属于同一区段的地址。

地址名称不能与组的名称相同。如果名称 "Paris" 用于单个地址条目，则它不
能用作组名称。

如果地址组被某策略引用，则不能移除该地址组，但是可以进行编辑。

将单个策略指派给地址组时，它将独立地应用到每个组成员，并且安全设备将
为访问控制列表 (ACL) 中的每个成员构建一个条目。如果处理不够慎重，可能
会超过可用策略资源的数量，尤其是在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都是地址组，而且指
定服务是服务组时。

不能将预定义的地址 : "Any"、"All Virtual IPs" 和 "Dial-Up VPN" 添加到组中。

创建地址组

下例中，将创建名为 "HQ 2nd Floor" 的组，该组包括 "Santa Clara Eng" 和 "Tech 
Pubs" 两个地址，它们都已输入 Trust 区段的通讯簿。

注意 : 要确保一个组不会意外地将自身当作成员包含在组内，在将该组添加到其他组
时，安全设备将执行运行状况检查。例如，如果将组 A 作为成员添加到组 B，安
全设备会自动检查 A 没有将 B 当作其成员包含在内。

注意 : 由于安全设备自动将策略应用到每个地址组成员，因此无需逐个为每个地址创建
策略。此外，ScreenOS 还将这些策略写入 ASIC，使查询的运行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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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 对于区段 : Trust) New: 输
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HQ 2nd Floor

选择 Santa Clara Eng，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
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Tech Pubs，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CLI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HQ 2nd Floor" add "Santa Clara Eng"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HQ 2nd Floor" add "Tech Pubs"
save

编辑地址组条目

在本例中，将 "Support" ( 已输入通讯簿中的一个地址 ) 添加到 "HQ 2nd Floor" 地
址组中。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 对于区段 : Trust) Edit ( 对
于 HQ 2nd Floor): 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选择 Support，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CLI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HQ 2nd Floor" add Support
save

移除成员和组

在本例中，从 HQ 2nd Floor 地址组中移除成员 "Support"，并删除先前已创建的 
"Sales" 地址组。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 对于区段 : Trust) Edit ( 对
于 HQ 2nd Floor): 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选择 Support，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Group Members 栏移动到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Zone: Trust): 在 Sales 的 
Configure 栏中，单击 Remove。

CLI

unset group address trust "HQ 2nd Floor" remove Support
unset group address trust Sales
save

注意 : 安全设备不会自动删除已经被移除的其中所有名称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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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服务是信息流的类型，它们有相应的协议标准。每种服务都有与之关联的传输协议
和目标端口号，如 FTP 的 TCP/ 端口 21 及 Telnet 的 TCP/ 端口 23。创建策略时，
必须为它指定服务。可以从服务簿中选择一个预定义的服务、创建的定制服务或服
务组。通过查看 Policy Configuration 页面中的 Service 下拉列表 (WebUI)，或使用 
get service 命令 (CLI)，可以查看能够在策略中使用的服务。

预定义的服务
使用 WebUI 或 CLI 可以查看安全设备的预定义服务、定制服务或服务组的列表。

使用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Predefined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使用 CLI: 

get service [ group | predefined | user ]

本节包含有关以下预定义服务的信息 : 

第 101 页上的“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第 103 页上的“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服务”

第 104 页上的“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服务”

第 106 页上的“动态路由协议”

第 107 页上的“流视频”

第 107 页上的“Sun 远程过程调用服务”

第 108 页上的“安全和通道服务”

第 108 页上的“与 IP 相关的服务”

第 108 页上的“即时消息服务”

第 109 页上的“管理服务”

注意 : 每个预定义服务的源端口范围都为 1-65535，包括一整套有效的端口号。这样可
阻止潜在的攻击者通过使用范围以外的源端口获得访问权。对于任何预定义的服
务，如果需要使用不同的源端口范围，请创建一个定制服务。有关信息，请参阅
第 111 页上的“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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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页上的“邮件服务”

第 110 页上的“UNIX 服务”

第 110 页上的“其它服务”

以下页面上列出了与上述部分服务有关的更详细信息 : 

第 115 页上的“定义定制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服务”

第 116 页上的“远程外壳 ALG”

第 116 页上的“Sun 远程过程调用应用程序层网关”

第 117 页上的“定制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ALG”

第 118 页上的“实时流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是 IP 的一部分，提供了查询网络 (ICMP 查询消息) 
以及从网络接收错误模式反馈 (ICMP 错误消息 ) 的方法。但是，ICMP 并不能保证
错误消息的传送或报告所有丢失的数据报；因此它不是一个可靠的协议。ICMP 代
码和类型码描述“ICMP 查询消息”和“ICMP 错误消息”。

为了提高网络的安全性，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任何或特定类型的 ICMP 消息。可以
攻击某些类型的 ICMP 消息，以获得有关可能损害安全性的网络的信息。例如，可
以将 ICMP、TCP 或 UDP 封包构建为返回包含有关网络 ( 如该网络的拓扑 ) 和访问
列表过滤特征的 ICMP 错误消息。第 101 页上的表 8 列出了 ICMP 消息名称、相应
的代码、类型和说明。

表 8:  ICMP 信息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ICMP-ANY 所有 所有 ICMP-ANY 影响任何使用 ICMP 的协议。

如果拒绝 ICMP-ANY，则会损害使用 ICMP 对网络执行的任何 ping 或监控尝试。

允许 ICMP-ANY 便会允许所有 ICMP 消息。

ICMP-ADDRESS-MASK

请求

回复

17

18

0

0

“ICMP 地址掩码查询”用于需要来自自举服务器的本地子网掩码的系统。

拒绝“ICMP 地址掩码”请求消息可能对无盘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允许“ICMP 地址掩码”请求消息可允许其他人探测网络中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指印。

ICMP-DEST-UNREACH 3 0 “ICMP 目标不可到达错误”消息指示目标主机已配置为拒绝封包。

代码 0、1、4 或 5 可来自网关。代码 2 或 3 来自主机 (RFC 792)。

拒绝“ICMP 目标不可到达错误”消息可以消除主机已连接并在安全设备之后运行
的假定。

允许“ICMP 目标不可到达错误”消息可允许一些有关网络的假设 ( 如安全过滤 )。

ICMP Fragment Needed 3 4 “ICMP 碎片错误”消息指示需要分片，但并不设置碎片标志。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ICMP Fragment
Reassembly

11 1 “ICMP 碎片重组超时错误”指示重组碎片消息的主机已超时并放弃封包。有时会
发送此消息。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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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HOST-
UNREACH

3 1 “ICMP 主机不可到达错误”消息指示某个特定主机上的路由表条目未列出或列为无
穷大。网关在收到需要分解的封包后无法对其进行分解时，有时会发送此错误消息。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允许这些消息将允许其他人通过排除或针对网关和碎片做出一些假设的过程确定您
的内部主机 IP 地址。

ICMP-INFO

请求

回复

15

16 

0

0

“ICMP-INFO 查询”消息允许无盘主机系统查询网络和进行自我配置。

拒绝“ICMP 地址掩码”请求消息可能对无盘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允许“ICMP 地址掩码”请求消息可能会允许其他人将信息查询广播到网络段，以
确定计算机类型。

ICMP-PARAMETER-
PROBLEM

12 0 当存在不正确的包头参数并导致了封包被丢弃时，“ICMP 参数问题错误”消息会
通知您。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允许“ICMP 参数问题”错误消息将允许其他人进行有关您的网络的假设。

ICMP-PORT-UNREACH 3 3 “ICMP 端口不可到达错误”消息指示网关处理数据报时请求的某些端口在该网络
中不可用或者不受支持。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允许“ICMP 端口不可到达错误”消息可允许其他人确定您用于某些协议的端口。

ICMP-PROTOCOL-
UNREACH

3 2 “ICMP 协议不可到达错误”消息指示网关处理数据报时请求的某些协议在该网络
中不可用或者不受支持。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允许“ICMP 协议不可到达错误”消息，可允许其他人确定您的网络中正在运行的
协议。

ICMP-REDIRECT 5 0 “ICMP 重新定向网络错误”消息由路由器发送。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可信任网络。

ICMP-REDIRECT-HOST 5 1 ICMP 重新定向消息指示，发往指定主机的数据报将沿着另一路径发送。

ICMP-REDIRECT-TOS-
HOST

5 3 “ICMP 重新定向服务类型 (TOS) 和主机错误”是一种消息类型。

ICMP-REDIRECT-TOS-
NET

5 2 “ICMP 重新定向 (TOS) 和网络错误”是一种消息类型。

ICMP-SOURCE-
QUENCH

4 0 “ICMP 源阻断错误”消息指示，路由器没有用于接受封包、将封包排入队列以及
将封包发送到下一个跳跃的可用缓冲空间。

拒绝这些消息将不会增强或削弱内部网络性能。

允许这些消息可允许其他人知道路由器很拥挤，这使其成为可行的攻击目标。

ICMP-SOURCE-ROUTE-
FAIL

3 5 ICMP 源路由故障错误消息

建议拒绝这些来自互联网 (untrust) 的消息。

ICMP-TIME-EXCEEDED 11 0 “ICMP 超出生存时间 (TTL) 错误”消息指示封包到达其目标之前，它的 TTL 设置
已达到了零。这可确保处理重新发送的封包之前先丢弃旧的封包。

建议拒绝将这些消息从可信任网络发送到互联网。

ICMP-TIMESTAMP

请求

回复

13

14 

0

0

“ICMP 时戳查询”消息提供一种在大型、多变的网络中同步时间和调整时间分配
的机制。

表 8:  ICMP 信息 ( 续 )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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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ICMP 不可到达错误

对于不同的安全性级别，来自下游路由器的 ICMP 不可到达错误缺省行为的处理方
式如下 : 

对于 ICMP 类型 3 代码 4 消息，会话不关闭。

ICMP 消息通过时不丢弃会话。但会以会话为单位丢弃数据包。

收到任何类型的 ICMP 不可到达消息时会话都不会关闭。

会话存储 ICMP 不可到达消息，从而限制通过并流动至 1 的消息数。

将在全局范围内为每个设备产生一个 ICMP 不可到达消息。其余 ICMP 不可到
达错误将被丢弃。

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服务

表 9 列出了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服务。根据您的网络要求，您可以选择允许或
拒绝这些服务中的任何或所有服务。每个条目都列出了服务名称、缺省接收端口和
服务说明。

Ping (ICMP ECHO) 8 0 “数据包互联网探测程序”是一种实用程序，用于通过特定主机的 IP 地址 0/0 回应
回复确定是否可以对其进行访问。

拒绝 ping 功能将使您无法查看主机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允许 ping 可允许其他人执行“拒绝服务”(DoS) 或 Smurf 攻击。

ICMP-ECHO-
FRAGMENT-ASSEMBLY-
EXPIRE

11 1 “ICMP 碎片回应重组超时”错误消息指示已经超出了重组时间。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

Traceroute

转发

放弃

30

30

0

1

Traceroute 是一种实用程序，用于指示访问特定主机的路径。

建议拒绝此实用程序从互联网 (untrust) 发送到您的内部网络 (trust)。

表 8:  ICMP 信息 ( 续 )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表 9:  预定义的服务

服务名称 端口 服务说明

AOL 5190-5193 “美国在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 提供了互联网、聊天室和即时消息服务。

DHCP-Relay 67 ( 缺省值 ) 动态主机配置。

DHCP 68 ( 客户端 )

67 ( 服务器 )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可分配网络地址，并将配置参数从服务器传送到主机。

DNS 53 “域名系统”将域名转换为 IP 地址。

FTP

FTP-Get

FTP-Put

20 ( 数据 )

21 ( 控制 )

“文件传输协议”(FTP) 允许在计算机之间发送和接收文件。您可以选择拒绝或允许 
ANY (GET 或 PUT)，也可以有选择地允许或拒绝 GET 或 PUT。GET 从其它机器接收
文件，而 PUT 向其它机器发送文件。

我们建议拒绝来自不可信源 ( 互联网 ) 的 FTP 服务。

Gopher 70 Gopher 以分层结构的文件列表形式组织和显示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容。

我们建议拒绝 Gopher 访问，以避免暴露您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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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服务

表 10 列出了预定义的 Microsoft 服务、与每个服务相关的参数以及对每个服务的
简要说明。参数包括“通用唯一标识符”(UUID) 及 TCP/UDP 源和目标端口。UUID 
是由硬件地址、时戳和种子值生成的唯一 128 位数字。

HTTP 8080 “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全球信息网 (WWW) 使用的底层协议。

拒绝 HTTP 服务将禁止用户查看互联网。

允许 HTTP 服务将允许您的信任主机查看互联网。

HTTP-EXT - 扩展的非标准端口所使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443 “安全套接字层 (SSL) 的超文本传输协议”是一种用于通过互联网传输私有文档的
协议。

拒绝 HTTPS 将禁止您的用户在互联网上购物，并禁止其访问某些需要安全密码交换
的在线资源。

允许 HTTPS 将允许您的信任主机参与密码交换、在线购物以及访问各种需要用户登
录的受保护的在线资源。

Internet Locator Service - Internet Locator Service 包括 LDAP、User Locator Service 和 TSL/SSL 上的 LDAP。

IRC 6665-6669 Internet Relay Chat (IRC) 允许已连接到互联网的人员加入实时讨论。

LDAP 389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是一组用于访问信息目录的协议。

PC-Anywhere - PC-Anywhere 是一种远程控制和文件传输软件。

TFTP 69 TFTP 是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WAIS - “广域信息服务器”是用于在互联网上查找文档的程序。

表 9:  预定义的服务 ( 续 )

服务名称 端口 服务说明

表 10:  Microsoft 服务

服务 参数 /UUID 说明

MS-RPC-EPM 135

e1af8308-5d1f-11c9-91a4-08002b14a0fa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RPC) 端点映射程序 
(EPM) 协议

MS-RPC-ANY - 任何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RPC) 服务

MS-AD 4 个组成部分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服务组”包括 : 

MS-AD-BR

MS-AD-DRSUAPI

MS-AD-DSROLE

MS-AD-DSSETUP

MS-EXCHANGE 6 个组成部分 “Microsoft Exchange 服务组”包括 : 

MS-EXCHANGE-DATABASE

MS-EXCHANGE-DIRECTORY

MS-EXCHANGE-INFO-STORE

MS-EXCHANGE-MTA

MS-EXCHANGE-STORE

MS-EXCHANGE-SYSAT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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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IIS 6 个组成部分 “Microsoft IIS 服务器服务组”包括 : 

MS-IIS-COM

MS-IIS-IMAP4

MS-IIS-INETINFO

MS-IIS-NNTP

MS-IIS-POP3

MS-IIS-SMTP

MS-AD-BR ecec0d70-a603-11d0-96b1-00a0c91ece30

16e0cf3a-a604-11d0-96b1-00a0c91ece30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备份和还原服务

MS-AD-DRSUAPI e3514235-4b06-11d1-ab04-00c04fc2dcd2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复制服务

MS-AD-DSROLE 1cbcad78-df0b-4934-b558-87839ea501c9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DSROLE 服务

MS-AD-DSSETUP 3919286a-b10c-11d0-9ba8-00c04fd92ef5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安装服务

MS-DTC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Microsoft 分布式事务协调器服务

MS-EXCHANGE-DATABASE 1a190310-bb9c-11cd-90f8-00aa00466520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服务

MS-EXCHANGE-DIRECTORY f5cc5a18-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f5cc5a7c-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f5cc59b4-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Microsoft Exchange Directory 服务

MS-EXCHANGE-INFO-STORE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0f24e8e-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544f5e0-613c-11d1-93df-00c04fd7bd09

Microsoft Exchange 信息存储服务

MS-EXCHANGE-MTA 9e8ee830-4459-11ce-979b-00aa005ffebe

38a94e72-a9bc-11d2-8faf-00c04fa378ff

Microsoft Exchange MTA 服务

MS-EXCHANGE-STORE 99e66040-b032-11d0-97a4-00c04fd6551d

89742ace-a9ed-11cf-9c0c-08002be7ae86

a4f1db00-ca47-1067-b31e-00dd010662da

a4f1db00-ca47-1067-b31f-00dd010662da

Microsoft Exchange 存储服务

MS-EXCHANGE-SYSATD 67df7c70-0f04-11ce-b13f-00aa003bac6c

f930c514-1215-11d3-99a5-00a0c9b61b04

83d72bf0-0d89-11ce-b13f-00aa003bac6c

469d6ec0-0d87-11ce-b13f-00aa003bac6c

06ed1d30-d3d3-11cd-b80e-00aa004b9c30

Microsoft Exchange 系统维护服务

MS-FRS f5cc59b4-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d049b186-814f-11d1-9a3c-00c04fc9b232

a00c021c-2be2-11d2-b678-0000f87a8f8e

Microsoft 文件复制服务

MS-IIS-COM 70b51430-b6ca-11d0-b9b9-00a0c922e750

a9e69612-b80d-11d0-b9b9-00a0c922e70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COM GUID/UUID 服务

MS-IIS-IMAP4 2465e9e0-a873-11d0-930b-00a0c90ab17c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IMAP4 服务

MS-IIS-INETINFO 82ad4280-036b-11cf-972c-00aa006887b0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管理服务

MS-IIS-NNTP 4f82f460-0e21-11cf-909e-00805f48a135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NNTP 服务

表 10:  Microsoft 服务 ( 续 )

服务 参数 /UUID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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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由协议

根据具体网络要求，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由这些动态路由协议生成的消息及其封
包。表 11 按名称、端口和说明列出了各种受支持的动态路由协议。

表 11:  动态路由协议

MS-IIS-POP3 1be617c0-31a5-11cf-a7d8-00805f48a135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POP3 服务

MS-IIS-SMTP 8cfb5d70-31a4-11cf-a7d8-00805f48a135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SMTP 服务

MS-ISMSERV 68dcd486-669e-11d1-ab0c-00c04fc2dcd2

130ceefb-e466-11d1-b78b-00c04fa32883

Microsoft 站点间通信服务

MS-MESSENGER 17fdd703-1827-4e34-79d4-24a55c53bb37

5a7b91f8-ff00-11d0-a9b2-00c04fb6e6fc

Microsoft Messenger 服务

MS-MQQM fdb3a030-065f-11d1-bb9b-00a024ea5525

76d12b80-3467-11d3-91ff-0090272f9ea3

1088a980-eae5-11d0-8d9b-00a02453c33

5b5b3580-b0e0-11d1-b92d-0060081e87f0

41208ee0-e970-11d1-9b9e-00e02c064c39

Microsoft Windows 消息队列管理服务

MS-NETLOGON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cffb Microsoft Netlogon 服务

MS-SCHEDULER 1ff70682-0a51-30e8-076d-740be8cee98b

378e52b0-c0a9-11cf-822d-00aa0051e40f

0a74ef1c-41a4-4e06-83ae-dc74fb1cdd53

Microsoft Scheduler 服务

MS-WIN-DNS 50abc2a4-574d-40b3-9d66-ee4fd5fba076 Microsoft Windows DNS 服务器

MS-WINS 45f52c28-7f9f-101a-b52b-08002b2efabe

811109bf-a4e1-11d1-ab54-00a0c91e9b45

Microsoft WINS 服务

表 10:  Microsoft 服务 ( 续 )

服务 参数 /UUID 说明

动态路由协议 端口 说明

RIP 520 RIP 是一种通用距离向量路由协议。

OSPF 89 OSPF 是一种通用链接状态路由协议。

BGP 179 BGP 是一种外部 / 域间路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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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视频

表 12 按名称列出了各种受支持的流视频服务，表中还包括缺省端口和说明。根据
您的网络要求，您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这些服务中的任何或所有服务。

Sun 远程过程调用服务

表 13 列出了各“Sun 远程过程调用应用程序层网关”(RPC ALG) 服务名称、参数
和全称。

表 12:  流视频服务

服务 端口 说明

H.323 TCP 源端口 1-65535 ； TCP 目标端口 
1720、1503、389、522、1731

UDP 源端口 1-65535 ； UDP 源端口 1719

H.323 是一种经“国际电信同盟”(ITU) 批准的标准协议，定义了
视听会议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方式。

NetMeeting TCP 源端口 1-65535 ； TCP 目标端口 
1720、1503、389、522

UDP 源端口 1719

Microsoft NetMeeting 使用 TCP 来提供互联网上的电话会议 ( 视频
和音频 ) 服务。

Real media TCP 源端口 1-65535 ； TCP 目标端口 7070 Real Media 是一种流视频和音频技术。

RTSP 554 “实时流协议”(RTSP) 用于流媒体应用程序

SIP 5056 “会话启动协议”(SIP) 是一种应用程序层控制协议，用于创建、
修改和终止会话。

VDO Live TCP 源端口 1-65535 ； TCP 目标端口 
7000-7010

VDOLive 是一种可升级的视频流技术。

表 13:  RPC ALG 服务

服务 程序号 全称

SUN-RPC-PORTMAPPER 111
100000

Sun RPC Portmapper 协议

SUN-RPC-ANY ANY 任何 Sun RPC 服务

SUN-RPC-PROGRAM-MOUNTD 100005 Sun RPC 安装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NFS 100003

100227

Sun RPC 网络文件系统

SUN-RPC-PROGRAM-NLOCKMGR 100021 Sun RPC 网络锁定管理器

SUN-RPC-PROGRAM-RQUOTAD 100011 Sun RPC 远程空间分配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RSTATD 100001 Sun RPC 远程状态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RUSERD 100002 Sun RPC 远程用户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SADMIND 100232 Sun RPC 系统管理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SPRAYD 100012 Sun RPC SPRAY 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STATUS 100024 Sun RPC STATUS

SUN-RPC-PROGRAM-WALLD 100008 Sun RPC WALL 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YPBIND 100007 SUN RPC 黄页绑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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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通道服务

表 14 列出了各个受支持的服务，表中还包括缺省端口和各个条目的说明。

表 14:  受支持的协议服务

与 IP 相关的服务

表 15 列出了与 IP 相关的预定义服务。每个条目都包含缺省端口及该服务的说明。

表 15:  与 IP 相关的服务

即时消息服务

表 16 列出了预定义的互联网消息服务。每个条目都包含服务的名称、缺省或指派
的端口及服务的说明。

表 16:  互联网消息服务

服务 端口 说明

IKE UDP 源端口 1-65535 ； UDP 目
标端口 500

4500 ( 用于 NAT 穿透 )

IKE 是一种协议，用于获取已通过认证的密钥资料
以用于 ISAKMP。

配置自动 IKE 时，可以从三种预定义的“阶段 1”
和“阶段 2”提议中进行选择 : 

Standard: AES 和 3DES

Basic: DES 和两种不同类型的认证算法

Compatible: 四种常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L2TP 1723 L2TP 将 PPTP 与“第 2 层转发”(L2F) 结合以进行
远程访问。

PPTP - “点对点通道协议”允许公司通过公共互联网上的
专用通道扩展其自己的专用网络。

服务 端口 说明

Any - 任何服务

TCP-ANY 1-65535 任何使用传输控制协议的协议

TCPMUX 端口 1

UDP-ANY 137 任何使用“用户数据报协议”的协议

服务 端口 说明

Gnutella 6346 ( 缺省值 ) “Gnutella 文件共享协议”是一种在分布式网络中运行的公共域文件共享协议。您可以指派任
何端口，但缺省端口为 6346。

MSN 1863 Microsoft Network Messenger 是一种允许您发送即时消息和在线讨论的实用程序。

NNTP 119 “网络新闻传输协议”是一种用于发送、分配和检索 USENET 消息的协议。

SMB 445 “IP 上的服务器消息块 (SMB) 协议”允许您在网络上读取文件并将其写入服务器。

YMSG 5010 Yahoo! Messenger 是一种实用程序，允许您检查其他人是否在线、发送即时消息和在线讨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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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

表 17 列出了预定义的管理服务。每个条目都包含服务的名称、缺省或指派的端口
及服务的说明。

邮件服务

表 18 列出了预定义的邮件服务。每个服务都包含服务的名称、缺省或指派的端口
及服务的说明。

表 18:  邮件服务

表 17:  管理服务

服务 端口 说明

NBNAME 137 “NetBIOS 名称服务”显示 UDP 端口 137 上发送的所有 NetBIOS 名称数据包。

NDBDS 138 由 IBM 发布的“NetBIOS 数据报服务”为通过广播媒体连接的 PC 提供了无连接 ( 数据报 ) 服务，
用于查找资源、启动会话和终止会话。它是一种不可靠的服务，且数据包也未排序。

NFS - “网络文件系统”使用 UDP 来允许网络用户访问存储在不同类型计算机上的共享文件。SUN RPC 
是 NFS 的构件块。

NS Global - NS-Global 是 Juniper Networks Firewall/VPN 设备的中央管理协议。

NS Global PRO - NS Global-PRO 是 Juniper Networks Firewall/VPN 设备系列的可升级监控系统。

NSM -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TP 123 “网络时间协议”为计算机提供了一种与时间参照物同步的方法。

RLOGIN 513 RLOGIN 可启动远程主机上的终端会话。

RSH 514 RSH 可执行远程主机上的外壳命令。

SNMP 161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一组用于管理复杂网络的协议。

SQL*Net V1 66 SQL*Net 版本 1 是一种数据库语言，允许创建、访问、修改和保护数据。

SQL*Net V2 66 SQL*Net 版本 2 是一种数据库语言，允许创建、访问、修改和保护数据。

MSSQL 1433 ( 缺
省实例 )

Microsoft SQL 是一种专有数据库服务器工具，允许创建、访问、修改和保护数据。

SSH 22 “安全外壳”是一个程序，用于通过不安全通道上的强大认证和安全通信登录到网络上的其它计
算机。

SYSLOG 514 Syslog 是一种 UNIX 程序，用于向系统日志记录程序发送消息。

Talk 517-518 Talk 是一种可视通信程序，用于将线路从您的终端复制到其他用户的终端。

Telnet 23 Telnet 是一种 UNIX 程序，提供了一种连接终端设备的标准方法，以及设备之间的面向终端的过程。

WinFrame - WinFrame 是一种允许非 Windows 机器上的用户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的技术。

X-Windows - X-Windows 是 Motif 和 OpenLook 所基于的窗口和图形系统。

服务 端口 说明

IMAP 143 “互联网消息访问协议”是一种用于检索消息的协议。

Mail (SMTP) 25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是用于在服务器之间发送消息的协议。

POP3 110 邮局协议是一种用于检索电子邮件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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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服务

表 19 列出了预定义的 UNIX 服务。每个条目都包含服务的名称、缺省或指派的端
口及服务的说明。

表 19:  UNIX 服务

其它服务

表 20 列出了预定义的其它服务。每个条目都包含服务名称、缺省或指派的端口及
服务的说明。

服务 端口 说明

FINGER 79 Finger 是一种 UNIX 程序，提供有关用户的信息。

UUCP 117 “Unix 间复制协议”(UUCP) 是一种 UNIX 实用程序，用于在两台通过直接串行连接或调制解调器
连接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

表 20:  其它服务

服务 端口 说明

CHARGEN 19 “字符发生器协议”是一种基于 UDP 或 TCP 的调试和测量工具。

DISCARD 9 “放弃协议”是一种应用程序层协议，介绍了放弃发送给端口 9 的 TCP 或 UDP 数据的过程。

IDENT 113 “标识协议”是一种用于 TCP 客户端认证的 TCP/IP 应用层协议。

LPR 515 监听端口；

721-731 源端口
号范围 ( 含 721 
和 731)

“行式打印机守护程序协议”是一种基于 TCP 的协议，用于打印服务。

RADIUS 1812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是一种服务器程序，用于认证和计费。

SQLMON 1434 (SQL 监控
端口 )

SQL 监控器 (Microsoft)

VNC 5800 “虚拟网络计算”使得查看已连接至互联网的其它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以及与这些计算机进行
交互变得非常容易。

WHOIS 43 “网络目录服务协议”是一种查询域名的方法。

IPSEC-NAT - IPSEC-NAT 允许 ISAKMP 和 ESP 数据包的“网络地址转换”。

SCCP 2000 “Cisco 站呼叫控制协议”使用信号连接控制端口 (SCCP) 来提供高可用性和流量控制。

VOIP - “IP 语音服务组”提供了互联网上的语音服务，包括 H.323 和“会话启动协议”(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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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您可轻松创建定制服务而不使用预定义的服务。可为每个定制服务指定以下属性 : 

名称

传输协议

使用 TCP 或 UDP 的服务的源和目标端口号

使用 ICMP 的服务的类型和代码值

超时值

如果在虚拟系统 (vsys) 中创建的定制服务与先前在根系统中定义的定制服务具有相
同名称，则 vsys 中的服务将采用特定传输协议 (TCP、UDP 或 ICMP) 的缺省超时
值。当根系统中具有相同名称的定制服务有其自己的超时值时，要为 vsys 中的服
务定义不同于缺省值的定制超时值，请按以下顺序创建 vsys 中和根系统中的定制
服务 : 

1. 首先，在 vsys 中创建具有定制超时的定制服务。

2. 然后，在根系统中创建名称相同但超时值不同的另一定制服务。

以下范例介绍如何添加、修改和移除定制服务。

添加定制服务

要将定制服务添加到服务簿中，需要以下信息 : 

服务名称 : 本例中为 "cust-telnet"。

源端口号范围 : 1 - 65535。

接收服务请求的目标端口号范围 : 例如 : 23000 - 23000。

服务使用 TCP 协议还是使用 UDP 协议，或者使用互联网规范定义的其它一些
协议。在本例中，为 TCP 协议。

注意 : 有关 ScreenOS 命名约定的信息 ( 应用于为定制服务创建的名称 )，请参阅第 xi 页
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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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cust-telnet
Service Timeout: Custom ( 选择 ), 30 ( 类型 )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1
Source Port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23000
Destination Port High: 23000

CLI

set service cust-telnet protocol tcp src-port 1-65535 dst-port 23000-23000
set service cust-telnet timeout 30
save

修改定制服务

在本例中，通过将目标端口范围更改为 23230-23230，修改定制服务 
"cust-telnet"。

使用 set service service_name clear 命令，在不从服务簿中移除服务的情况下，移
除定制服务的定义 :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Edit ( 对于 cust-telnet):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estination Port Low: 23230
Destination Port High: 23230

CLI

set service cust-telnet clear
set service cust-telnet + tcp src-port 1-65535 dst-port 23230-23230
save

移除定制服务

在本例中，将移除定制服务 "cust-telnet"。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在 "cust-telnet" 的 Configure 
栏中，单击 Remove。

CLI

unset service cust-telnet
save

注意 : 超时值以分钟计。如果没有设置，则定制服务的超时值为 180 分钟。如果不想服
务超时，请输入 never。
服务



第 5 章 : 为策略构建块
设置服务超时
为服务设置的超时值决定会话超时值。可以为预定义服务或定制服务设置超时；您
可以使用服务缺省超时、指定定制超时或根本不使用超时。虚拟系统 (vsys) 安全域
的服务超时行为与根级的相同。

服务超时配置和查找

服务超时值存储在服务条目数据库中和相应的基于 vsys TCP 和 UDP 端口的超时表
中。设置服务超时值后，安全设备会用新值更新这些表。服务条目数据库中还有缺
省超时值，这些值来自于预定义的服务。可以设置超时，但是不能更改缺省值。

具有多个规则条目的服务共享同一超时值。如果多个服务共享同一协议和目标端口
范围，则所有服务都将共享所配置的 后一个超时值。

对于单个服务条目，服务超时查找顺序如下 : 

1. 服务条目数据库中的指定超时 ( 如果已设置 )。

2. 服务条目数据库中的缺省超时 ( 如果已在预定义的服务中指定 )。

3. 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表。

表 21:  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表

对于服务组 ( 包括在多单元策略配置中创建的隐藏组 ) 和预定义的服务 "ANY" ( 如
果未设置超时 )，服务超时查找的顺序如下所示 : 

1. 基于 vsys TCP 和 UDP 端口的超时表 ( 如果已设置超时 )。

2. 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表。

意外情况

设置超时时，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如果某个服务包含多个服务规则条目，则所有规则条目都共享同一超时。超时
表会针对与协议 ( 对于 UDP 和 TCP - 其它协议使用缺省值 ) 匹配的各个规则条
目进行更新。您只需定义服务超时一次。例如，如果创建具有两个规则的服
务，则以下命令会将这两个规则的超时值设为 20 分钟 : 

set service test protocol tcp dst-port 1035-1035 timeout 20
set service test + udp src-port 1-65535 dst-port 1111-1111

协议 缺省超时 ( 分钟 )

TCP 30

UDP 1

ICMP 1

OSPF 1

Othe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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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具有相同协议和重叠目标端口的多个服务，则所配置的 后一个服务
超时将覆盖基于端口的表格中的其它值。例如 : 

set service ftp-1 protocol tcp src 0-65535 dst 2121-2121 timeout 10
set service telnet-1 protocol tcp src 0-65535 dst 2100-2148 timeout 20

使用此配置，安全设备将在服务组中的目标端口 2121 应用 20 分钟超时，因
为 telnet-1 (2100-2148) 和 ftp-1 (2121) 的目标端口号重叠，而且 telnet-1 是在
您定义了 ftp-1 之后定义的。

要在多个服务使用相同的协议和重叠目标端口范围时修改服务超时，您必须取
消设置该服务，并用新的超时值对其进行重置。这是因为在重新启动期间，将
根据创建时间而非修改时间来加载服务。

为防止在无意中将错误的超时应用于某个服务，请勿创建具有重叠目标端口号
的服务。

如果您取消设置服务超时，则将使用服务条目数据库中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
并将用缺省值来更新服务条目和基于端口的超时表中的超时值。

如果修改后的服务和其它服务拥有重叠的目标端口，则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可
能不是所需的值。此时，重新启动安全设备，或者再次设置服务超时，以使所
需的超时生效。

如果您修改了某个预定义的服务并重新启动，则修改后的服务可能不是配置
中的 后一个服务。这是因为预定义的服务是在定制服务之前加载的，所以
重新启动后，对定制服务进行的任何更改 ( 即使是先前进行的更改 ) 会显示得
晚一些。

例如，如果创建以下服务 : 

set service my_service protocol tcp dst-port 179-179 timeout 60

然后修改预定义服务 BGP 的超时，如下所示 : 

set service bgp timeout 75

BGP 服务将使用 75 分钟的超时值，因为现在它已被写入服务条目数据库中。
但是在基于 TCP 端口的超时表中，端口 179 (BGP 使用的端口 ) 的超时也将更
改为 75。重新启动后，BGP 服务将继续使用 75 分钟的超时，作为单个服务，
该值可从服务条目数据库中获取。但在基于 TCP 端口的表格中，端口 179 的
超时现在是 60。可通过输入 get service bgp 命令对此进行验证。

该命令对单个服务不起作用。但是，如果向服务组中添加 BGP 或 
my_service，则目标端口 179 将使用 60 分钟超时值。这是因为服务组超时来
自于基于端口的超时表 ( 如果已设置一个 )。

因此，为确保您修改预定义的服务超时时的可预测性，您可创建类似的服务，
例如 : 

set service my-bgp protocol tcp dst-port 179-179 timeout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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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下例中，将 FTP 预定义服务的超时临界值更改为 75 分钟 :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Predefined > Edit (FTP):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Service Timeout: Custom ( 选择 ), 75 ( 类型 )

CLI

set service FTP timeout 75
save

定义定制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服务
ScreenOS 支持“因特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以及多种 ICMP 消息作为预定义或
定制服务。配置定制 ICMP 服务时，必须定义类型和代码。ICMP 内有不同的消息
类型。例如 : 

类型 0 = 回应请求消息

类型 3 = 目标不可到达消息

ICMP 消息类型也可以有消息代码。此代码提供有关该消息的更具体信息，如表 22 
中所示。

表 22:  消息说明

ScreenOS 支持 0-255 范围内的任何类型或代码。

在本例中，将使用 ICMP 作为传输协议，定义名为 "host-unreachable" 的定制服务。
类型为 3 ( 对于目标不可到达的服务 ) 而代码为 1 ( 对于主机不可到达的服务 )。将
超时值设置为 2 分钟。

注意 : 有关 ICMP 类型和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792,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消息类型 消息代码

5 = 重新定向 0 = 重新定向网络 ( 或子网 ) 的数据报

1 = 重新定向主机的数据报

2 = 重新定向服务类型和网络的数据报

3 = 重新定向服务类型和主机的数据报

11 = 超时代码 0 = 传输中超过的活动时间

1 = 超过的碎片重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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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rvice Name: host-unreachable
Service Timeout: Custom ( 选择 ), 2 ( 类型 )
Transport Protocol: ICMP ( 选择 )
ICMP Type: 3
ICMP Code: 1

CLI

set service host-unreachable protocol icmp type 5 code 0
set service host-unreachable timeout 2
save

远程外壳 ALG
利用“远程外壳应用程序层网关”(RSH ALG)，认证用户可在远程主机上运行外壳
命令。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透明”(L2) 模式、“路由”(L3) 模式和 
NAT 模式中的 RSH 服务，但不支持 RSH 信息流的端口转换。

Sun 远程过程调用应用程序层网关
Sun 远程过程调用 [ 也称为“开放网络计算远程过程调用”(ONC RPC)] 提供一种方
法，使某台主机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调用另一台主机上运行的程序中的过程。由于大
量的 RPC 服务及广播需要，RPC 服务的传输地址将基于服务的程序号和版本号动
态进行协商。将会定义多个绑定协议以将 RPC 程序号和版本号映射到传输地址。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将 Sun RPC 作为预定义服务，并可以根据配置的策
略来允许和拒绝信息流。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 为安全设备提供了一种功能，可用
来处理 Sun RPC 的动态传输地址协商机制，并可确保基于程序号的防火墙策略的
实施。可定义防火墙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 RPC 请求，或者按特定程序号允许或
拒绝。ALG 还支持内向和外向请求的“路由”和 NAT 模式。

典型 RPC 调用场景

客户端调用远程服务时，它需要查找到该服务的传输地址，如果使用 TCP/UDP 则
需查找端口号。此范例的典型过程如下 : 

1. 客户端将 GETPORT 消息发送到远程机器上的 RPCBIND 服务。GETPORT 消息
包括程序号及要调用的远程服务的版本和程序号。

2. RPCBIND 服务通过端口号进行回复。

3. 客户端使用返回的端口号调用远程服务。

4. 远程服务回复客户端。

客户端也可使用 CALLIT 消息直接调用远程服务，而不必知晓服务的端口号。在这
种情况下，过程如下 : 

1. 客户端将 CALLIT 消息发送到远程机器上的 RPCBIND 服务。CALLIT 消息包括
程序号及要调用的远程服务的版本和程序号。

2. RPCBIND 为客户端调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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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调用成功，RCPBIND 将回复客户端。回复将包含调用结果和服务的端口号。

定制 Sun RPC 服务

因为 Sun RPC 服务使用动态协商端口，所以不能在安全策略中使用基于固定 
TCP/UDP 端口的规则服务对象来允许它们。相反，必须使用程序号创建 sun rpc 服
务对象。例如，NFS 使用两个程序号 : 100003 和 100227。相应的 TCP/UDP 端口
为动态端口。为了允许使用程序号，需创建包含这两个号码的 sun-rpc-nfs 服务对
象。ALG 将程序号映射到动态协商的 TCP/UDP 端口，并根据配置的策略允许或拒
绝服务。

在此范例中，将创建名为 my-sunrpc-nfs 的服务对象，以使用通过以下两个程序 ID 
标识的“Sun RPC 网络文件系统”: 100003 和 100227。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Sun RPC Services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Service Name: my-sunrpc-nfs
Service Timeout: ( 选择 )
Program ID Low: 100003
Program ID High: 100003
Program ID Low: 100227
Program ID High: 100227

CLI

set service my-sunrpc-nfs protocol sun-rpc program 100003-100003
set service my-sunrpc-nfs + sun-rpc program 100227-100227
save

定制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ALG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MS RPC) 是“分布式计算环境”(DCE) RPC 的 
Microsoft 实现。与 Sun RPC 类似 ( 请参阅第 116 页上的“Sun 远程过程调用应用
程序层网关”)，MS RPC 也可以提供一种方法，使某台主机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调用
另一台主机上所运行程序中的过程。由于大量的 RPC 服务及广播需要，RPC 服务
的传输地址将基于服务程序的“通用唯一标识符”(UUID) 动态进行协商。将在 
ScreenOS 中定义“端点映射程序”绑定协议以将特定 UUID 映射到传输地址。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将 MS RPC 作为预定义服务；并根据您配置的策略
来允许和拒绝信息流。ALG 为安全设备提供了一种功能，可用来处理 MS RPC 的动
态传输地址协商机制，并可确保基于 UUID 的防火墙策略的实施。可定义防火墙策
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 RPC 请求，或者按特定 UUID 号允许或拒绝。ALG 还支持内
向和外向请求的“路由”和 NA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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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MS RPC 服务使用动态协商端口，所以不能在安全策略中使用基于固定 
TCP/UDP 端口的规则服务对象来允许它们。相反，必须使用 UUID 创建 MS RPC 服
务对象。例如，MS Exchange 信息存储服务使用以下四个 UUID: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0f24e8e-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544f5e0-613c-11d1-93df-00c04fd7bd09

相应的 TCP/UDP 端口为动态端口。要允许它们，需创建一个包含这四个 UUID 的 
ms-exchange-info-store 服务对象。ALG 基于这四个 UUID 将程序号映射到动态协
商的 TCP/UDP 端口，并根据配置的策略允许或拒绝服务。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名为 my-ex-info-store 的服务对象，其中包括 MS Exchange 
信息存储服务的 UUID。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MS RPC: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ervice Name: my-ex-info-store
UUID: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UUID: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UUID: 10f24e8e-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UUID: 1544f5e0-613c-11d1-93df-00c04fd7bd09

CLI

set service my-ex-info-store protocol ms-rpc uuid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set service my-ex-info-store + ms-rpc uuid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set service my-ex-info-store + ms-rpc uuid 
10f24e8e-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set service my-ex-info-store + ms-rpc uuid 
1544f5e0-613c-11d1-93df-00c04fd7bd09

save

实时流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实时流协议”(RTSP) 是一种“应用层”协议，用于控制一个或多个同步多媒体
流 ( 如音频和视频 ) 的传输。尽管 RTSP 能够独自完成数据流的传输 ( 通过控制流
交叉存取连续的媒体流 )，但通常将其用作多媒体服务器的一种网络远程控制。该
协议被设计为基于“实时协议”(RTP) 来选择传输通道 ( 如 UDP、组播 UDP 和 
TCP) 和传输机制。RTSP 也可使用“会话说明协议”(SDP) 作为向客户端提供信息
的一种方法，它可以集中控制由来自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的数据流组成的演示，也可
以分别控制由来自单个服务器的多种数据流组成的演示。数据源可以是实时提供
的，也可以是已存储在其中的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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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 RTSP 作为一项服务，并可根据配置的策略允许和
拒绝 RTSP 信息流。由于 RTSP 使用控制连接建立期间在数据包负载中传输的动态
分配的端口号，因此会用到 ALG。ALG 将跟踪动态分配的端口号并相应地打开针
孔。在 NAT 模式下，ALG 将根据需要转换 IP 地址和端口。在“路由”模式、“透
明”模式及基于接口和基于策略的 NAT 模式下，安全设备支持 RTSP。

第 119 页上的图 49 说明了一个典型的 RTSP 会话。客户端启动会话 ( 例如，当用
户在 RealPlayer 中单击 Play 按钮时) 并在端口 554 建立一个到 RTSP 服务器的 TCP 
连接，然后发送消息 OPTIONS ( 消息也称作方法 ) 以确定服务器支持的音频和视频
功能。服务器通过指定服务器名称和版本及会话标识符 ( 例如，24256-1) 响应 
OPTIONS 消息。( 有关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14 页上的“SIP 请求方法”
及 RFC 2326, section 11。)

接下来，客户端将发送 DESCRIBE 消息，其中包含它所需要的实际媒体文件的 
URL。服务器将以 SDP 格式通过媒体说明来响应 DESCRIBE 消息。然后，客户端
将发送 SETUP 消息，该消息指定客户端对流媒体可接受的传输机制 ( 例如，
RTP/RTCP 或 RDT) 以及接收媒体时使用的端口。使用 NAT 时，RTSP ALG 将跟踪这
些端口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转换。服务器将响应 SETUP 方法并选择一种传输协
议，通过这种方法客户端和服务器可就媒体传输机制达成一致。接下来，客户端将
发送 PLAY 方法，服务器开始将媒体传输到客户端。

图 49:  典型 RTSP 会话

RealPlayer 客户端
端口 3408

安全设备 Real Media 服务器
端口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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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P 请求方法

第 120 页上的表 23 列出了可对资源 ( 媒体对象 ) 执行的方法、信息流动的方向以
及是必需、推荐还是可选方法。演示是指各种信息，如网络地址、编码以及作为完
整的媒体资料向客户端提供的一组或多组流内容。“流”指单个媒体实例 ( 如音频
或视频 ) 以及源在会话中创建的所有数据包。

表 23:  RTSP 请求方法

方法 方向 对象 必要性 说明

OPTIONS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客户端到服务器
时必需

客户端就支持的音频或视频功能以及服务器的名称、版
本、会话 ID 等信息向服务器进行查询。

服务器到客
户端

演示，流 服务器到客户端
时可选

DESCRIBE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建议 用于交换媒体初始化信息，如时钟率、颜色表及客户端
需要媒体流回放的任何与传输无关的信息。通常，客户
端发送它所请求的文件的 URL，然后服务器以 SDP 格
式的媒体说明进行响应。

ANNOUNCE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可选 客户端使用此方法张贴演示说明或媒体对象 ( 通过请求 
URL 所标识的 )。服务器使用此方法实时更新会话说明。

服务器到客
户端

演示，流

SETUP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流 必需 客户端指定将使用的可接受传输机制 ( 如接收媒体流的
端口 ) 及传输协议。

GET_PARAMETER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可选 检索在 URL 中指定的演示或流参数的值。此方法可用
于无实体主体以测试客户端或服务器的活动性。Ping 也
可用于活动性测试。

服务器到客
户端

SET_PARAMETER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可选 客户端使用此方法来设置由 URL 指定的演示或流参数
的值。出于防火墙的原因，此方法不能用于设置传输
参数。

服务器到客
户端

PLAY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必需 指示服务器使用在 SETUP 中指定的机制开始发送数据。
直到所有 SETUP 请求均成功后，客户端才发出 PLAY 请
求。服务器将按顺序将 PLAY 请求排队，并在活动的 
PLAY 请求完成前延迟执行任何新 PLAY 请求。PLAY 请
求可以包括指定的范围，但也可以不包括。该范围可包
含用于开始回放的时间参数 [ 以“协调世界时”(UTC) 
指定 ]，此参数也可用于同步来自不同源的流。

PAUSE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建议 暂时停止传送活动演示。如果请求 URL 指定了特定的
流 ( 例如音频 )，则此方法等同于静音。如果 SETUP 在
超时参数中指定 PAUSE 用于持续期间，则即使服务器
可能会关闭会话，但在恢复回放或录音时仍可维护曲目
同步。PAUSE 请求将取消所有排队的 PLAY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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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P 状态代码

RTSP 使用状态代码提供有关客户端和服务器请求的信息。状态代码包括可由机器
读取的三位数字结果代码及可由人工读取的简短原因。是否显示简短原因由客户端
决定。表 24 对状态代码进行了介绍。

表 25 列出了为 RTSP 1.0 定义的所有状态代码及建议的简短原因。可修改或重新定
义简短原因，这不会影响协议的实施。

RECORD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可选 开始录制演示说明中定义的媒体范围。UTC 时戳指示开
始和结束时间，否则服务器将使用演示说明中的开始和
结束时间。

REDIRECT 服务器到客
户端

演示，流 可选 通知客户端必须连接到不同的服务器，同时包含新 URL 
的位置信息及可能的范围参数。要继续检索此 URL 的
媒体，客户端必须为当前会话发出 TEARDOWN 请求，
为新会话发出 SETUP 请求。

TEARDOWN 客户端到服
务器

演示，流 必需 停止给定 URL 的流传输并释放与其关联的资源。除非
会话说明定义了所有传输参数，否则必须发出 SETUP 
请求，然后才能再次播放该会话。

表 23:  RTSP 请求方法 ( 续 )

方法 方向 对象 必要性 说明

表 24:  RSTP 状态代码

代码 编号 说明

提示 100 至 199 已收到请求，正在进行处理

成功 200 至 299 已成功接收、理解并接受了操作

重新定向 300 至 399 需要进一步操作来完成请求

客户端错误 400 至 499 请求包含错误语法，因此无法完成

服务器错误 500 至 599 服务器未能完成看似有效的请求

表 25:  RTSP 1.0 状态代码

状态代码 简短原因 状态代码 简短原因

100 继续 414 请求 URL 过多

200 OK 415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

201 已创建 451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

250 存储空间不足 452 未找到会议

300 有多重选择 453 带宽不足

301 永久移除 454 未找到会话

303 参见其它 455 此状态下方法无效

304 未进行修改 456 资源的包头字段无效

305 使用代理 457 范围无效

400 错误的请求 458 参数为只读

401 未经授权 459 不允许集中操作

402 需要付款 460 仅允许集中操作

403 禁止 461 不支持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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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专用域中的媒体服务器

在本例中，媒体服务器位于 Trust 区段中，客户端位于 Untrust 区段中。在 Trust 区
段中，在连接到媒体服务器的 ethernet0/3 接口上配置 MIP，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
允许 RTS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中的客户端流动到 Trust 区段中的媒体服务器。

图 50:  RTSP 专用域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 IP: 10.1.1.2

404 未找到 462 目标无法到达

405 不允许的方法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406 不可接受 501 未执行

407 需要代理认证 502 网关错误

408 请求超时 503 服务不可用

410 遗失 504 网关超时

411 需要长度 505 不支持的 RTSP 版本

412 预处理失败 551 不支持的选项

413 请求实体过多

表 25:  RTSP 1.0 状态代码 ( 续 )

状态代码 简短原因 状态代码 简短原因

注意 : 有关状态代码的完整定义，请参阅 RFC 2326,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

 虚拟设备 
   ethernet0/3 上的 MIP 

 1.1.1.3 -> 10.1.1.3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

Trust 区段

媒体服务器
10.1.1.3

ethernet0/3 
1.1.1.1

ethernet0/1
10.1.1.1

LAN

客户端 1.1.1.5

LA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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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 IP: 1.1.1.2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edia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lien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5/24
Zone: Untrus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3
Host IP Address: 10.1.1.5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lien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3)

Service: RTS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edia_server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client 1.1.1.5

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mip (1.1.1.3) host 10.1.1.3
服务 12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24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client mip(1.1.1.3) rtsp permit
save

配置公共域中的媒体服务器

在本例中，媒体服务器位于 Untrust 区段中，客户端位于 Trust 区段中。媒体服务
器从 Untrust 区段对客户端做出响应时，在 ethernet0/3 端口上配置 DIP 池以执行 
NAT，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RTSP 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流动到 Untrust 区段。

图 51:  RTSP 公共域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 IP: 10.1.1.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 IP: 1.1.1.2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lien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edia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DIP 池 
 在 ethernet0/3 上 
 1.1.1.5 - 1.1.1.50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

Trust 区段

客户端
10.1.1.3

ethernet0/3 
1.1.1.1

ethernet0/1
10.1.1.1

LAN

媒体服务器
1.1.1.3

LA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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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P 池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1.1.5 ~ 1.1.1.50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lien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edia_server

Service: RTS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1.1.5-1.1.1.50)/port-xlate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lient ip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media_server ip 1.1.1.3/24

3. DIP 池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ip 5 1.1.5 1.1.1.50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client media_server rtsp nat dip 5 permit
save

服务组
服务组是一组集合在一个名称下的服务。在创建包含几个服务的组后，就可以在组
级将服务应用到策略，从而简化了管理。

ScreenOS 服务组选项具有下列功能 : 

每个服务簿条目都可以被一个或多个服务组引用。

每个服务组都可包含预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服务簿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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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受到以下限制 : 

服务组不能与服务的名称相同。因此，如果有一项服务的名称为 "FTP"，则不
能将服务组命名为 "FTP"。

如果某服务组被策略引用，则可以编辑但不能移除该组，除非先在策略中移除
对它的引用。

从服务薄中删除定制服务簿条目时，也将该条目从所有引用它的组中移除。

一个服务组不能将其它服务组当作成员包含在内。

全包含式服务术语 "ANY" 不能添加到组中。

一个服务一次仅能作为一个组的一部分。

创建服务组

在本范例中，您创建名为 grp1 的服务组，其中包括 IKE、FTP 和 LDAP 服务。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
以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grp1

选择 IKE，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FT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LDA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CLI

set group service grp1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ike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ftp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ldap
save

注意 : 如果尝试将服务添加到不存在的服务组中，安全设备将创建该组。同样，应确保
引用其它组的组不能将其自身包括在引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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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服务组

在本示例中，更改名称为 grp1 的服务组中的成员，此组是您在第 126 页上的“创
建服务组”中创建的。移除 IKE、FTP 和 LDAP 服务，并添加 HTTP、FINGER 和 
IMAP。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Edit ( 对于 grp1): 移动以下
服务，然后单击 OK: 

选择 IKE，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Group Members 栏移动到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

选择 FT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Group Members 栏移动到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

选择 LDA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Group Members 栏移动到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

选择 HTT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Finger，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IMA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CLI

unset group service grp1 clear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http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finger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imap
save

移除服务组

在本例中，将删除名为 "grp1" 的服务组。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单击 Remove ( 对于 grp1)。

CLI

unset group service grp1
save

注意 : 安全设备不会自动删除已经移除其中所有成员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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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IP 池

动态 IP (DIP) 池包含一个范围内的 IP 地址，安全设备在对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执行网络地址转换时，可从中动态地或定态地提取地址。( 有关确定源地址转
换的信息，请参阅第 8-18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如果 DIP 池的地址范围与接口 IP 地址在相同的子网中，那么该池必须排除也可能
在该子网中的接口 IP 地址、路由器 IP 地址及任何映射 IP (MIP) 或虚拟 IP (VIP) 地
址。如果地址范围在扩展接口的子网中，那么该池必须排除扩展接口的 IP 地址。

可将三种接口链接到“动态 IP”(DIP) 池 : 网络和 VPN 信息流的物理接口和子接
口，以及仅用于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

图 52:  DIP 接口

端口地址转换
使用“端口地址转换”(PAT)，多台主机可共享同一 IP 地址，安全设备维护一个已
分配端口号的列表，以识别哪个会话属于哪个主机。启用 PAT 后， 多 64,500 台
主机即可共享单个 IP 地址。

至 DMZ 区段

至 Untrust 区段

至 Trust 区段

VPN 通道

防火墙

10.10.1.2-

10.10.1.20

210.10.1.2-

210.10.1.20

220.10.1.2-

220.10.1.20

10.20.1.2-

10.20.1.20

10.30.1.2-

10.30.1.20

ethernet0/1

10.10.1.1/24

ethernet0/2 ethernet0/3 通道 通道

210.10.1.1/24 220.10.1.1/24 10.20.1.1/24 10.30.1.1/24

这些物理接口 
通向网络或 VPN 

通道。

这些通道接口 
仅通向 VPN 

通道。

DIP 池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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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应用，如“NetBIOS 扩展用户接口”(NetBEUI) 和“Windows 互联网命名服
务”(WINS)，需要具体的端口号，如果将 PAT 应用于它们，它们将无法正常运
行。对于这种应用，应用 DIP 时，可指定不执行 PAT ( 即，使用固定端口 )。对于
固定端口 DIP，安全设备散列原始的主机 IP 地址，并将它保存在其主机散列表
中，从而允许安全设备将正确的会话与每个主机相关联。

创建带有 PAT 的 DIP 池
在本例中，将为本地网站的用户创建 VPN 通道，以到达远程网站的 FTP 服务器。
但是，这两个站点的内部网络使用相同的私有地址空间 10.1.1.0/24。为了解决地
址重叠问题，将在本地安全设备的 Untrust 区段中创建一个通道接口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10.1.1/24，然后将其与某一地址范围为 10.10.1.2-10.10.1.2 且已启用端口
地址转换的 DIP 池相关联。

在远程网站的 admin，也必须创建 IP 地址在中性地址空间的通道接口，如 
10.20.2.1/24，然后设置到其 FTP 服务器的“映射 IP”(MIP) 地址，如到主机 
10.1.1.5 的 10.20.2.5。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0.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10.10.1.2 ~ 10.10.1.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tun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10.10.1.2 10.10.1.2
save

注意 : 本例仅包括通道接口配置及其伴随的 DIP 池。有关此方案所有必要配置步骤的完
整示例，请参阅第 5-129 页上的“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注意 : 可使用显示出的 ID 号，它是依顺序的下一可用号码，或键入不同的号。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启用 PAT，因此没有启用它的参数。要创建与上述相同的 DIP 池但
无 PAT ( 即，使用固定端口号 )，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清除 Port 
Translation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10.10.1.2 10.10.1.2 fi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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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DIP 池
在本例中，将更改一个现有 DIP 池 (ID 5) 的地址范围，从 10.20.1.2 - 10.20.1.2 到 
10.20.1.2 - 10.20.1.10。此 DIP 池与 tunnel.1 相关联。请注意，要通过 CLI 更改 
DIP 池范围，必须首先移除 ( 或撤消 ) 现有 DIP 池，然后创建新池。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for tunnel.1) > DIP > Edit ( 对于 ID 5): 输入以
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 Range: 10.20.1.2 ~ 10.20.1.10

CLI

un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10.20.1.2 10.20.1.10
save

附着 DIP 地址
主机发起与要求网络地址转换 (NAT) 的策略相匹配的几个会话，并且获得了来自 
DIP 池 ( 已启用端口转换 ) 的分配地址时，安全设备为每个会话分配不同的源 IP 地
址。对于创建多个会话 ( 每个会话都需要同一源 IP 地址 ) 的服务，这种随机地址分
配可能会产生问题。

例如，使用“AOL 即时消息”(AIM) 客户端时，多个会话具有相同的 IP 地址非常
重要。登录时将创建一个会话，并且将创建另一个用于每个聊天的会话。对于验证
新聊天属于认证用户的 AIM 服务器，必须使登录会话的源 IP 地址与聊天会话的源 
IP 地址相匹配。如果它们不同 - 可能因为是在 NAT 过程期间从 DIP 池随机分配 - 
IM 服务器将拒绝聊天会话。

要确保安全设备从 DIP 池将相同的 IP 地址分配给主机的多个同时会话，可输入 
CLI 命令 set dip sticky，启用“附着”DIP 地址功能。

在不同子网中使用 DIP
根据情况，如果需要将出站防火墙信息流中的源 IP 地址，从出口接口的地址转换
成不同子网中的地址，可使用扩展接口选项。此选项允许将第二个 IP 地址和一个
伴随 DIP 池连接到一个在不同子网中的接口。然后，可基于每个策略启用 NAT，
并且指定 DIP 池，该池在用于转换的扩展接口上创建。

在本例中，有两个分支机构租借了到总部的线路。总部要求他们仅使用总部分配给
他们的授权 IP 地址。然而，这两个分支机构从其 ISP 处收到了不同的用于互联网
信息流的 IP 地址。为了与总部进行通讯，使用扩展接口选项配置每个分支机构的
安全设备，将其发送至总部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转换为授权地址。分支机构 A 和 
B 的授权和分配的 IP 地址如下 : 

注意 : 没有使用此特定 DIP 池的策略。如果策略使用 DIP 池，必须先删除策略或将它修
改为不使用 DIP 池，然后才能修改 DIP 池。

注意 : 如果 DIP 池未执行端口转换，安全设备将会从相同的主机为所有并发会话分配一
个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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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授权分支机构 IP 地址

两个站点的安全设备都有 Trust 区段和 Untrust 区段。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
由域中。将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分配 IP 地址 10.1.1.1/24。将 
ethernet0/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并给定由 ISP 分配的 IP 地址 : “分支机构 A”为 
195.1.1.1/24，“分支机构 B”为 201.1.1.1/24。然后在 ethernet0/3 上创建具有 
DIP 池的扩展接口，该池包含授权 IP 地址 : 

分支机构 A: 扩展接口 IP 211.10.1.10/24 ； DIP 池 211.10.1.1 -211.10.1.1 ； PAT 
已启用

分支机构 B: 扩展接口 IP 211.20.1.10/24；DIP 池 211.20.1.1 - 211.20.1.1；PAT 
已启用

设置 Trust 区段接口模式为 NAT。它使用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充当其所有出站
信息流的源地址 ( 发送至总部的信息流除外 )。配置一个到达总部的策略，将源地
址转换为扩展接口 DIP 池中的地址。[DIP 池的 ID 号是 5。它包含一个 IP 地址，使
用端口地址转换 (PAT) 后，它可为 64,500 台主机处理会话。] 总部用于入站信息流
的 MIP 地址是 200.1.1.1，它是您在每个安全设备的 Untrust 区段通讯簿中输入的 
"HQ"。

图 53:  另一个子网下的 DIP

分配的 IP 地址区 ( 从 ISP) 用于 
Untrust 区段物理接口

授权的 IP 地址 ( 从总部 ) 用于 Untrust 区段
扩展接口 DIP

分支机
构 A

195.1.1.1/24 211.10.1.1/24

分支机
构 B

201.1.1.1/24 211.20.1.1/24

注意 : 租借的线路将分支机构 A 和 B 
直接连接到总部。

总部 (HQ)

Untrust 区段
200.1.1.1 Untrust 区段

租用
线路

租用
线路

分支机构 A

Trust 区段

分支机构 B

Untrust 区段

ISP ISP

互联网

ISP

Untrust 区段，ethernet0/3
ISP 分配 195.1.1.1/24 
( 物理接口 )
HQ 授权 211.10.1.1/24 
( 扩展接口 )
缺省网关 195.1.1.254

Trust 区段，ethernet0/1
10.1.1.1/24

Untrust 区段，ethernet0/3
ISP 分配 201.1.1.1/24

( 物理接口 )
HQ 授权 211.20.1.1/24

( 扩展接口 )
缺省网关 201.1.1.254

Trust 区段，ethernet0/1
10.1.1.1/24

注意 : 为了使用该租借线路，每个 ISP 都必须为流向租借线路端点网站的信息流设置路
由。ISP 将他们从本地安全设备接收到的任何其它信息流发送到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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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分支机构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95.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211.10.1.1 ~ 211.10.1.1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Extended IP/Netmask: 211.10.1.10/255.255.255.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Q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00.1.1.1/32
Zone: Untrust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95.1.1.254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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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HQ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211.10.1.1-211.10.1.1)/X-late

WebUI ( 分支机构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0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211.20.1.1 ~ 211.20.1.1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Extended IP/Netmask: 211.20.1.10/255.255.255.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Q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00.1.1.1/32
Zone: Untrust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201.1.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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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HQ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本
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 选择 ), 5 (211.20.1.1-211.20.1.1)/X-late

CLI ( 分支机构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95.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ext ip 211.10.1.10 255.255.255.0 dip 5 211.10.1.1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hq 200.1.1.1/32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95.1.1.254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hq any nat src dip 5 permit
save

CLI ( 分支机构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20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ext ip 211.20.1.10 255.255.255.0 dip 5 2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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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hq 200.1.1.1/32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201.1.1.254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hq any nat src dip 5 permit
save

使用回传接口上的 DIP
回传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其所在的设备开启，该接口始终处于工作中的状
态。可以在回传接口上创建动态 IP (DIP) 地址池，这样在执行源地址转换时，属于
其相关回传接口组的接口组即可访问该池。安全设备从这类 DIP 池中提取的地址
与回传接口 IP 地址处于相同的子网中，而不是在任何成员接口的子网中。( 请注
意，DIP 池中的地址不能与接口 IP 地址或任何已在回传接口定义的 MIP 地址重
叠。)

将 DIP 池放置在回传接口上的主要应用是将源地址转换为相同地址或地址范围，
尽管不同的封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出口接口。

图 54:  回传 DIP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从不同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接收到两个 Untrust 区段接
口的 IP 地址 : ISP-1 和 ISP-2: 

ethernet0/2, 1.1.1.1/24, ISP-1

ethernet0/3, 1.2.2.1/24, ISP-2

注意 : 有关回传接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52 页上的“回传接口”。

ethernet0/2
1.1.1.1/24

使用回传接口上的 DIP 池转换
源地址

不论出口接口是哪一个，
安全设备都会将源 IP 地址
转换为 loopback.1 接口上
定义的 DIP 池中的地址。

回传接口
loopback 1
1.3.3.1/30

ethernet0/3
1.2.2.1/24

ethernet0/1
10.1.1.1/24

DIP 池 1.3.3.2 - 
1.3.3.2

主机 A 
10.1.1.5

主机 B 
10.1.1.6 源 IP 

10.1.1.6
目标 IP
2.2.2.2

源 IP 
1.3.3.2

目标 IP
2.2.2.2

源 IP 
10.1.1.5

目标 IP
2.2.2.2 数据

源 IP 
1.3.3.2

目标 IP
2.2.2.2

安全设备

数据 数据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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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然后为其分配上述 IP 地址。还要将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1.1.11/24。

您希望安全设备将 Trust 区段中的出站信息流中的源地址转换为 Untrust 区段中的
远程办公室。转换的地址必须是相同的 IP 地址 (1.3.3.2)，因为远程办公室的策略
仅允许来自该 IP 地址的入站信息流。您先前已经获得公开 IP 地址 1.3.3.1 和 
1.3.3.2，并且已经通知两个 ISP，您除了使用他们分配给设备的地址外，也使用这
些地址。

用 IP 地址 1.3.3.1/30 配置回传接口 loopback.1，用 1.3.3.2 - 1.3.3.2 配置该接口上
的 DIP 池。DIP 池的 ID 号为 10。然后，将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加入 
loopback.1 回传组，使其成为该组成员。

为名为 "r-office" 的远程办公室定义 IP 地址 2.2.2.2/32，并为分别指向 ISP-1 和 
ISP-2 路由器的 ethernet0/1 和 ethernet0/2 接口定义缺省路由。

为出站信息流定义要使用的两个网关路由。由于您对这两个路由并没有优先选择，
因此不将度量加入路由中。出站信息流可能会流向任一个路由。

后，创建一个策略，该策略对至远程办公室的出站信息流应用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策略引用 DIP 池 ID 10。

图 55:  回传 DIP 策略

注意 : 要指出路由优先级 ( 即将度量加入两个路由中 )，请给首选路由较高的度量 - 即较
接近于 1 的值。

安全设备会将发
往 2.2.2.2 的所有
源 IP 地址从 

10.1.1.X 转换为 
1.3.3.2，不管出口
接口是哪一个。

源 IP
10.1.1.X

目标 IP
2.2.2.2 数据

源 IP
1.3.3.2

目标 IP
2.2.2.2 数据

ethernet0/2, 1.1.1.1/24
网关 1.1.1.250

10.1.1.0/24

r-office
2.2.2.2

DIP 池 ID 10 
( 在 Loopback.1 上 )

1.3.3.2 - 1.3.3.2

ethernet0/1, 10.1.1.1/24 
NAT 模式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ISP-1 ISP-2

Loopback.1
Untrust 区段

1.3.3.1/30

ethernet0/3, 1.2.2.1/24
网关 1.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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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Loopbac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trust-vr)
IP Address/Netmask: 1.3.3.1/3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loopback.1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loopback.1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DIP 池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1)>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1.3.3.2 ~ 1.3.3.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2/32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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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2.2.250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 选择 ), 10 (1.3.3.2-1.3.3.2)/port-xlate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ip 1.3.3.1/3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2. DIP 池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dip 10 1.3.3.2 1.3.3.2
动态 IP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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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r-office 2.2.2.2/32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r-office any nat src dip-id 10 permit
save

创建 DIP 组
当您将两个安全设备组成一个冗余集群，以提供双主动配置的高可用性 (HA) 时，
两个设备都共享同一配置并且同时处理信息流。定义使用动态 IP (DIP) 池 ( 位于一
个 VSI 上 ) 执行网络地址转换 (NAT) 的策略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仅在安全设
备充当绑定 VSI 的 VSD 组的主设备时，该 VSI 才活动，因此任何发送到其它安全
设备 ( 充当该 VSD 组的备份设备 ) 的信息流无法使用该 DIP 池并被丢弃。

图 56:  具有一个 VSI 的 NAT 的 DIP 问题

为了解决此问题，创建两个 DIP 池 ( 一个在每个 VSD 组的 Untrust 区段 VSI 上 )，
并将两个 DIP 池结合成一个 DIP 组，以在策略中引用。即使策略指定 DIP 组，每
个 VSI 仍使用其自己的 VSD 池。

在 NSRP 集群中时，不当使用 DIP 池的策略 : 
set policy name out-nat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dip-id 7 permit

Untrust 区段 VSI

NSRP 集群

由于 DIP 池位于 VSD 组 1 ( 设备 B 是主设备 ) 
的 Untrust 区段 VSI，因此设备 A (VSD 组 1 的
备份设备 ) 丢弃其在 ethernet0/1 (10.1.1.1/24) 接
收到的、与策略“out-nat”匹配的信息流。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主设备 
VSD 0

备份设备 
VSD 0

主设备 
VSD 1

备份设备 
VSD 1

ethernet0/2 
1.1.1.1/24

ethernet0/3:1 
1.1.1.2/24

ethernet0/1 
10.1.1.1/24

ethernet0/1:1 
10.1.1.2/24

VSD 组 : 0 VSD 组 : 1

设备 A

设备 B

Trust 区段 VSI

DIP 池 ID 7 
1.1.1.101 - 1.1.1.150
动态 IP 池 13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40
图 57:  在一个 DIP 组中创建两个 DIP 池

在本例中，在双活动 HA 对的两个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 B) 上提供 NAT 服务。

创建两个 DIP 池 - ethernet0/3 上的 DIP 5 (1.1.1.20 -1.1.1.29)，ethernet0/3:1 上的 
DIP 6 (1.1.1.30 -1.1.1.39)。然后将它们组合成一个 DIP 组并标识为 DIP 7，在策略
中引用。

VSD 组 0 和 1 的 VSI 如下 : 

Untrust 区段 VSI ethernet0/3 1.1.1.1/24 (VSD 组 0)

Untrust 区段 VSI ethernet0/3:1 1.1.1.1/24 (VSD 组 1)

Trust 区段 VSI ethernet0/1:1 10.1.1.1/24 (VSD 组 0)

Trust 区段 VSI ethernet0/1:1 10.1.1.1/24 (VSD 组 1)

我们假设已设置 NSRP 集群中的设备 A 和 B，创建 VSD 组 1 ( 将设备置入 NSRP 集
群时，ScreenOS 自动创建 VSD 组 0)，并配置上述接口。( 有关为 NSRP 配置安全
设备的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在 NSRP 集群中时，策略中 DIP 组的推荐用法 : 
set policy name out-nat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dip-id 9 permit

Untrust 区段 VSI

NSRP 集群

通过将位于两个 Untrust 区段 VSI ( 用于 VSD 
组 0 和 1) 的 DIP 池结合成一个 DIP 组，“设
备 A”和 B 都可处理与策略 "out-nat" 相匹配的
信息流，不是引用接口特定的 DIP 池，而是
共享的 DIP 组。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主设备 
VSD 0

备份设备 
VSD 0

主设备 
VSD 1

备份设备 
VSD 1

ethernet0/3
1.1.1.1/24

ethernet0/3:1
1.1.1.2/24

ethernet0/1
10.1.1.1/24

ethernet0/1.1
10.1.1.2/24

VSD 组 : 0 VSD 组 : 1

设备 A

设备 B

Trust 区段 VSI

DIP 池 ID 7 
1.1.1.101 - 1.1.1.150

DIP 池 ID 8
1.1.1.151 - 210.1.1.200

DIP 组 9

通过将位于两个 Untrust 区段 VSI ( 用于 VSD 
组 0 和 1) 的 DIP 池结合成一个 DIP 组，“设
备 A”和 B 都可处理与策略 "out-nat" 相匹配的
信息流，不是引用接口特定的 DIP 池，而是
共享的 DIP 组。

注意 : 有关为 HA 设置安全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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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DIP 池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1.1.1.20 - 1.1.1.29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1)>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ID: 6
IP Address Range: 1.1.1.30 - 1.1.1.39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2.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 选择 ), 7

CLI

1. DIP 池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ip 5 1.1.1.20 1.1.1.29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1 dip 6 1.1.1.30 1.1.1.39

2. DIP 组
set dip group 7 member 5
set dip group 7 member 6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dip-id 7 permit
save

注意 : 本版发行时，只能通过 CLI 定义 DIP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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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循环时间表

时间表是一个可配置的对象，可将其与一个或多个策略相关联以定义策略生效的时
间。通过应用时间表，可以控制网络信息流量并确保网络安全。

定义时间表时，请输入下列参数的值 : 

Schedule Name: 出现在 Policy Configuration 对话框的 Schedule 下拉列表中的
名称。请选择描述性的名称以帮助识别时间表。名称必须是唯一的，并且限制
在 19 个字符以内。

Comment: 要添加的任何额外信息。

Recurring: 在希望时间表每周重复时启用此项。

Start and End Times: 必须配置开始和结束时间。同一天内 多可指定两个时
间段。

Once: 希望时间表只开始和结束一次时启用此项。

mm/dd/yyyy hh:mm: 必须输入开始和停止的日期和时间。

在本例中，有一个名为 Tom 的短期职员，他在下班后使用公司的互联网进行私人
访问。创建非上班时间的时间表，然后关联策略，以拒绝发自该职员计算机 
(10.1.1.5/32) 的、正常上班时间以外的出站 TCP/IP 信息流。

WebUI

1. 时间表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chedul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chedule Name: After Hours
Comment: For non-business hours
Recurring: ( 选择 )
Period 1: 

Weekday Start Time End Time

Sunday 00:00 23:59

Monday 00:00 06:00

Tuesday 00:00 06:00

Wednesday 00:00 06:00

Thursday 00:00 06:00

Friday 00:00 06:00

Saturday 00:00 23:59
设置循环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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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2: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m
Comment: Tem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No Net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m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Deny
Schedule: After Hours

CLI

1. 时间表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sunday start 00: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monday start 00:00 stop 06:00 start 17: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tuesday start 00:00 stop 06:00 start 17: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wednesday start 00:00 stop 06:00 start 

17: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thursday start 00:00 stop 06:00 start 17: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friday start 00:00 stop 06:00 start 17:00 

stop 23:59
set schedule "after hours" recurrent saturday start 00:00 stop 23:59 comment 

"for non-business hours"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om 10.1.1.5/32 "temp"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tom any http deny schedule "after hours"
save

Weekday Start Time End Time

Sunday 17:00 23:59

Monday 17:00 23:59

Tuesday 17:00 23:59

Wednesday 17:00 23:59

Thursday 17:00 23:59

Friday 17:00 23:59

Saturday 17:0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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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安全设备的缺省行为是拒绝安全区段之间的所有信息流 ( 区段之间信息流 )(Untrust 
区段内的信息流除外 )，并允许绑定到同一区段的接口间的所有信息流 ( 区段内部
信息流 )。为了允许选定的区段之间信息流通过安全设备，必须创建覆盖缺省行为
的区段之间策略。同样，为了防止选定的区段内部信息流通过安全设备，必须创建
区段内部策略。

本章介绍各种策略的功能以及组成策略的不同元素是如何关联的。本章包括以下
部分 : 

第 146 页上的“基本元素”

第 146 页上的“三种类型的策略”

第 148 页上的“策略组列表”

第 149 页上的“策略定义”

第 158 页上的“策略应用”

注意 : 如果在安全设备上配置组播路由，则可能必须配置组播策略。有关组播策略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7-144 页上的“组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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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元素

允许、拒绝或设置两点间指定类型单向信息流通道的策略。信息流 ( 或“服务”) 
的类型、两端点的位置以及调用的动作构成了策略的基本元素。尽管可以有其它组
件，但是共同构成策略核心部分的必要元素描述如下表 27。

例如，在下列 CLI 命令中声明的策略允许 FTP 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流
向 DMZ 区段中名为 "server1" 的 FTP 服务器 :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server1 ftp permit

Direction: from trust to untrust ( 即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 )

Source Address: any (即 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术语 "any" 代表应用到区段
中任何地址的预定义地址 )

Destination Address: server1 (Untrust 区段通讯簿中用户定义的地址 )

Service: ftp ( 文件传输协议 )

Action: permit ( 安全设备允许此信息流通过其防火墙 )

三种类型的策略

可通过以下三种类型的策略控制信息流的流动 : 

区段之间策略 - 可以控制允许从一个安全区段传递到另一个安全区段的信息流
的类型。

区段内部策略 - 可以控制允许跨越绑定到同一区段不同接口的信息流的类型。

全局策略 - 可以控制不同地址间的信息流，而不考虑它们的安全区段。

区段之间策略
区段之间策略提供对安全区段内部信息流的控制。可通过设置区段之间策略来拒
绝、允许、丢弃从一个区段到另一个区段的信息流或对该信息流执行通道动作。使
用状态式检查技术，安全设备保持活动 TCP 会话表和活动 UDP "pseudo" 会话表，
以便允许它能回应服务请求。例如，如果有一个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 A 
到 Un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 B 的 HTTP 请求，则当安全设备接收到从服务器 B 到主
机 A 的 HTTP 回应时，安全设备将接收到的封包与它的表进行对照检查。当找到

表 27:  基本策略元素

元素 说明

Direction 两个安全区段 ( 从源区段到目的区段 ) 间信息流的方向

Source Address 发起信息流的地址

Destination Address 信息流要发送到的地址

Service 信息流传输的类型

Action 安全设备接收到满足头四个标准的信息流时执行的动作，这些标准为 : 
deny、permit、reject 或 tunnel

注意 : "tunnel" 动作 (VPN 或 L2TP 通道 ) 隐含 "permit" 的概念。
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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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批准 HTTP 请求的封包时，安全设备允许来自 Untrust 区段中服务器 B 的封包
穿越防火墙到达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 A。要允许由服务器 B 发起的流向主机 A 的信
息流 ( 不只是回应由主机 A 发起的信息流 )，必须创建从 Untrust 区段中服务器 B 
到 Trust 区段中主机 A 的第二个策略。

图 58:  区段之间策略

区段内部策略
区段内部策略提供对绑定到同一安全区段的接口间信息流的控制。源地址和目的地
址都在同一安全区段中，但是通过安全设备上的不同接口到达。与区段之间策略一
样，区段内部策略也控制信息流单向流动。要允许从数据路径任一端发起的信息
流，必须创建两个策略，每个方向一个策略。

图 59:  区段内部策略

在接口级设置时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nat)，区段内部策略不支持 VPN 通道或源
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但是，区段内部策略支持基于策略的 NAT-src 和 NAT-dst。
当策略将映射 IP (MIP) 引用为目的地址时，它们还支持目的地址转换。( 有关
NAT-src、NAT-dst 和 MIP 的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

Trust 区段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 A" "server B" http permit

注意 : 安全设备拒绝来自服务器 B 的 HTTP 请求，因为不存在允许它的策略。

Untrust 区段

主机 A 服务器 B

安全设备

HTTP 回复

HTTP 请求

HTTP 请求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trust "host A" "server B"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trust "server B" "host A" any permit

第 2 层交换机

Trust 区段

LAN 
10.1.2.0/24

服务器 B 
10.1.2.30

LAN 1 
10.1.1.0/24

ethernet0/4 
10.1.2.1/24

ethernet0/1
10.1.1.1/24

主机 A 
10.1.1.5
三种类型的策略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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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策略
与区段之间和区段内部策略不同，全局策略不引用特定的源和目的区段。全局策略
引用用户定义的 Global 区段地址或预定义的 Global 区段地址 "any"。这些地址可
以跨越多个安全区段。例如，如果要提供对多个区段的访问或从多个区段进行访
问，则可以创建具有 Global 区段地址 "any" 的全局策略，它包含所有区段中的所
有地址。

策略组列表

一台安全设备要维护三个不同的策略组列表，分别对应于区段之间策略、区段内部
策略和全局策略。

安全设备接收到发起新会话的封包时，会记录入口接口，从而获知接口所绑定的源
区段。然后安全设备执行路由查询以确定出口接口，从而确定该接口所绑定的目的
区段。使用源区段和目的区段，安全设备可以执行策略查找，按以下顺序查阅策略
组列表 : 

1. 如果源区段和目的区段不同，则安全设备在区段之间策略组列表中执行策略
查找。

( 或 )

如果源区段和目的区段相同，则安全设备在区段内部策略组列表中执行策略
查找。

2. 如果安全设备执行区段之间或区段内部策略查找，但是没有找到匹配策略，则
安全设备会检查全局策略组列表以查找匹配策略。

3. 如果安全设备执行区段之间和全局策略查找，但是没有找到匹配项，安全设备
会将缺省的允许 / 拒绝策略应用到封包 : unset/set policy default-permit-all。

( 或 )

如果安全设备执行区段内部和全局策略查找，但是没有找到匹配策略，安全设
备会将该区段的区段内部阻塞设置应用到封包 : unset/set zone zone block。

安全设备从上至下搜索每个策略组列表。因此，必须在列表中将较为具体的策略定
位在不太具体的策略上面。( 有关策略顺序的信息，请参阅第 172 页上的“重新排
序策略”。)

注意 : 本版本发行时，全局策略不支持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VPN 通道或“透明”
模式。不过，可以将 MIP 或 VIP 指定为全局策略中的目的地地址。
策略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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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定义

防火墙提供具有单个进入和退出点的网络边界。由于所有信息流都必须通过此点，
因此可以筛选并引导通过执行策略组列表 ( 区段之间策略、区段内部策略和全局策
略 ) 产生的信息流。

策略能拒绝、允许、丢弃 ( 拒绝并向源主机发送一个 TCP RST 或 ICMP 端口不可到
达的消息 )、加密和解密、认证、排定优先次序、调度、过滤以及监控尝试从一个
安全区段流向另一个安全区段的信息流。可以决定哪些用户和数据能进出，以及它
们进出的时间和地点。

策略和规则
单个用户定义的策略内部生成一个或多个逻辑规则，而每个逻辑规则都由一组组件 
( 源地址、目的地址和服务 ) 组成。组件占用内存资源。引用组件的逻辑规则不占
用内存资源。

根据源地址组、目的地址组和策略中服务组件的多个条目或组的使用，逻辑规则的
数量可比创建单个策略时明显可见的大得多。例如，以下策略产生 125 个逻辑规则: 

1 个策略 : 5 个源地址 x 5 个目的地址 x 5 个服务 = 125 个逻辑规则

但是，安全设备不为每个逻辑规则复制组件。规则以不同的组合使用同一组组件。
例如，产生 125 个逻辑规则的上述策略只生成 15 个组件 : 

5 个源地址 + 5 个目的地址 + 5 个服务 = 15 个组件

这 15 个组件以不同方式组合，生成由单个策略产生的 125 个逻辑规则。允许多个
逻辑规则以不同组合使用同一组组件，与每个逻辑规则与其组件具有一对一关系相
比，安全设备占用的资源少得多。

由于新策略的安装时间与安全设备添加、删除或修改的组件数量成比例，因此组件
较少策略的安装更快。同样，与每个规则都需要专用组件相比，通过允许大量的逻
辑规则共享一小组组件，ScreenOS 使用户能创建更多的策略，安全设备能创建更
多的规则。

策略的结构
策略必须包含下列元素 : 

ID ( 自动生成的，但可能是 CLI 中用户定义的 )

区段 (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

地址 (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

服务

动作 (deny、permit、reject、tunnel)

注意 : 对于支持虚拟系统的安全设备，根系统中的策略组不影响虚拟系统中的策略组。
策略定义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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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也可包含下列元素 : 

应用

名称

VPN 通道确定

L2TP 通道确定

深入检查

策略列表顶部位置

源地址转换

目的地址转换

用户认证

HA 会话备份

Web 过滤

记录

计数

信息流警告临界值

时间表

防病毒扫描

信息流整形

本节的余下部分将依次分析上述每一元素。

ID
不管是您定义还是安全设备自动分配，每个策略都具有一个 ID 号。您只能为策略
定义一个 ID 号，方法是通过 CLI 中的设置策略命令 : set policy id number … 知道 
ID 号之后，即可输入策略环境以发出修改策略的其他命令。( 有关策略环境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168 页上的“输入策略环境”。)

区段

区段可以是网络空间中应用了安全措施的部分 ( 安全区段 )、绑定了 VPN 通道接口
的逻辑部分 ( 通道区段 )，或者是执行特定功能的物理或逻辑实体 ( 功能区段 )。策
略允许信息流在两个安全区段内部流动 ( 区段之间策略 )，或在两个绑定到同一区
段的接口间流动 ( 区段内部策略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区
段”、第 146 页上的“区段之间策略”和第 147 页上的“区段内部策略”。)
策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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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地址是通过相对于防火墙 ( 在一个安全区段中 ) 的位置，识别网络设备 ( 如主机和
网络 ) 的对象。单个主机使用掩码 255.255.255.255 指定，表示所有 32 位地址都
有意义。网络使用其子网掩码指定，指示有意义的位数。要为特定地址创建策略，
必须首先在通讯簿中创建相关主机和网络的条目。

也可创建地址组，并将策略应用到地址组，就象应用到其它通讯簿条目一样。将地
址组用作策略的元素时，应注意由于安全设备将策略应用到组中的每个地址，可用
的内部逻辑规则数和组成这些规则的组件数将会比预期更快耗尽。源和目的地址都
使用地址组时尤其危险。(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9 页上的“策略和规则”。)

服务

服务是使用第 4 层信息 ( 如应用程序服务 Telnet、FTP、SMTP 和 HTTP 的标准和公
认的 TCP 和 UDP 端口号 ) 识别应用程序协议的对象。ScreenOS 包括预定义的核心
互联网服务。另外，还可以定义定制服务。

可以定义策略，指定允许、拒绝、加密、认证、记录或统计哪些服务。

动作

动作是描述防火墙如何处理接收到的信息流的对象。

Deny 阻塞封包，使之不能通过防火墙。

Permit 允许封包通过防火墙。

Reject 阻塞数据包，使之不能通过防火墙。安全设备丢弃数据包，并且对于 
TCP 信息流发送一个 TCP 重置 (RST) 段给源主机，对于 UDP 信息流发送一个 
ICMP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port unreachable" 消息 ( 类型 3，代码 3)。对
于不同于 TCP 和 UDP 类型的信息流，安全设备将丢弃数据包而不通知源主
机，当动作为 "deny" 时也会发生此种情况。

Tunnel 封装外向 IP 封包和解除内向 IP 封包的封装。对于 IPSec VPN 通道，指
定要使用哪个 VPN 通道。对于 L2TP 通道，指定要使用哪个 L2TP 通道。对于 
IPSec 上的 L2TP，指定一个 IPSec VPN 通道和一个 L2TP 通道。

安全设备将指定动作应用到与预先提供的标准匹配的信息流，这些标准为 : 区段 
( 源区段和目的区段 )、地址 (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 以及服务。

注意 : 安全设备在接收 ( 并丢弃 ) 一个带有不同于另一个 RST 的任意代码位设置的 TCP 
段之后发送一个 TCP RST。

当入口接口在第 2 层或第 3 层运行且协议为 TCP 时，TCP RST 中的源 IP 地址是
初始 ( 丢弃的 ) 数据包中的目的 IP 地址。当入口接口在第 2 层运行且协议为 UDP 
时，ICMP 消息中的源 IP 地址也是初始数据包中的目标 IP 地址。但是，当入口接
口在第 3 层运行且协议为 UDP 时，ICMP 消息中的源 IP 地址是入口接口的源 IP 
地址。

注意 : 对于 IPSec 上的 L2TP，IPSec VPN 通道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必须与 L2TP 通道的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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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应用选项指定映射到策略中引用的第 4 层服务的第 7 层应用。预定义服务已经有
到第 7 层应用的映射。不过，对于定制服务，必须将服务明确链接到应用，尤其
是希望策略将“应用层网关”(ALG) 或“深入检查”应用于定制服务时。

将 ALG 应用于定制服务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 

使用名称、超时值、传输协议和源端口及目的端口定义定制服务

配置策略时，引用该服务和希望应用的 ALG 的应用类型

有关将“深入检查”应用于定制服务的信息，请参阅第 4-133 页上的“将定制服
务映射到应用程序”。

名称

可以给策略一个描述性的名称，便于识别该策略。

VPN 通道确定

可以将单个或多个策略应用到已配置的任何 VPN 通道。在 WebUI 中，VPN Tunnel 
选项提供所有这些通道的下拉列表。在 CLI 中，可以用 get vpn 命令查看所有可用
的通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71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和
第 5-147 页上的“拨号虚拟专用网”。)

当 VPN 通道两端的 VPN 配置都使用基于策略的 NAT 时，两个网关设备的管理员都
需要创建入站和出站策略 ( 总共四个策略 )。当 VPN 策略构成匹配对 ( 即，除源地
址和目的地址反向外，入站和出站策略配置中的任何内容都相同 ) 时，可以配置一
个策略，然后选择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复选框，自动为相
反方向创建第二个策略。对于新策略的配置，matching VPN policy 复选框在缺省
情况下是清除的。对于是匹配对成员的现有策略的修改，在缺省情况下，复选框被
选中，并且对一个策略所作的更改会传播到另一个策略。

注意 : ScreenOS 支持多个服务的 ALG，包括 DNS、FTP、H.323、HTTP、RSH、SIP、
Telnet 和 TFTP。

注意 : 有关 ScreenOS 命名约定的信息 - 适用于为策略创建的名称 - 请参阅第 xi 页上的
“命令行界面约定”。

注意 : 此选项只能通过 WebUI 获得。以下任一策略组件有多个条目时不可用 : 源地址、
目的地址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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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TP 通道确定

可以将单个或多个策略应用到已配置的任何“第 2 层通道协议”(L2TP) 通道。在 
WebUI 中，L2TP 选项提供所有这些通道的下拉列表。在 CLI 中，您可以使用 get 
l2tp tunn_str active 命令显示活动 L2TP 通道的状态，也可以使用 get l2tp all 命令
查看所有可用通道。也可以将 VPN 通道和 L2TP 通道组合在一起 ( 如果两者都具有
相同的端点 )，创建结合每个通道特征的通道。这称为 IPSec 上的 L2TP。

深入检查

“深入检查”(DI) 是过滤网络和“传输层”允许的信息流的机制，不仅检查这些
层，而且检查“应用层”的内容和协议特征。DI 的目的是检测和防护任何攻击或
异常行为，它们可能存在于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允许的信息流中。

要为攻击保护配置策略，必须进行两项选择 : 如果检测到攻击，要使用的攻击组和
要采取的攻击行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101 页上的“深入检查”。)

策略列表顶部位置

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将 近创建的策略定位在策略组列表的底部。如果需要
重新定位策略，可以使用在第 172 页上的“重新排序策略”中说明的任一策略重
新排序方法。在将 近创建的策略重新定位到策略列表的顶部时，为避免额外的步
骤，可以在 WebUI 中选择 Position at Top 选项，或在 CLI 中的 set policy 命令中
使用关键字 top (set policy top …)。

源地址转换

可以在策略级应用源地址转换 (NAT-src)。使用 NAT-src，可以转换内向或外向网络
和 VPN 信息流中的源地址。新的源地址可以来自动态 IP (DIP) 池或出口接口。
NAT-src 还支持源端口地址转换 (PAT)。要了解所有可用的 NAT-src 选项，请参阅
第 8-13 页上的“源网络地址转换”。

注意 : 处于透明模式的安全设备不支持 L2TP。

注意 : 在“开放式系统互连”(OSI) 模式中，“网络层”是第 3 层，“传输层”是第 
4 层，“应用层”是第 7 层。OSI 模式是网络业在网络协议体系结构方面的标准
模式。OSI 模式由七层组成。

注意 : 还可在接口级执行源地址转换，称为网络地址转换 (NAT)。有关接口级 NAT-src 或
只是 NAT 的信息，请参阅第 85 页上的“NA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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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址转换

可以在策略级应用目的地址转换 (NAT-dst)。使用 NAT-dst，可以转换内向或外向网
络和 VPN 信息流中的目的地址。NAT-dst 还支持目的地端口映射。要了解所有可用
的 NAT-dst 选项，请参阅第 8-25 页上的“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用户认证

选择此选项要求源地址的 auth 用户，在允许信息流穿越防火墙或进入 VPN 通道
前，通过提供用户名和密码，以认证他 / 她的身份。安全设备可使用本地数据库或
外部 RADIUS、SecurID 或 LDAP auth 服务器，执行认证检查。

ScreenOS 提供两种认证方案 : 

运行时认证，在收到与启用认证的策略相匹配的 HTTP、FTP 或 Telnet 信息流
时，安全设备提示 auth 用户登录

WebAuth，通过安全设备发送信息流前，用户必须对自身认证

运行时认证

运行时认证的过程如下 : 

1. 当 auth 用户发送 HTTP、FTP 或 Telnet 连接请求到目的地址时，安全设备截取
封包并对其进行缓冲。

2. 安全设备向 auth 用户发出登录提示。

3. auth 用户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响应此提示。

4. 安全设备认证 auth 用户的登录信息。

如果认证成功，则在 auth 用户和目的地址间建立连接。

对于初始的连接请求，策略必须包括下列三个服务中的一项或所有服务 : Telnet、
HTTP 或 FTP。只有具有这些服务中的一个或所有服务的策略才能启动认证过程。
可以在涉及用户认证的策略中使用以下任一服务 : 

Any ( 因为 "any" 包括所有三项必需的服务 )。

Telnet、HTTP 或 FTP。

包括所希望的服务或多个服务的服务组，加上启动认证过程必需的三个服务中
的一个或多个 (Telnet、FTP 或 HTTP)。例如，可以创建名为 "Login" 的定制服
务组，支持 FTP、网络会议系统和 H.323 服务。然后，在创建策略时，指定服
务为 "Login"。

注意 : 如果要将需要认证的策略应用到 IP 地址的子网，则该子网中的每个 IP 地址都需
要认证。

如果主机支持多个 auth 用户帐户 ( 如运行 Telnet 的 UNIX 主机 )，则在安全设备
对第一个用户进行认证后，该主机的所有其它用户都可以继承第一个用户的权
限，让信息流通过安全设备而不必经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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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功认证后的任何连接，策略中指定的所有服务都有效。

策略前检查认证 (WebAuth)
WebAuth 认证的过程如下 : 

1. auth 用户为 WebAuth 服务器建立到 IP 地址的 HTTP 连接。

2. 安全设备向 auth 用户发出登录提示。

3. auth 用户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响应此提示。

4. 安全设备或外部 auth 服务器认证 auth 用户的登录信息。

如果认证尝试成功，则安全设备允许 auth 用户启动信息流，使其流向在强制
通过 WebAuth 方法执行认证的策略中所指定的目的位置。

通过选择特定的用户组、本地或外部用户或组表达式，可以限制或扩展应用策略的 
auth 用户的范围。(有关组表达式的信息，请参阅第 9-5 页上的“组表达式”。)如
果在策略中没有引用 auth 用户或用户组 ( 在 WebUI 中，选择 Allow Any 选项 )，则
策略应用到指定 auth 服务器中的所有 auth 用户。

HA 会话备份

当两台安全设备都在高可用性 (HA) 的 NSRP 集群中时，可以指定哪个会话要备
份，哪个会话不要备份。对于不想备份的会话的信息流，应用 HA 会话备份选项禁
用的策略。在 WebUI 中，取消选中 HA Session Backup 复选框。在 CLI 中，在 set 
policy 命令中使用 no-session-backup 参数。在缺省情况下，NSRP 集群中的安全
设备备份会话。

Web 过滤

Web 过滤 ( 也称为 URL 过滤 )，使您能管理互联网访问并阻止访问不合适的 Web 
内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84 页上的“Web 过滤”。

注意 : 启用了认证的策略不支持将 DNS ( 端口为 53) 作为服务。

注意 : 有关这两种用户认证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42 页上的“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

注意 : ScreenOS 用 auth 用户登录的主机的 IP 地址链接认证权限。如果安全设备认证来
自某 NAT 设备后主机的用户，且该 NAT 设备对所有 NAT 指派都使用同一个 IP 地
址，则该 NAT 设备后其它主机的用户自动具有相同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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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在策略中启用记录时，安全设备记录应用特定策略的所有连接。可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日志。在 WebUI 中，单击 Reports > Policies > Logging ( 对于要查看其
日志的策略 )。在 CLI 中，使用 get log traffic policy id_num 命令。

计数

在策略中启用计数时，安全设备计算应用此策略的信息流的总字节数，并将信息记
录在历史记录图表中。要在 WebUI 中查看策略的历史记录图表，请单击 Reports > 
Policies > Counting ( 对于要查看其信息流计数的策略 )。

信息流警告临界值

可以设置当策略允许的信息流超过指定的每秒字节数、每分钟字节数 ( 或两者 ) 
时，触发警告的临界值。由于信息流警告要求安全设备监控字节总数，因此也必须
启用计数功能。

时间表

通过将时间表与策略相关联，可以确定策略生效的时间。可以将时间表配置为循环
生效，也可配置为单次事件。时间表为控制网络信息流的流动以及确保网络安全提
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稍后的一个范例中，如果您担心职员向公司外传输重要数
据，则可设置一个策略，阻塞正常上班时间以外的出站 FTP-Put 和 MAIL 信息流。

在 WebUI 中，在 Policy> Policy Elements >Schedules 页面上定义时间表。在 
CLI 中，使用 set schedule 命令。

防病毒扫描

某些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内部 AV 扫描器，可以配置此扫描器以过滤 
FTP、HTTP、IMAP、POP3 和 SMTP 信息流。如果嵌入的 AV 扫描器检测到病毒，
将丢弃封包，并向发起信息流的客户端发送消息，报告病毒。

注意 : 有关查看日志和图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49 页上的“监控安全设备”。

注意 : 有关信息流警告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61 页上的“流量报警”。

注意 : 在 WebUI 中，已排定进度的策略如有灰色背景，表示当前时间不在定义的时间表
内。已排定进度的策略活动时，背景为白色。

注意 : 有关防病毒扫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6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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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整形

可以为每个策略设置信息流控制参数和信息流整形参数。表 28 介绍了信息流整形
参数。

要更改 ScreenOS 优先级和 DiffServ 系统间的映射，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set traffic-shaping ip_precedence number0 number1 number2 number3 number4 
number5 number6 number7

其中 number0 是优先级 0 (TOS DiffServ 系统中的 高优先级 ) 的映射，
number1 是优先级 1 的映射，依此类推。

要将 IP 优先级包含到类选择器码点中 - 即，要把 DiffServ 字段的第二个三位置 0 
并保证您使用 ip_precedence 设置的优先级被下游路由器保存并正确处理 - 请使用
以下 CLI 命令 : 

set traffic-shaping dscp-class-selector

表 28:  信息流整形参数

参数 说明

Guaranteed 
Bandwidth

以千比特每秒 (kbps) 表示的保障吞吐量。低于此临界值的信息流以 高优先级
通过，不受任何信息流管理或整形机制的限制。

Maximum 
Bandwidth

以千比特每秒 (kbps) 表示的连接类型可用的安全带宽。超过此临界值的信息流
被抑制并丢弃。

注意 : 建议不要使用低于 10 Kbps 的额定值。低于此临界值的额定值会导致封
包被丢弃以及过多的重试，从而使信息流的管理目的失败。

Traffic Priority 当信息流带宽在保障带宽和 大带宽设置之间时，安全设备首先让较高优先级
的信息流通过，并且只有在没有其它更高优先级的信息流时，才让较低优先级
的信息流通过。优先级有八个。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差异服务 (DiffServ) 是在优先级层次结构中的某一位置标记 ( 或“做记号”) 信
息流的系统。可以将八个 ScreenOS 优先级映射到 DiffServ 系统中。在缺省情
况下，ScreenOS 系统中的 高优先级 (优先级 0) 映射到 DiffServ 字段 (请参阅 
RFC 2474) 中的头三位 (111)，或映射到 IP 封包包头的 TOS 字节 ( 请参阅 
RFC 1349) 的 IP 前字段中。ScreenOS 中的 低优先级 ( 优先级 7) 映射到 TOS 
DiffServ 系统中的 (000)。当启用 DSCP 时，ScreenOS 将通过 IP 优先级顺序覆
盖 ToS 字节中的前 3 位。当启用 DSCP 并设置 dscp-byte value 时，ScreenOS 
将用 DSCP 值覆盖 ToS 字节的前 6 位。

注意 : 一些设备需要通过设置系统级环境变量来明确启用 DSCP 标记。请参阅
硬件手册来了解该设备是否需要先明确启用 DSCP 标记才能在策略中使用。如
果设备需要这样做，则使用以下命令在系统范围内启用 DSCP 标记 : set envar 
ipsec-dscp-mark=yes。不能使用 WebUI 设置该变量。使用 unset envar 
ipsec-dscp-mark 可在系统范围内禁用 DSCP 标记。

注意 : 有关信息流管理和整形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第 175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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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应用

本节说明策略的管理 : 查看、创建、修改、排序和重新排序以及移除策略。

查看策略
要通过 WebUI 查看策略，请单击 Policies。通过从 From 和 To 下拉列表中选择区
段名称，然后单击 Go，可以按源区段和目的区段分类显示策略。在 CLI 中，使用 
get policy [ all | from zone to zone | global | id number ] 命令。

创建策略
要允许信息流在两个区段之间流动，应创建策略以便在这些区段之间拒绝、允许、
丢弃信息流或为信息流创建通道。如果安全设备唯一能够设置 ( 在策略中引用的 ) 
源和目的地址间区段内部信息流的路由的网络设备，则也可创建策略，控制同一区
段内的信息流。也可创建全局策略，使用 Global 区段通讯簿中的源和目的地址。

要允许两个区段内部 ( 例如，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 的双向信息流，需要创建从 
Trust 到 Untrust 的策略，然后创建从 Untrust 到 Trust 的第二个策略。根据需要，
两个策略可以使用相同或不同的 IP 地址，只是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需反向。

可以在同一系统 ( 根或虚拟系统 ) 中的任何区段内部定义策略。要在根系统和虚拟
系统间定义策略，其中一个区段必须为共享区段。( 有关与虚拟系统有关的共享区
段的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创建区段之间策略邮件服务

在本例中，将创建三个策略以控制电子邮件信息流。

第一个策略允许 Trust 区段中的内部用户发送并检索来自 DMZ 区段中本地邮件服
务器的电子邮件。此策略允许来自内部用户的服务 MAIL ( 即 SMTP) 和 POP3 穿越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到达本地邮件服务器。

第二个和第三个策略允许服务 MAIL 穿越 DMZ 区段中本地邮件服务器和 Untrust 
区段中远程邮件服务器之间的防火墙。

不过，在创建策略控制不同安全区段内部的信息流之前，必须首先设计应用那些策
略的环境。第一，首先将接口绑定到区段并分配接口 IP 地址 : 

将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0.1.1.1/24。

将 ethernet0/2 绑定到 DMZ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2.2.1/24。

将 ethernet0/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1.1.1/24。

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第二，创建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 

在 Trust 区段中定义名为 "corp_net" 的地址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0.1.1.0/24。

在 DMZ 区段中定义名为 "mail_svr" 的地址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2.2.5/32。

在 Untrust zone 区段中定义名为 "r-mail_svr" 的地址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2.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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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创建名为 "MAIL-POP3" 的服务组，包含两个预定义服务 MAIL 和 POP3。

第四，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配置缺省路由，通过 ethernet0/3，指向 1.1.1.250 
处的外部路由器。

完成步骤 1 到 4 之后，即可创建必需的策略，使受保护的网络内外可传输、检索
和发送电子邮件。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_ne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_sv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mail_sv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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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服
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MAIL-POP3

选择 MAIL，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POP3，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_ne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vr

Service: Mail-POP3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v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mail_svr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mail_sv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vr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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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orp_net 10.1.1.0/24
set address dmz mail_svr 1.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r-mail_svr 2.2.2.5/32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MAIL-POP3
set group service MAIL-POP3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MAIL-POP3 add pop3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corp_net mail_svr MAIL-POP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untrust mail_svr r-mail_svr MAIL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r-mail_svr mail_svr MAIL permit
save

创建区段之间策略组

一个小的软件公司 (ABC Design) 已将其内部网络分成两个子网，这两个子网都在 
Trust 区段中。这两个子网为 : 

工程 ( 定义地址为 "Eng")

公司的其余部分 ( 定义地址为 "Office")

ABC Design 的 Web 和邮件服务器也有一个 DMZ 区段。

下例介绍了对以下用户的一组典型策略 : 

"Eng" 可使用用于出站信息流的所有服务，FTP-Put、IMAP、MAIL 和 POP3 
除外。

"Office" 可使用电子邮件和访问“互联网”，只要它们通过 WebAuth 认证自
己。( 有关 WebAuth 用户认证的信息，请参阅第 9-41 页上的“认证用户”。)

Trust 区段中的任何用户都可访问 DMZ 区段中的 Web 和邮件服务器。

Untrust 区段中的远程邮件服务器可访问 DMZ 区段中的本地邮件服务器。

也有一组系统管理员 ( 定义地址为 "sys-admins")，对 DMZ 区段中的服务器具
有全部用户和管理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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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区段之间策略集

假定您已经配置了接口、地址、服务组和必须到位的路由。有关配置这些内容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接口”、第 95 页上的“地址”、第 125 页上的
“服务组”和第 7 卷 : 路由。

表 29:  已配置策略

Untrust 区段

www.abc.com

DMZ 区段

mail.abc.com

互联网

Eng. LANOffice LAN

外部路由器

安全设备

Trust 区段

内部路由器

从区段 ( 源地址 ) 到区段 ( 目的地址 ) 服务 动作

Trust - Any Untrust - Any Com ( 服务组 : FTP-Put、
IMAP、MAIL、POP3)

Reject

Trust - Eng Untrust - Any Any Permit

Trust - Office Untrust - Any Internet ( 服务组 : FTP-Get、
HTTP、HTTPS)

Permit (+WebAuth)

Untrust - Any DMZ - mail.abc.com MAIL Permit

Untrust - Any DMZ - www.abc.com Web ( 服务组 : HTTP、
HTTPS)

Permit

Trust - Any DMZ - mail.abc.com Email ( 服务组 : IMAP、
MAIL、POP3)

Permit

Trust - Any DMZ - www.abc.com Internet ( 服务组 : FTP-Get、
HTTP、HTTPS)

Permit

Trust - sys-admins DMZ - Any Any Permit

DMZ - mail.abc.com Untrust - Any MAIL Permit

注意 : 缺省策略为全部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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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Eng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Internet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WebAuth: ( 选择 )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Com
Action: Rejec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注意 : "Internet"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FTP-Get、HTTP 和 HTTPS。

注意 : "Com"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FTP-Put、MAIL、IMAP 和 POP3。

对于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缺省的拒绝策略拒绝所有信息流。
策略应用 16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64
2. 从 Untrust 到 DMZ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abc.com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ww.abc.com

Service: Web
Action: Permit

3. 从 Trust 到 DMZ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abc.com

Service: e-mail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ww.abc.com

Service: Internet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ys-admin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注意 : "Web"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HTTP 和 HTTPS。

注意 : "e-mail"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MAIL、IMAP 和 P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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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DMZ 到 Untrus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abc.com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CLI

1. 从 Trust 到 Untrus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eng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office any Internet permit webauth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Com reject

2. 从 Untrust 到 DMZ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mail.abc.com mail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ww.abc.com Web permit

3. 从 Trust 到 DMZ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any mail.abc.com e-mail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any www.abc.com Internet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sys-admins any any permit

4. 从 DMZ 到 Untrus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untrust mail.abc.com any mail permit
save

创建区段内部策略

在本例中，创建区段内部策略，允许一组帐户访问 Trust 区段中企业 LAN 上的机密
服务器。首先将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给定 IP 地址为 10.1.1.1/24。然
后将 ethernet0/2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指派 IP 地址为 10.1.5.1/24。启用 Trust 区
段中的区段内部阻塞。接着，定义两个地址，一个作为公司存储财务记录的服务器
地址 (10.1.1.100/32)，另一个作为会计部门主机所在位置的子网地址 
(10.1.5.0/24)。然后创建区段内部策略，允许从这些主机访问服务器。

注意 : "Internet"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FTP-Get、HTTP 和 HTTPS。

"Com"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FTP-Put、MAIL、IMAP 和 POP3。

注意 : "Web"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HTTP 和 HTTPS。

注意 : "e-mail"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MAIL、IMAP 和 POP3。

"Internet" 是具有以下成员的服务组 : FTP-Get、HTTP 和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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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Trust 区段 - 接口和阻塞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5.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amilto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00/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accounting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5.0/24
Zone: Trust

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ccounting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Hamilto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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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Trust 区段 - 接口和阻塞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0.1.5.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nat
set zone trust block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Hamilton 10.1.1.100/32
set address trust accounting 10.1.5.0/24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trust accounting Hamilton any permit
save

创建全局策略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全局策略，使每个区段中的所有主机都可以访问公司网站 : 
www.juniper.net。在存在许多安全区段时，使用全局策略是一种便捷方式。在本例
中，一个全局策略即可实现 n 个区段之间策略所实现的任务 ( 其中 n = 区段数 )。

WebUI

1. 全局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Domain Name: ( 选择 ), www.juniper.net
Zone: Global

2.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Global, To: Glob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1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全局地址
set address global server1 www.juniper.net

2. 策略
set policy global any server1 http permit
save

注意 : 要用域名而非 IP 地址，应确保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DN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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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策略环境
通过 CLI 配置策略时，首先创建策略，然后输入策略环境进行添加和修改。例如，
可能首先创建以下策略 :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1 server1 HTTP permi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如果想对策略进行某些修改，如添加其它源或目的地址、其它服务或其它攻击组，
则可输入策略 1 的环境，然后输入有关的命令 :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src-address host2
device(policy:1)-> set dst-address server2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FTP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也可移除单个策略组件的多个条目，只要不将它们全部移除。例如，可从上述配置
移除 server2，但不能同时移除 server2 和 server1，因为同时移除之后就不再有目
的地址。

每个策略组件含多个条目
利用 ScreenOS 可将多个条目添加到策略的下列组件 : 

源地址

目的地址

服务

攻击组

在 ScreenOS 5.0.0 之前的版本中，具有多个源和目的地址或服务的唯一方法是首
先创建具有多个成员的地址或服务组，然后在策略中引用该组。ScreenOS 5.0.0 版
本中策略的地址和服务组仍可使用。此外，也可以直接添加新条目到策略组件。

要向策略组件添加多个条目，请执行下列操作 : 

WebUI

要添加多个地址和服务，请单击要添加条目的组件旁的 Multiple 按钮。要添
加多个攻击组，请单击 Attack Protection 按钮。在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
选择一个条目，然后使用 << 键将该条目移动到 "Active Members" 栏中。对
于其它条目，可重复此操作。完成后，单击 OK 返回策略配置页。

CLI

使用以下命令输入策略环境 : 

set policy id number

注意 : 如果策略中引用的第一个地址或服务是 "Any"，则逻辑上不能向策略组件添加其
它条目。ScreenOS 防止此类错误配置，如果出现，会显示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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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下列命令中可适用的命令 : 

device(policy:number)-> set src-address string
device(policy:number)-> set dst-address string
device(policy:number)-> set service string
device(policy:number)-> set attack string

设置地址排除
可以配置策略，使其应用到除指定为源或目的地址之外的其它所有地址。例如，可
创建允许互联网访问除 "P-T_contractors" 地址组之外的其它所有地址的策略。要
实现此目的，可使用地址排除选项。

在 WebUI 中，单击策略配置页上 Source Address 或 Destination Address 旁的 
Multiple 时，此选项会出现在弹出菜单中。

在 CLI 中，在源地址或目的地址前直接插入感叹号 ( ! )。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区段内部策略，允许 Trust 区段中的所有地址访问除名为 
"vulcan" 的 FTP 服务器之外的所有 FTP 服务器，工程部门用此服务器发送功能规
格给其他使用者。

不过，在创建策略之前，必须首先设计应用策略的环境。第一，启用 Trust 区段的
内部区段阻塞。在安全设备通过两个接口 ( 绑定到同一区段 ) 间的信息流之前，区
段内部阻塞要求进行策略查找。

第二，将两个接口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 

将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0.1.1.1/24。

将 ethernet0/4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将其 IP 地址指派为 10.1.2.1/24。

第三，在 Trust 区段中为名为 "vulcan" 的 FTP 服务器创建地址 (10.1.2.5/32)。

完成这两个步骤之后，即可创建区段内部策略。

注意 : 地址排除出现在策略组件级，应用于排除组件的所有条目。

注意 : 不必为工程部门创建到达其 FTP 服务器的策略，因为工程师也在 10.1.2.0/24 子
网中，并且不必穿越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到达他们自己的服务器。
策略应用 16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70
图 61:  区段内部策略排除

WebUI

1. 区段内部阻塞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2. Trust 区段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vulc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2.5/32
Zone: Trust

Trust 区段
启用区段内部阻塞 FTP 服务器 

"vulcan" 
10.1.2.5

ethernet0/4 
10.1.2.1/24

ethernet0/1
10.1.1.1/24

内部交换机

10.1.1.0/24
( 公司的其余部分 )

10.1.2.0/24 
( 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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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ulcan

> 单击 Multiple，选择 Negate Following，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
置页。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CLI

1. 区段内部阻塞
set zone trust block

2. Trust 区段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4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4 nat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vulcan 10.1.2.5/3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trust any !vulcan ftp permit
save

修改和禁用策略
创建策略后，始终都可以返回到该策略进行修改。在 WebUI 中，单击要更改的策
略 Configure 栏中的 Edit 链接。在该策略出现的 Policy configuration 页面中进行更
改，然后单击 OK。在 CLI 中，使用 set policy 命令。

ScreenOS 也提供启用和禁用策略的方法。在缺省情况下，策略被启用。要禁用策
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Policies: 在要禁用的策略的 Configure 栏中，清除 Enable 复选框。

被禁用策略的文本行以灰色显示。

CLI

set policy id id_num disable
save

注意 : 要再次启用策略，请在要启用的策略 Configure 栏中选择 Enable (WebUI)，或键
入 unset policy id id_num disable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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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验证
ScreenOS 提供一种工具，用于验证策略列表中策略的顺序是否有效。可能会出现
一种策略掩蔽或“遮盖”另一种策略的现象。考虑以下范例 :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dst-A HTTP deny

因为安全设备从列表顶部开始查找策略，所以找到所接收信息流的匹配策略后，就
不再向下查找策略列表中的其它策略。在上例中，安全设备从未到达策略 2，因为
策略 1 中的目的地址 "any" 包括策略 2 中更具体的 "dst-A" 地址。某 HTTP 封包从 
Trust 区段 ( 为 Untrust 区段中的 dst-A 绑定 ) 中的一个地址到达安全设备时，安全
设备始终首先找到与之匹配的策略 1。

要纠正上述示例，只需颠倒策略顺序，将较为具体的策略放在第一位 :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dst-A HTTP deny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当然，本例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基本概念。在有很多策略的情况下，一个策略对另
一个策略的掩蔽可能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发现。要检查策略列表中是否有策略遮盖，
可使用下列 CLI 命令 : 

exec policy verify

此命令报告遮盖策略和被遮盖的策略。然后，则由管理员负责纠正此情形。

策略验证工具无法检测出一个策略组合遮盖另一个策略的情况。在下例中，没有任
何单一策略遮盖策略 3 ；但是，策略 1 和 策略 2 的组合遮盖了策略 3: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p1 add host1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p1 add host2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1 server1 HTTP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2 server1 HTTP permit
set policy id 3 from trust to untrust grp1 server1 HTTP deny

重新排序策略
安全设备将所有穿越防火墙的尝试与策略进行对照检查，从列在相应列表 ( 请参阅
第 148 页上的“策略组列表”) 的策略组中的第一个开始，并检查整个列表。由于
安全设备将策略中指定的动作应用到列表中第一个匹配的策略，因此，必须按照从

具体到 一般的顺序安排策略。( 具体策略不排除位于列表下部的更一般性策略
的应用，但位于具体策略前的一般性策略会产生此排除效应。)

在缺省情况下， 近创建的策略出现在策略组列表的底部。有一个选项允许将策略
定位在列表的顶部。在 WebUI 的 Policy configuration 页面中，选择 Position at 
Top。在 CLI 中，将关键字 top 添加到 set policy 命令中 : set policy top …

注意 : 策略“遮盖”的概念是指策略列表中位置较高的策略始终在之后策略前生效的情
况。因为策略查找始终使用找到的第一个策略 ( 与源和目的区段、源和目的地址
及服务类型 5 部分元组相匹配 )，所以，如果另一个策略应用于同一元组 ( 或元组
子网 )，则策略查找使用列表中第一个策略，且决不会到达第二个策略。
策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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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策略移动到列表中的不同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在 WebUI 中有两种方法重新排序策略 : 在要移动的策略的 Configure 栏中，单
击圆形箭头或单击单箭头。

如果单击圆形箭头 : 

出现 User Prompt 对话框。

要将策略移到列表的 底端，请输入 <-1>。要将策略向上移动，输入要
移动到其前的策略的 ID 号。

单击 OK，执行移动。

如果单击单箭头 : 

出现 Policy Move 页面，显示要移动的策略以及显示其它策略的表格。

在显示其它策略的表格中，第一栏 (Move Location) 包含指向不同位置的箭
头，可将策略移动这些位置。单击指向策略要移动到的列表中位置的箭头。

出现 Policy List 页面，移动的策略出现在新位置。

CLI

set policy move id_num { before | after } number
save

移除策略
除修改和重新排序策略外，还可以删除策略。在 WebUI 中，在要移除的策略的 
Configure 栏中单击 Remove。当系统消息提示是否继续删除时，单击 Yes。在 CLI 
中，使用 unset policy id_num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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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信息流整形

本章论述在不牺牲所有用户的网络连接质量及可用性的情况下，使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来管理有限带宽的各种方法。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75 页上的“在策略级管理带宽”

第 176 页上的“设置信息流整形”

第 180 页上的“设置服务优先级”

第 181 页上的“设置优先级排列”

第 185 页上的“入口管制”

第 185 页上的“在虚拟接口上整形信息流”

第 195 页上的“DSCP 标记和整形”

信息流整形是指为接口上的每一位用户和应用程序分配适当的网络带宽数量。适当
的带宽数量指在保证服务质量 (QoS) 的前提下具成本效益的载流容量。通过创建策
略并将适当的速率控制应用到流经设备的每一类信息流，您可使用安全设备对信息
流进行整形。

在策略级管理带宽

要将信息流分类，可创建和指定每类信息流的保障带宽数量、 大带宽及优先级等
内容的策略。保障带宽和 大带宽并不是严格基于策略的。如果出口区段中存在多
个物理接口，则带宽同时基于策略和可用的总出口物理接口带宽。每一接口的物理
带宽都分配给所有信息流整形策略的保障带宽参数。如果有带宽剩余，可由其它信
息流共享。换句话说，每个策略可得到其保障带宽并基于其优先级共享剩余的带宽 
( 直至达到其 大带宽规格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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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整形功能适用于所有策略的信息流。如果您关闭特定策略的信息流整形但其
它策略的信息流整形仍然开启，则系统将对此特定策略应用缺省信息流整形策略，
使用的参数如下 : 

保障带宽为 0

大带宽无限制

优先级为 7 ( 低的优先级设置 )

如果您不希望系统将此缺省信息流整形策略指派给已关闭其信息流整形的那些策
略，则可通过 CLI 命令关闭整个系统的信息流整形 : set traffic-shaping mode 
off。使用 CLI 命令 : set traffic-shaping mode on 开启接口上的整形。也可在 
WebUI 中将信息流整形设置为自动 : Configuration > Advanced > Traffic 
Shaping。这允许系统在策略需要时开启信息流整形，在策略不需要时将其关闭。

设置信息流整形

在本例中，您需要在 T3 接口上划分 45Mbps 的带宽，其中该接口处于同一子网的
三个部门之间。ethernet0/1 接口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而 ethernet0/3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图 62:  信息流整形

注意 : 您可启用优先级到“DiffServ 码点标记”系统的映射。有关“DS 码点标记”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157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Marketing: 10 Mbps 流入，10 Mbps 流出

服务器 
DMZ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T3-45 Mbps

Trust 区段

互联网

路由器
Sales: 5 Mbps 流入，10 Mbps 流出

Support: 5 Mbps 流入，5 Mbps 流出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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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带宽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45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45000

2. 策略带宽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Marketing Traffic Shaping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rketing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VPN Tunnel: None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10000
Maximum Bandwidth: 15000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ales Traffic Shaping Policy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10000
Maximum Bandwidth: 10000

注意 : 如果您未指定接口的带宽设置，安全设备将使用可用的物理带宽。

注意 : 您也可在参考 VPN 通道的策略中启用信息流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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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upport Traffic Shaping Policy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ppor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5000
Maximum Bandwidth: 10000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Marketing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rketing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10000
Maximum Bandwidth: 10000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Sale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5000
Maximum Bandwidth: 10000
设置信息流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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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Support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pport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5000
Maximum Bandwidth: 5000

CLI

要通过策略启用信息流整形，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接口带宽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bandwidth 45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ndwidth 45000

2. 策略带宽
set policy name "Marketing Traffic Shaping" from trust to untrust marketing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10000 priority 0 mbw 15000 
set policy name "Sales Traffic Shaping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sales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10000 priority 0 mbw 10000
set policy name "Support Traffic Shaping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support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5000 priority 0 mbw 10000
set policy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Marketing"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arketing any permit traffic gbw 10000 priority 0 mbw 10000
set policy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Sales"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sales 

any permit traffic gbw 5000 priority 0 mbw 10000
set policy name "Allow Incoming Access to Support"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support any permit traffic gbw 5000 priority 0 mbw 5000
save

注意 : 如果您未指定接口的带宽设置，安全设备将使用可用的物理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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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优先级

通过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信息流整形功能，可对未分配给保障带宽的或
未使用的保障带宽执行优先级排列。优先级排列功能允许所有用户和应用程序在需
要时都能够访问可用带宽，同时又确保重要的信息流可以通过，必要时可以能够以
牺牲次重要信息流的带宽为代价。通过排列功能，安全设备能够以多达八种不同的
优先级排列对信息流进行缓冲。这八种排列为 : 

High priority

2nd priority

3rd priority

4th priority

5th priority

6th priority

7th priority

Low priority ( 缺省 )

策略的优先级设置意味着未分配给其它策略的带宽基于高优先级在前和低优先级在
后的原则进行了排列。具有相同优先级设置的策略将以轮询方式竞争带宽。安全设
备首先处理具有较高优先级策略的所有信息流，然后再处理具有次优先级设置策略
的信息流，依此类推，直至处理完所有的信息流请求。如果信息流请求超过可用带
宽，则将丢弃优先级 低的信息流。

如果您未分配任何保障带宽，则可使用优先级排列来管理网络的所有信息流。也就
是说，必须在发送完全部高优先级信息流之后，才能发送 2nd priority 信息流，依
此类推。只有在处理完其它所有信息流之后，安全设备才处理低优先级信息流。

小心 : 应注意不要分配给接口超过其支持能力的带宽。策略配置过程本身不能避
免创建不支持的策略配置。如果竞争策略的保障带宽超过接口上设置的信息流带
宽，将有可能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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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优先级排列

在本例中，您需要为三个部门 (Support、Sales 和 Marketing) 配置保障带宽和 大
带宽 ( 以 Mbps 为单位 )，如表 30 所示。

表 30:  大带宽配置

如果三个部门同时通过防火墙发送和接收信息流，那么安全设备必须分配 20 Mbps 
的带宽以满足保证的策略要求。ethernet0/1 接口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而 
ethernet0/3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图 63:  优先级排列

WebUI

1. 接口带宽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40000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40000

出站保证 入站保证 组合保证 优先级

Support 5 5 10 高

Sales 2.5 3.5 6 2

Marketing 2.5 1.5 4 3

总计 10 10 20

Support: 5 Mbps 流出，5 Mbps 流入，
高优先级

服务器 
DMZ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T3-45 Mbps

Trust 区段

互联网

路由器
Sales: 2.5 Mbps 流出，3.5 Mbps 流入，

第 2 优先级

Marketing: 2.5 Mbps 流出，1.5 Mbps 流入，
第 3 优先级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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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带宽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up-out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ppor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50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High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 选择 )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al-out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25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2nd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Enable

注意 : 差异服务 (DS) 是在优先级层次结构中的某一位置标记 ( 或“做记号”) 信息流的
系统。DS 码点标记将 ScreenOS 的策略优先级映射到 IP 封包包头 DS 字段中码点
的前三位。有关“DS 码点标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7 页上的“信息流整
形”。
设置优先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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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Mar-out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rketing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25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3rd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 选择 )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up-in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pport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50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High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 选择 )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al-in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35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2nd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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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Mar-in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rketing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Guaranteed Bandwidth: 1500
Maximum Bandwidth: 40000
Traffic Priority: 3rd priority
DiffServ Codepoint Marking: ( 选择 )

CLI

1. 接口带宽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bandwidth 40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ndwidth 40000

2. 策略带宽
set policy name sup-out from trust to untrust support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5000 priority 0 mbw 40000 enable
set policy name sal-out from trust to untrust sales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2500 

priority 2 mbw 40000 dscp enable

set policy name mar-out from trust to untrust marketing any any permit traffic gbw 
2500 priority 3 mbw 40000 dscp enable

set policy name sup-in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support any permit traffic gbw 
5000 priority 0 mbw 40000 dscp enable

set policy name sal-in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sales any permit traffic gbw 3500 
priority 2 mbw 40000 dscp enable

set policy name mar-in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arketing any permit traffic gbw 
1500 priority 3 mbw 40000 dscp enable

save

注意 : 一些设备需要通过设置系统范围的环境变量来明确启用 DSCP 标记。请参阅硬件
手册来查明在策略中使用设备之前，该设备是否需要明确启用 DSCP 标记。如果
设备需要这样做，则使用以下命令在系统范围内启用 DSCP 标记 : set envar 
ipsec-dscp-mark=yes。不能使用 WebUI 设置该变量。使用 unset envar 
ipsec-dscp-mark 在系统范围内禁用 DSCP 标记。
设置优先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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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管制

入口管制是安全设备入口一侧的信息流控制。通过限制入口点的信息流量，超出带
宽设置的信息流将因 低处理能力而被丢弃，从而保存了系统资源。可在接口级和
安全策略中配置入口管制。

可通过设置 大带宽 (mbw 关键字 ) 在接口上配置入口管制。例如，以下命令将入
口接口 ethernet0/1 上的带宽限制为 22 Mbps: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bandwidth ingress mbw 22000

ethernet0/1 上超出此带宽的内向信息流将被丢弃。如果在此接口处设置信息流整
形，还必须将信息流整形模式设置为打开 (set traffic-shaping mode on)。

不过，要对特定的应用程序应用入口管制，还需要一个策略。以下命令将创建一个
名为 my_ftp 的策略，它将安全设备入口一侧的 FTP 带宽限制为 10 Mbps: 

set policy my_ftp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ftp permit traffic pbw 10000 

超出该已配置管制带宽 (pbw 关键字 ) 的内向 FTP 信息流将被丢弃。还可在策略中
设置 mbw，但在策略级，mbw 仅适用于信息流的出口一侧，即仍对超出您所配置
的速率的信息流进行处理，但仅在出口一侧丢弃 (请参阅第 187 页上的图 65，“信
息流整形封包流”)。可在一个策略中配置 mbw 或 pbw，但不能同时配置两者。

虚拟接口和物理接口上入口管制的配置和实施是相同的，但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
您还可以在虚拟接口上配置保障带宽 (gbw 关键字 ) ( 请参阅第 187 页上的策略级
信息流整形 )。在物理接口上，保障带宽和 大带宽相同。

在虚拟接口上整形信息流

在信息流整形环境中，术语虚拟接口指的只是子接口和通道接口，而不是其它类型
的虚拟接口 ( 如虚拟安全接口 (VSI)、聚合接口或冗余接口 )。不能在 vsys 中所创建
的策略中配置整形参数。同样，不能在用户创建的 vsys 所拥有 ( 继承 ) 的接口上整
形带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信息流整形 ( 与入口管制不同 ) 关注的是安全设备出口一侧的信息流管理。与物理
接口一样，通过在接口级和策略中设置带宽值来对虚拟接口上的信息流进行整形。

接口级信息流整形
接口级的信息流整形是对特定接口上信息流的 小和 大速率的控制。通过指定保
障带宽 (gbw) 控制 小带宽。这意味着无论设备上发生什么情况，相应的信息流都
能保证得到这一 低速率。所设置的 大带宽 (mbw) 确定信息流永远都不能超过
的速率。在缺省情况下，物理接口上的 大带宽是指接口的载流容量；因此，不能
在物理接口上设置保障带宽。

在信息流整形环境中，术语虚拟接口是指绑定到物理接口的子接口以及绑定到这些
子接口的通道接口，从而创建了接口的层次结构。绑定到物理接口的子接口被认为
是该物理接口 ( 子接口的父级 ) 的子级。相应地，绑定到子接口的通道接口是该子
接口的子级，物理接口便成为此通道接口的祖父级。第 186 页上的图 64 说明了这
些相关性。

注意 : 通道接口上的入口管制是在 VPN 引擎对加密封包进行解密之后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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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接口层次结构

使用虚拟接口时，请牢记接口层次结构的以下规则 : 

为子接口指定的保障带宽不能大于其所绑定到的物理接口的载流容量。例如，
在图 64 中，ethernet0/1.1 和 ethernet0/1.2 的 gbw 相加后为 7000 Kbps，比 
ethernet0/1 的 mbw 少 3000 Kbps。但请注意，这两个子接口的带宽相加后的

大带宽比它们所绑定到的物理接口的载流容量多了 2000 Kbps。这是可以接
受的，因为 mbw 关键字仅用于将信息流限制在 大速率以内。如果信息流下
降到低于子接口的 大设置，则该带宽还可用于绑定到同一物理接口的任何其
它子接口。

为通道接口指定的保障带宽不能大于其所绑定到的子接口的保障带宽。

如果没有为直接父级配置保障带宽，则从祖父级接口获取带宽。

子级的保障带宽之和不能大于父级的保障带宽。

子级的 大带宽不能大于父级的 大带宽。

如上文所述，不能在物理接口上配置保障带宽，因为保障带宽与 大带宽相同，它
指的是接口的链接速度。但在虚拟接口上，可以配置出口 gbw 和 mbw。还可以配
置入口 mbw，即接口级的入口管制。以下命令可保证 ethernet0/4.1 上的 小外向
位速率为 1000 Kbps，内向和外向的 大速率为 2000 Kbps: 

set interface ethernet0/4.1 bandwidth egress gbw 1000 mbw 2000 ingress mbw 
2000

在 WebUI 中的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页面上设置带宽。

带宽设置完成后，使用 get traffic-shaping interface 命令查看流经安全设备的实际
带宽。例如，可能存在从 ethernet0/1 流入然后从 ethernet0/3 流出的信息流。如
果在 ethernet0/1 上设置了入口带宽，命令 get traffic-shaping interface 
ethernet0/3 将显示设备的实际吞吐量。

如果在此接口处设置信息流整形，还必须将信息流整形模式设置为打开 (set 
traffic-shaping mode on)。

ethernet0/1
mbw 10000

ethernet0/1.1
gbw 5000 - mbw 7000

ethernet0/1.2
gbw 2000 - mbw 5000

Tunnel.3 Tunnel.4Tunnel.1 Tunnel.2

Tunnel.1
gbw 2000 - mbw 3000

Tunnel.2
gbw 2000 - mbw 3000

虚
拟

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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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级信息流整形
可在策略级整形信息流，为特定类型的信息流分配带宽。以下命令可保证 FTP 信
息流的 小带宽为 1Mbps，并丢弃所有超过 2 Mbps 的信息流 :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ftp permit traffic gbw 1000 pbw 2000

请注意，此命令使用管制带宽 (pbw) 关键字。可在一个策略中使用 pbw 或 mbw，
但不能同时使用两者。使用 pbw 的优点是在安全设备的入口一侧丢弃信息流，从
而减少了吞吐量处理并保存了系统资源。( 请参阅第 185 页上的“入口管制”。)

在 WebUI 中，创建策略后，单击 Advanced 按钮可配置信息流整形参数。

尽管在接口上整形信息流时必须将信息流整形模式设置为 on，但在策略中整形信
息流时，不必一定开启信息流整形。这是因为信息流整形模式会在缺省情况下设置
为 auto。当某个会话变为活动状态且策略查找发现了信息流整形时，ScreenOS 会
为该会话开启信息流整形。

封包流
图 65 说明了通过安全设备的一部分封包流，它受信息流整形和管制的影响。( 有
关封包流的完整图片，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封包流序列”。) 超出 pbw ( 或在接
口处配置的 mbw) 的封包将在步骤 9 被丢弃；整形和 DSCP 标记在步骤 10 进行，
超出 mbw ( 在策略中配置 ) 的封包将在步骤 11 被丢弃。

图 65:  信息流整形封包流

范例 : 具有入口管制的基于路由的 VPN
本例说明了如何对加密信息流在接口级实施入口管制。在子接口 (ethernet0/2.1，
大带宽 : 1200 Kbps) 和通道接口 (tunnel.1， 大带宽 : 1000 Kbps) 上同时配置

入口管制。您在子接口上设置的管制速率应高于与其相绑定的通道接口的管制速
率，以留出加密开销部分 ( 在本例中，假定在子接口上收到的所有信息流均针对通
道接口 )。子接口上的管制适用于加密的封包，而通道接口上的管制适用于解密的
内部封包。ethernet0/2.1 上超出 1200 Kbps 的所有加密信息流都将被丢弃。而且 
tunnel.1 接口上超出 1000 Kbps 的所有解密 ( 明文 ) 信息流也将被丢弃。

10 118 9
内向封包

时间表创建会话 管制

( 如果已启用 )

会话表

d 977 vsys id 0, flag 000040/00,
 pid -1, did 0, time 180
13 (01) 10.10.10.1/1168 -> 
211.68.1.2/80, 6, 002be0c0066b,
subif 0, tun 0

入口接口

策略

整型数据包并用 
DSCP 标记数据包，
然后在出口接口处对
其进行排列

对设备上的所有出口接口
继续执行此流程，并传输
队列中的数据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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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基于路由的 VPN

WebUI (Device1 的配置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Zone: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Sub-IF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 选择 ) ethernet0/2 并输入 : 1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2.2.1/24
VLAN Tag: 128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ethernet0/2.1
Interface: ethernet0/2.1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0.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3.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evice1_ike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ethernet0/2.1, 
2.2.2.2/24

子接口

通道接口

Trust 区段

服务器

ethernet0/1, 
10.2.0.2/24

Device2
纽约

ethernet0/2
ethernet2.1, 
2.2.2.1/24

Device1
旧金山

ethernet0/1, 
10.1.1.1/24

客户端

Trust 区段

ethernet0/2

tunnel.1 tunn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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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secret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1

VPNs > AutoKey IK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device1_vpn
Gateway Name: device1_ike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选择 ) tunnel.1

CLI (Device1 的配置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1 tag 128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1 ip 2.2.2.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0/2.1
set route 10.2.0.0/24 int tunnel.1

2. IKE
set ike gateway device1_ike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2.1 

preshare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device1_vpn gateway 208a_ike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device1_vpn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ave

WebUI (Device2 的配置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0.2/24
Zone: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Sub-IF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 选择 ) ethernet0/2 并输入 : 1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VLAN Tag: 128

Network > Interfaces > Tunnel IF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Unnumbered: ( 选择 ) ethernet0/2.1
Interface: ethernet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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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带宽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Ingress: 12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Ingress: 1000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evice2_ike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secret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1

VPNs > AutoKey IK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device2_vpn
Gateway Name: device2_ike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选择 ) tunnel.1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在虚拟接口上整形信息流



第 7 章 : 信息流整形
CLI (Device2 的配置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2.0.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1 tag 128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1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0/2.1
set route 10.1.1.0/24

2. 接口带宽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1 bandwidth ingress mbw 1200
set interface tunnel.1 bandwidth ingress mbw 1000

3. IKE
set ike gateway device2_ike address 2.2.2.1 preshare secret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device2_vpn gateway 208b_ike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device2_vpn bind interface tunnel.1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范例 : 具有入口管制的基于策略的 VPN
本例说明了如何同时在接口级和策略中实施入口管制。在 Device1 的 ethernet0/1 
接口上，将入口的 大带宽设置为 20000 Kbps。进行此设置后，与 Device1 上 
ethernet0/1 接口相连的客户端的所有超过 20000 Kbps 的信息流都将被丢弃。接口
处的入口管制适用于到达该接口的所有信息流。为了达到更高的精确度，可以在策
略级应用入口管制。在本例中，通过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之间创建策略，创建
了限制 Device1 上的所有入口 FTP 协议信息流的策略，并将管制带宽设置为 5000 
Kbps。从 trust 区段流经 untrust 区段的所有超过 5000 Kbps 的 FTP 信息流都将被
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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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基于策略的 VPN

WebUI (Device1 的配置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Zone: Trust
Interface mode: ( 选择 )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2.1.1.1/24
Zone: Untrust
Interface mode: ( 选择 ) Route

2. IKE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evice2_ike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secret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OK，返回基本“网关”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VPNs > AutoKey IK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device2_vpn
Gateway Name: device2_ike

ethernet0/2, 
10.2.2.1

Trust 区段

服务器

ethernet0/1, 
1.1.1.2

Device2
纽约

ethernet0/2, 
2.1.1.1

Device1
旧金山

ethernet0/1, 
10.1.1.1.1

客户端

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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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接口的管制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ffic Bandwidth, Ingress: 20000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IP Address/Netmask: 10.2.1.0/24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2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1
Service: FTP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 选择 ), device2_vpn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ies" 
配置页 : 

Traffic Shaping ( 选择 ) Policing Bandwidth: 5000

CLI (Device1 的配置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2.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route

2. IKE VPN
set ike gateway device2_ike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 

preshare secret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device2_vpn gateway device2_ike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3. 路由
set route 10.2.1.0/24 interface ethernet0/2 gateway 2.2.2.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ftp tunnel vpn device2_vpn pair-policy 2 

traffic pbw 5000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ftp tunnel vpn netscreen2_vpn pair-policy 1 

traffic pbw 5000

5. 基于接口的管制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bandwidth ingress mbw 20000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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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Device2 的配置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Zone: Trust
Interface mode: ( 选择 )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Zone: Untrust
Interface mode: ( 选择 ) NAT

2. IKE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evice1_ike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1.1.1

3.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secret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OK，返回基本“网关”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VPNs > AutoKey IK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device1_vpn
Gateway Name: device1_ike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IP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0/2
Gateway IP Address: 1.1.1.1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1
Service: FTP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 选择 ), device1_vpn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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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Device2 的配置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1.1.1.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nat

2. IKE VPN
set ike gateway device1_ike address 2.1.1.1 mai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2 

preshare secret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device1_vpn gateway device1_ike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3. 路由
set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ethernet0/1 gateway 1.1.1.1

4.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ftp tunnel vpn device1_vpn pair-policy 2
set policy id 2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ftp tunnel vpn device1_vpn pair-policy 1
save

使用回传接口的信息流整形

回传接口不支持信息流整形，因为在回传接口上实际并不传输任何信息流。但是，
通常将回传接口用作锚点 ( 例如，在 VPN 中用于导出源 IP 地址 )，而数据在实际
的出口接口上进行传输。因此，在 VPN 中使用回传接口时，要在出接口上配置信
息流整形。然后，ScreenOS 将会话与真正的出接口 (ScreenOS 从路由表推断得出) 
关联起来，并随着路由表的变化而动态更新此关联。

DSCP 标记和整形

如本章前面所述，差异服务 (DS) 是在优先级层次结构中的某一位置标记 ( 或“做
记号”) 信息流的系统。差异服务码点 (DSCP) 标记将 ScreenOS 的策略优先级映射
到 IP 封包包头 DS 字段中码点的前三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0 页上的设
置服务优先级。)

可在使用 DSCP 标记的策略中整形信息流，也可使用不依赖于信息流整形的 DSCP 
标记。信息流整形控制着在安全设备上处理信息流的方式，它可在接口级或在策
略中进行配置。DSCP 标记是在策略级设置的，它控制着下游路由器处理信息流的
方式。

注意 : 一些设备需要通过设置系统范围的环境变量来明确启用 DSCP 标记。请参阅硬件
手册来查明在策略中使用设备之前，该设备是否需要明确启用 DSCP 标记。如果
设备需要这样做，则使用以下命令在系统范围内启用 DSCP 标记 : set envar 
ipsec-dscp-mark=yes。不能使用 WebUI 设置该变量。使用 unset envar 
ipsec-dscp-mark 在系统范围内禁用 DSCP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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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策略中指定 DSCP 标记但未设置值，ScreenOS 会将策略优先级映射到 DSCP 
系统中一个等效的 IP 优先级。其执行方法是用 IP 优先级覆盖 ToS 字节中的前 3 
位。例如，如果创建的策略是为所有信息流赋予的优先级为 2 (0 为 高优先级 )，
并启用了 DSCP 标记，则 ScreenOS 会针对该策略在出口接口使用优先级 2 来排列
信息流，并用等效 IP 优先级对其进行标记。以下命令将创建一个为所有信息流赋
予的优先级为 2 并启用 DSCP 标记的策略 :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traffic priority 2 dscp enable

但是，如果您为 DSCP 提供的 dscp-byte value 为 46 ( 高优先级 )，安全设备在出
口接口仍将以优先级 2 来排列信息流，不过要用 DSCP 值覆盖 ToS 字节的前 6 位。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traffic priority 2 dscp enable 
value 46

所有平台均支持 DSCP 标记，并可与信息流整形一同配置或者独立配置。表 31 显
示了 DSCP 标记如何作用于策略中的明文封包，图 66 显示了 DSCP 标记如何作用
于基于策略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表 33 显示了 DSCP 标记如何作用于基于路由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

表 32:  基于策略的 VPN 的 DSCP 标记

表 33:  基于路由的 VPN 的 DSCP 标记

表 31:  明文信息流的 DSCP 标记

说明 动作

明文封包，在策略中未标记。 未标记。

明文封包，在策略中有标记。 根据策略标记封包。

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未标记。 保留封包中的标记。

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有标记。 根据策略覆盖封包中的标记。

说明 动作

基于策略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在策略中
未标记。

未标记。

基于策略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在策略中
有标记。

根据策略标记内部封包和 ESP 包头。

基于策略的 VPN 中的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
未标记。

将内部封包标记复制到 ESP 包头，保留内部封
包中的标记。

基于策略的 VPN 中的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
有标记。

根据策略覆盖内部封包中的标记，并将内部封
包标记复制到 ESP 包头。

说明 动作

基于路由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在策略中
未标记。

未标记。

基于路由的 VPN 中的明文封包，在策略中
有标记。

根据策略标记内部封包和 ESP 包头。

基于路由的 VPN 中的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
未标记。

将内部封包标记复制到 ESP 包头，保留内部封
包中的标记。

基于路由的 VPN 中的预标记封包，在策略中
有标记。

根据策略覆盖内部封包中的标记，并将内部封
包标记复制到 ESP 包头。
DSCP 标记和整形



第 8 章

系统参数

本章重点介绍与建立系统参数有关的概念，这些参数会影响安全装置的下列方面。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97 页上的“域名系统支持”

第 205 页上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第 222 页上的“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第 229 页上的“许可密钥”

第 230 页上的“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活”

第 232 页上的“系统时钟”

域名系统支持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集成了“域名系统”(DNS) 支持，允许您既可使用 IP 地
址也可使用域名来识别位置。DNS 服务器保留有与域名相关联的 IP 地址表。除了
使用可路由的 IP 地址 ( 域名 www.juniper.net 对应的 IP 地址是 207.17.137.68) 来
引用位置以外，还可以通过 DNS 用域名 ( 如 www.juniper.net) 来引用位置。下列
所有程序均支持 DNS 转换 : 

地址簿

系统日志

Email

WebTrends

Websense

LDAP

Secu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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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在将 DNS 用于域名 / 地址解析之前，必须在安全设备中输入 DNS 服务器的地址。

DNS 查找
出现以下情况时，安全设备会使用特定的 DNS 服务器检查 DNS 表中的所有条目，
从而将这些条目全部刷新 : 

发生 HA 故障切换后

到达每天固定的预定时间及一天中固定的预定时间间隔

手动命令设备执行 DNS 查找时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单击 Refresh。

CLI: exec dns refresh

除使用现有方法设置每天自动刷新 DNS 表的时间外，还可以自行定义刷新的时间
间隔 (4 到 24 小时之间 )。

当安全设备与 DNS 服务器连接以解析域名 / 地址映射时，会将该条目存储在其 
DNS 状态表中。下面的列表包含 DNS 查找涉及到的一些具体内容 : 

当 DNS 查找返回多个条目时，通讯簿会接受所有条目。第 197 页列出的其它
程序只接受第一个条目。

当使用 WebUI 中的 Refresh 按钮或输入 exec dns refresh CLI 命令刷新查找
时，如果安全设备发现域名表中有内容发生了变化，将重新安装所有策略。

如果 DNS 服务器发生故障，安全设备会重新查找所有内容。

注意 : 在启用安全设备作为“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 服务器 ( 请参阅第 205 页上的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时，还必须得在 WebUI 的 DHCP 页中输入 DNS 服务器
的 IP 地址，也可以使用 CLI 中的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hcp 命令。

注意 : 如果通过 WebUI 来添加诸如地址或 IKE 网关等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点击 
Apply 或 OK 后，安全设备会解析该域名。键入引用 FQDN 的 CLI 命令后，安全
设备将在输入后尝试对其进行解析。
域名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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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找失败，安全设备将从高速缓存表中将其删除。

如果在向通讯簿添加地址时域名查找失败，安全设备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声
明已成功添加地址，但是 DNS 名查找失败。

安全设备必须每天进行一次新的查找，您可以将其安排在指定时间进行。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DNS refresh every day at: 选中复选框并输入时间 <hh:mm>

CLI

set dns host schedule time_str
save

DNS 状态表
DNS 状态表会报告查找到的所有域名、相应的 IP 地址、查找是否成功以及每个域
名 /IP 地址上次解析的时间。

表 34:  DNS 状态表

要查看 DNS 状态表，请按下列任一方法进行操作 :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 Show DNS Lookup Table

CLI

get dns host report

设置 DNS 服务器和刷新进度

要实现 DNS 功能，在安全设备中为 24.1.64.38 和 24.0.0.3 上的 DNS 服务器输入 
IP 地址，保护总公司仅有的一台主机。将安全设备安排为在每天晚上 11:00 时刷新
存储在 DNS 状态表中的 DNS 设置。

Name IP Address Status Last Lookup

www.yahoo.com

www.hotbot.com

204.71.200.74
204.71.200.75
204.71.200.67
204.71.200.68
209.185.151.28
209.185.151.210
216.32.228.18

Success

Success

8/13/2000 16:45:33

8/13/2000 16: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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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DNS 刷新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rimary DNS Server: 24.0.0.3
Secondary DNS Server: 24.1.64.38
DNS Refresh: ( 选择 )

Every Day at: 23:00

CLI

set dns host dns1 24.0.0.3
set dns host dns2 24.1.64.38
set dns host schedule 23:00
save

设置 DNS 刷新时间间隔

在本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自每天凌晨 00:01 起，每隔 4 小时刷新一次 DNS 表。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DNS Refresh: ( 选择 )
Every Day at: 00:01
Interval: 4

CLI

set dns host schedule 00:01 interval 4
save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主 DNS 服务器 
24.0.0.3

辅 DNS 服务器 
24.1.64.38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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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域名系统
“动态域名系统”(DDNS) 是一种允许客户端动态更新已注册域名 IP 地址的机制。
当 ISP 使用 PPP、DHCP 或 XAuth 以动态更改保护 web 服务器的 CPE 路由器 ( 例
如安全设备 ) 的 IP 地址时，此更新非常有用。这样，即使 CPE 路由器的 IP 地址先
前已被更改，互联网上的客户端仍可以使用域名访问 web 服务器。通过 DDNS 服
务器 ( 例如 dyndns.org 或 ddo.jp) 可以实现此更改，其中包括动态更改的地址及其
相关联的域名。CPE 使用此信息定期更新 DDNS 服务器，或响应 IP 地址的更改。

要使用 DDNS，需在 DDNS 服务器上创建一个帐户 ( 用户名和密码 )。服务器使用
此帐户信息配置客户端设备。

图 69:  动态 DNS

在图 69 中，接口 ethernet7 的 IP 地址可能已发生更改。更改发生后，客户端使用
主机名 (www.my_host.com) 或者通过 dyndns.org 服务器或 ddo.jp 服务器仍可访问
受保护的 Web 服务器。所有这些服务器在安全设备的配置相互之间需有所不同。

为 DynDNS 服务器设置 DDNS
在下例中，将针对 DDNS 操作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该设备使用 dyndns.org 服务
器来解析更改的地址。对于此服务器，使用 Host Name 设置指定受保护的主机，
其明确绑定到 DNS 接口 (ethernet7)。当设备向 ddo.jp 服务器发送更新时，它将 
Host Name 与接口的 IP 地址进行关联。

WebUI

Network > DNS > DDN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D: 12
Server Settings: 

Server Type: dyndns
Server Name: dyndns.org
Refresh Interval: 24
Minimum Update Interval: 15

Account Settings: 
Username: swordfish
Password: ad93lvb

Bind to Interface: ethernet7
Host Name: www.my_host.com

ethernet7

Web 服务器 
www.my_host.com

Trust 区段

DDNS 服务器

dyndns.org 或 ddo.jp

客户端

互联网

安全设备 
(CPE 路由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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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dns ddns
set dns ddns enable
set dns ddns id 12 server dyndns.org server-type dyndns refresh-interval 24 

minimum-update-interval 15
set dns ddns id 12 src-interface ethernet7 host-name www.my_host.com
set dns ddns id 12 username swordfish password ad93lvb
save

为 DDO 服务器设置 DDNS
在下例中，将为安全设备配置 DDNS。该设备使用 ddo.jp 服务器来解析地址。对于 
ddo.jp 服务器，将受保护的主机 FQDN 指定为 DDNS 条目的 Username，而不是使
用 Host Name 设置来指定受保护的主机。该服务自动从 Username 值导出主机名。
例如，ddo.jp 服务器将用户名 my_host 转变为 my_host.ddo.jp。您需要确保在 
ddo.jp 上注册的域名与导出的 DNS 相匹配。

WebUI

Network > DNS > DDN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D: 25
Server Settings: 

Server Type: ddo
Server Name: juniper.net
Refresh Interval: 24
Minimum Update Interval: 15

Account Settings: 
Username: my_host
Password: ad93lvb

Bind to Interface: ethernet7

CLI

set dns ddns
set dns ddns enable
set dns ddns id 25 server ddo.jp server-type ddo refresh-interval 24 

minimum-update-interval 15
set dns ddns id 25 src-interface ethernet7
set dns ddns id 25 username my_host password ad93lvb
save

注意 : Minimum Update Interval 指定 DDNS 更新之间的 小时间间隔 ( 以分表示 )。缺
省值为 10 分钟，允许的范围是 1 - 1440。某些情况下，由于 DNS 服务器首先需
要使其高速缓存中的 DDNS 条目超时，所以设备可能不会更新该时间间隔。此
外，如果将 Minimum Update Interval 设置为较低的值，则安全设备可能会锁
定。建议值为 10 分钟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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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DNS 地址分隔
代理 DNS 功能提供了一种允许客户端进行分隔的 DNS 查询的透明机制。使用此技
术，代理依据部分或全部域名有选择地将 DNS 查询重定向到特定的 DNS 服务器。
当 VPN 通道或 PPPoE 虚拟链接提供有多个网络连接时此技术非常有用，并且必须
通过该技术将一些 DNS 查询引导到一个网络以及将其它查询引导到另一网络。

DNS 代理具有以下优点 : 

域查找通常更有效。例如，针对企业域 ( 例如 acme.com) 的 DNS 查询可能仅
转到企业 DNS 服务器，而所有其它的 DNS 查询转到 ISP DNS 服务器，这样就
减少了企业服务器上的负载。这样做还可防止企业域信息泄漏到互联网上。

DNS 代理允许您通过通道接口传输选定的 DNS 查询，因而可以阻止恶意用户
知道网络的内部配置。例如，绑定到企业服务器的 DNS 查询可以通过通道接
口，并使用安全功能 ( 例如，认证、加密和反回放 )。

下列命令创建两个代理 DNS 条目，这些条目有选择地将 DNS 查询转发给不同的服
务器。

图 70:  分隔 DNS 请求

包括域名 acme.com 的具有 FQDN 的任何 DNS 查询都要经过通道接口 
tunnel.1，到达 IP 地址为 2.1.1.21 的企业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发出 www.acme.com 的 DNS 查询，则设备会自动将查询引导
到此服务器。( 我们假定服务器将查询解析到 IP 地址 3.1.1.2。)

包括域名 acme_engineering.com 的具有 FQDN 的任何 DNS 查询都要经过通道
接口 tunnel.1，到达 IP 地址为 2.1.1.34 的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发出 intranet.acme_eng.com 的 DNS 查询，则设备会将查询引
导到此服务器。( 我们假定服务器将查询解析到 IP 地址 3.1.1.5。)

所有其它的 DNS 查询 ( 以星号标明 ) 均绕过企业服务器，并经过接口 
ethernet0/3 到达 IP 地址为 1.1.1.23 的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名和域名是 www.juniper.net，则设备自动绕过企业服务器，
并将查询引导到此服务器，该服务器将查询解析为 IP 地址 207.17.137.68。

*

tunnel.1

ISP DNS 服务器

juniper.net

63.126.135.170

acme.com => 
3.1.1.2

ethernet0/3

acme_eng.com => 
3.1.1.5

公司
DNS 服务器

2.1.1.21
2.1.1.34

juniper.net  => 63.126.135.170

acme.com

acme_eng.com

1.1.1.23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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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Network > DNS > Proxy: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itialize DNS Proxy: Enable

Enable DNS Proxy: Enable

2. Network > DNS > Prox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omain Name: acme.com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 DNS Server: 2.1.1.21

3. Network > DNS > Prox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omain Name: acme_eng.com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 DNS Server: 2.1.1.34

4. Network > DNS > Prox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omain Name: *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3

Primary DNS Server: 1.1.1.23

CLI

set dns proxy
set dns proxy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proxy dns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acme.com outgoing-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server 

2.1.1.21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acme_eng.com outgoing-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server 2.1.1.34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3 primary-server 

1.1.1.23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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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 的设计目的是通过自动为网络中的主机分配 TCP/IP 
设置，来减少对网络管理员的需求。DHCP 会代替管理员自动为网络中的每台机器
分配、配置、跟踪和更改 ( 必要时 ) 所有 TCP/IP 设置。此外，DHCP 还可以确保
不使用重复地址、重新分配未使用的地址，并且可以自动为主机连接的子网分配适
当的 IP 地址。

不同的安全设备支持表 35 中介绍的不同 DHCP 角色。

DHCP 由两部分组成 : 用于传送与主机有关的 TCP/IP 配置设置的协议和用于分配 
IP 地址的机制。当安全设备充当 DHCP 服务器时，它会在每一主机启动时为其提
供下面的 TCP/IP 设置 : 

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如果将这些设置保留为 0.0.0.0/0，DHCP 服
务器模块会自动使用缺省 Trust 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下列服务器的 IP 地址 : 

WINS 服务器 (2):“Windows 互联网命名服务”(WINS) 服务器将 Windows 
NT 网络环境使用的 NetBIOS 名称映射为基于 IP 的网络中使用的 IP 地址。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支持的服务器数量。

NetInfo 服务器 (2): NetInfo 是一种 Apple 网络服务，用于在 LAN 内分发管
理数据。

NetInfo 标记 (1): Apple NetInfo 数据库使用的识别标记。

DNS 服务器 (3):“域名系统”(DNS) 服务器可将统一资源定位器 (URL) 映
射为 IP 地址。

表 35:  DHCP 角色

角色 说明

DHCP 客户端 某些安全设备可以充当 DHCP 客户端，接收为任意区段中的任意物理接口
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 另一些安全设备可以充当 DHCP 服务器，为任意区段内的任意物理接口或 
VLAN 接口上的主机 ( 充当 DHCP 客户端 ) 动态分配 IP 地址。

注意 : 使用 DHCP 服务器模块为区段内的工作站等主机分配地址时，仍然
可以让其它机器 ( 如邮件服务器和 WINS 服务器 ) 使用固定 IP 地址。

DHCP 中继代理 还有一些安全设备可以充当 DHCP 中继代理，接收来自 DHCP 服务器的 
DHCP 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转交给任意区段内的任意物理接口或 VLAN 
接口上的主机。

DHCP 客户端 / 服务
器 / 中继代理

某些安全设备可以同时充当 DHCP 客户端、服务器和中继代理。一个接口
上只能配置一个 DHCP 角色。例如，不能在同一接口上同时配置 DHCP 客
户端和服务器。根据需要，可以配置 DHCP 客户端模块，将其收到的 
TCP/IP 设置转发给 DHCP 服务器模块，以便服务器模块将 TCP 设置提供
给 Trust 区段内充当 DHCP 客户端的主机。

注意 : 在可以于 Trust 区段绑定多个接口的装置上，缺省接口是第一个绑定到该区段并
指定 IP 地址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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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 服务器 (1):“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服务器可向存储收到邮件
的邮件服务器 ( 如 POP3 服务器 ) 传送 SMTP 消息。

POP3 服务器 (1):“邮局协议版本 3”(POP3) 服务器可存储收到的邮件。
POP3 服务器必须与 SMTP 服务器联合使用。

新闻服务器 (1): 新闻服务器接收并存储新闻组寄来的信息。

配置 DHCP 服务器
一台安全设备， 多支持八个 DHCP 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以位于任意区段内的
任一物理接口或 VLAN 接口上。充当 DHCP 服务器时，安全设备以两种模式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 

在“动态”模式下，充当 DHCP 服务器的安全设备会将地址池中的 IP 地址分
配 ( 或“租借”) 给 DHCP 客户端主机。可在一定时间内租用该 IP 地址，也可
无限期租用，直到客户端放弃该 IP 地址为止。( 要定义无限租用期，请输入 
0。)

在“保留”模式下，特定客户端每次联机时，安全设备都会从地址池中专门为
其分配一个指定的 IP 地址。

在本例中，用 DHCP 将 Trust 区段内的 172.16.10.0/24 网络分成三个 IP 地址池。

172.16.10.10 through 172.16.10.19

172.16.10.120 through 172.16.10.129

172.16.10.210 through 172.16.10.219

DHCP 服务器将动态分配所有 IP 地址，只有使用预留 IP 地址的两个工作站和使用
静态 IP 地址的四个服务器除外。接口 ethernet0/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其 IP 地址为 
172.16.10.1/24，并且处于 NAT 模式。域名是 dynamic.com。

注意 : 当安全设备向某一 DHCP 客户端传递上述参数时，如果该客户端有指定的 IP 地
址，该地址将忽略从 DHCP 服务器接收到的所有动态信息。

注意 : 地址池是指同一子网内的 IP 地址的定义范围，安全设备可以从中提取 DHCP 地
址进行分配。 多可以编组 255 个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 多支持 64 条 ( 其可包括单个 IP 地址和 IP 地址范围 ) 动态和保留
的 IP 地址。

安全设备在快速存储器中保存通过 DHCP 分配的每个 IP 地址。因此，重新启动
安全设备不影响地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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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设备作为 DHCP 服务器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DNS#1
Comment: Primary DNS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72.16.10.240/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DNS#2
Comment: Secondary DNS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72.16.10.24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MTP
Comment: SMTP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72.16.10.25/32
Zone: Trust

ethernet0/1
172.16.10.1/24 (NAT)

Trust 区段

地址池 
172.16.10.10 - 
172.16.10.19

地址池 
172-16.10.210 - 
172.16.10.219

地址池 
172.16.10.120 - 
172.16.10.129

保留 IP
172.16.10.11

MAC: 12:34:ab:cd:56:78

保留 IP
172.16.10.112

MAC: ab:cd:12:34:ef:gh

SMTP 和 POP3 服务器
固定 IP

172.16.10.25 和 172.16.10.10

DNS 服务器
固定 IP

172.16.10.240
172.16.10.241

172.16.10.0/24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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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OP3
Comment: POP3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72.16.10.110/32
Zone: Trust

2. DHCP 服务器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Lease: Unlimited ( 选择 )
WINS#1: 0.0.0.0
DNS#1: 172.16.10.240

> Advanced Option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
回基本配置页 : 

WINS#2: 0.0.0.0
DNS#2: 172.16.10.241
DNS#3: 0.0.0.0
SMTP: 172.16.10.25
POP3: 172.16.10.110
NEWS: 0.0.0.0
NetInfo Server #1: 0.0.0.0
NetInfo Server #2: 0.0.0.0
NetInfo Tag: ( 保留字段为空 )
Domain Name: dynamic.com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72.16.10.10
IP Address End: 172.16.10.19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72.16.10.120
IP Address End: 172.16.10.129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72.16.10.210
IP Address End: 172.16.10.219

注意 : 如果将 Gateway 和 Netmask 字段保留为 0.0.0.0，DHCP 服务器模块会将设置给 
ethernet0/1 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发送到客户端 ( 本例中为 172.16.10.1 和 
255.255.255.0)。但是，如果启用 DHCP 客户端模块将 TCP/IP 设置转发到 DHCP 
服务器模块 ( 请参阅第 219 页上的“传播 TCP/IP 设置”)，则必须在 Gateway 和 
Netmask 字段中分别手动输入 172.16.10.1 和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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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served: ( 选择 )
IP 地址 : 172.16.10.11
Ethernet Address: 1234 abcd 5678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served: ( 选择 )
IP 地址 : 172.16.10.112
Ethernet Address: abcd 1234 efgh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dns1 172.16.10.240/32 "primary dns server"
set address trust dns2 172.16.10.241/32 "secondary dns server"
set address trust snmp 172.16.10.25/32 "snmp server"
set address trust pop3 172.16.10.110/32 "pop3 server"

2.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omainname dynamic.com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lease 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ns1 172.16.10.24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ns2 172.16.10.24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smtp 172.16.10.2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pop3 172.16.10.1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10 to 172.16.10.19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120 to 172.16.10.129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210 to 172.16.10.219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11 mac 1234abcd5678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112 mac abcd1234efgh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ave

定制 DHCP 服务器选项

当您为接口指定 DHCP 服务器时，可能需要指定一些选项来标识服务器或提供由
服务器使用的信息。例如，可以指定主 DNS 服务器和辅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或设置 IP 地址租用时间。

以下为预定义的 DHCP 服务，RFC 2132, DHCP Options and BOOTP Vendor 
Extensions 中对这些服务进行了阐述。

注意 : 如果不设置网关或网络掩码的 IP 地址，DHCP 服务器模块会向客户端发送 
ethernet0/1 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 本例中为 172.16.10.1 和 255.255.255.0)。但
是，如果启用 DHCP 客户端模块将 TCP/IP 设置转发到 DHCP 服务器模块 ( 请参阅
第 219 页上的“传播 TCP/IP 设置”)，则必须手动设置这些选项 :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gateway 172.16.10.1 和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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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预定义的 DHCP 服务

当预定义的服务器选项无法满足需要时，您可以定义定制的 DHCP 服务器选项。
例如，对于某些 IP 语音 (VoIP) 配置而言，发送预定义服务器选项不支持的额外配
置信息是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定义相应的定制选项。

在下例中，您将为充当 DHCP 客户端的 IP 电话创建 DHCP 服务器定义。这些电话
使用下列定制选项 : 

选项代码 444，包含字符串 "Server 4"

选项代码 66，包含 IP 地址 1.1.1.1

选项代码 160，包含整数 2004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dns1 172.16.10.240/32 "primary dns server"
set address trust dns2 172.16.10.241/32 "secondary dns server"

2.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omainname dynamic.com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lease 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ns1 172.16.10.24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dns2 172.16.10.24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custom 444 string "Server 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custom 66 ip 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custom 160 integer 200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10.10 to 172.16.10.19

术语 ScreenOS CLI 术语 选项代码

Subnet Mask netmask 1

Router Option gateway 3

Domain Name System (DNS) 
server

dns1, dns2, dns3 6

Domain Name domainname 15

NetBIOS over TCP/IP Name 
Server Option

wins1, wins2 44

IP Address Lease Time lease 51

SMTP Server Option smtp 69

POP3 Server Option pop3 70

NNTP Server Option news 71

( 不适用 ) nis1, nis2 112

( 不适用 ) nistag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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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SRP 集群中置入 DHCP 服务器

当冗余 NSRP 集群中的主单元行使 DHCP 服务器的功能时，集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会
保留全部的 DHCP 配置以及 IP 地址分配信息。一旦发生故障切换，新的主单元将
负责维护所有 DHCP 分配。但是，HA 通信的终止破坏了集群成员之间现有 DHCP 
分配的同步。恢复 HA 通信后，通过在集群的两个单元上使用以下 CLI 命令，可以
再次同步 DHCP 分配 :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DHCP 服务器检测

在安全设备上启动 DHCP 服务器时，系统首先要检查该接口上是否已存在 DHCP 
服务器。如果检测到网络上存在其它 DHCP 服务器，ScreenOS 会自动终止本地 
DHCP 服务器进程的启动。为检测其它 DHCP 服务器，设备每隔两秒自动发送一次 
DHCP 启动请求。如果发出启动请求后没有收到任何响应，设备随即会启动本地的 
DHCP 服务器进程。

如果安全设备收到其它 DHCP 服务器发出的响应，系统会生成一条消息，指出已
在安全设备上启用该 DHCP 服务器，但由于网络上存在另一个 DHCP 服务器，因
此没有启动该服务器。日志消息中还包括现有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可以设置以下三种可选模式，检测接口上的 DHCP 服务器 : Auto、Enable 或 
Disable。在 Auto 模式下，安全设备始终在启动服务器时检测现有的 DHCP 服务
器。通过将安全 DHCP 服务器设置为 Enable 或 Disable 模式，可以配置设备不尝
试检测接口上的其它 DHCP 服务器。在 Enable 模式下，DHCP 服务器始终开启，
设备不检测网络上是否存在现有 DHCP 服务器。在 Disable 模式下，DHCP 服务器
始终关闭。

启用 DHCP 服务器检测

在本例中，将设置 ethernet0/1 接口上的 DHCP 服务器，在其启动前先检测该接口
上是否存在 DHCP 服务器。

WebUI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erver Mode: Auto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auto
save

禁用 DHCP 服务器检测

在本例中，将设置 ethernet0/1 接口上的 DHCP 服务器，在其启动时不检测网络上
是否存在 DHCP 服务器。

WebUI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erver Mode: Enabl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enab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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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安全设备为 DHCP 中继代理
充当 DHCP 中继代理时，安全设备负责在直接连接到一个接口的 DHCP 客户端和
通过另一个接口可访问的一个或多个 DHCP 服务器之间转发 DHCP 请求和分配信
息。客户端和服务器可能位于同一安全区段或单独的安全区段内。

虽然您不能在同一接口上配置 DHCP 中继代理和 DHCP 服务器或客户端功能，但
却可以在安全设备中的一个或多个物理接口或 VLAN 接口上配置 DHCP 中继代理。

当安全设备用作 DHCP 中继代理时，其接口必须处于 Route 模式 ( 路由模式 ) 或充
当第 3 层设备。接口处于第 3 模式时 ( 即将 IP 地址分配给接口 )，必须配置一个安
全策略 ( 从区段到区段或到内部区段 )，以在转发前允许预定义的 DHCP 中继服务。

一个 DHCP 中继代理 多可以配置三个 DHCP 服务器。中继代理将 DHCP 客户端
的地址请求单点广播到所有已配置的 DHCP 服务器上。随后，中继代理将从所有
服务器收到的全部 DHCP 封包转发给客户端。请参阅第 216 页上的“转发所有 
DHCP 数据包”。

ScreenOS 支持在不同的 vsys 中和有 VLAN 标记的子接口上使用 DHCP 中继。

图 72 说明了将安全设备用作 DHCP 中继代理时的有关过程。当 DHCP 消息在不可
信网络中传送时，为确保安全，这些消息将通过 VPN 通道进行传递。

注意 : 发出 CLI 命令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hcp server service 后，DHCP 服务器将被
激活。如果将接口的 DHCP 服务器检测模式设置为 Auto，仅当安全设备在网络上
找不到现有服务器时，才启动 DHCP 服务器。发出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hcp server service 命令后，将禁用安全设备上的 DHCP 服务器，并删除任何现
有的 DHCP 配置。

注意 : 当安全设备充当 DHCP 中继代理时，由于远程 DHCP 服务器控制着所有 IP 地址
分配，所以该设备不会生成 DHCP 分配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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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DHCP 中继代理信息流

在图 73 中，安全设备从 IP 地址为 194.2.9.10 的 DHCP 服务器中接收 DHCP 信
息，而后将其转递给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主机从 DHCP 服务器上定义的 IP 池中
接收 IP 地址。地址范围是 180.10.10.2-180.10.10.254。DHCP 消息流经本地安全
设备和 DHCP 服务器之间的 VPN 通道，该 DHCP 服务器位于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为 2.2.2.2/24 的远程安全设备之后。接口 ethernet0/1 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IP 
地址为 180.10.10.1/24，且处于“路由”模式。接口 ethernet0/3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中，IP 地址为 1.1.1.1/24。所有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73:  设备作为 DHCP 中继代理

主机

主机

主机

请求

分配

请求

Trust 区段

请求

分配

请求

中继代理 Untrust 区段中的 
VPN 通道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

Trust 区段
ethernet0/1 

180.10.10.1/24

Untrust 区段 DHCP 
服务器 

194.2.9.10
ethernet0/3 
1.1.1.1/24

本地安全设备

DHCP 中继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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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80.10.10.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DHCP 服务器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94.2.9.10/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hcp server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3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User Defined: Custom ( 选择 )

Phase1 Proposa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_dhc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dhcp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Bind to: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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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HCP 中继代理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Relay Agent: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Relay Agent Server IP or Domain Name: 194.2.9.10
Use Trust Zone Interface as Source IP for VPN: ( 选择 )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HCP Server

Service: DHCP-Rela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to_dhcp
Modify matching outgoing VPN policy: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80.10.10.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dhcp_server 194.2.9.10/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dhcp server"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vpn to_dhcp gateway "dhcp server" proposal g2-esp-3des-sha

4. DHCP 中继代理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relay server-name 194.2.9.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relay vpn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gateway 1.1.1.250

注意 : 对于出站 VPN 和网络信息流，设置到指定为缺省网关的外部路由器的路由至关重
要。在本例中，安全设备将向这个路由器发送经过封装的 VPN 信息流，因为该路
由器是路由上到远程安全设备的首个跳跃。在图 73 中，通过对经过该路由器的
通道的描述介绍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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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dhcp_server dhcp-relay tunnel vpn to_dhcp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dhcp_server any dhcp-relay tunnel vpn to_dhcp
save

转发所有 DHCP 数据包

ScreenOS 允许安全设备将来自多个服务器的所有 DHCP 响应转发给客户端。有时
会需要多个服务器以用相同的数据响应，而其客户端仅处理 先收到的响应 ; 而有
时多个服务器会回复独特的数据，客户端处理来自各个服务器的适当数据，例如在
预引导执行环境 (PXE) 方案中。

在普通的 PXE 方案中 ( 如图 74 所示 )，至少有两台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服务。
当 DHCP 服务器收到来自 DHCP 客户端的请求时，其中一台服务器 (DHCP 服务器 
1) 将为客户端提供 DHCP 地址信息，同时 DHCP 服务器 2 ( 比如 MS RIS) 提供 PXE 
信息。此版本的 ScreenOS 允许安全设备向客户端转发所有的 DHCP 数据包。

图 74:  传递来自多个 DHCP 服务器的所有 DHCP 数据包

通常，PXE 服务器为无盘 PXE 客户端 ( 这些客户端是一些无盘 PC 机 ) 提供引导映像
服务器。在 PXE 客户端开机时，它会发出一个广播 DHCP-DISCOVER ( 一种请求 )，
表示客户端请求 IP 和引导映像路径。大多数情况下，有两种服务器为 PXE 服务 : 
一个 PXE 服务器 ( 如 Microsoft RIS 服务器 ) 和一个 DHCP 服务器。两个服务器都
接收 DISCOVER 请求。PXE 服务器针对 DISCOVER 请求回复引导映像服务器信
息。同时，DHCP 服务器针对 DISCOVER 请求回复 IP 分配信息。此两个服务器的
响应均会转发到 DHCP 客户端 ( 无盘 PC)。

配置 Next-Server-IP
如果安全设备接收到来自 DHCP 服务器的冲突或混乱信息，设备将使用 
Next-Server-IP 字段中的 IP 地址。在自举过程中，此 DHCP 配置参数通常被用作 
TFTP 服务器的地址。

例如，在 PXE 方案中，第一个 DHCP 服务器提供 IP 地址，第二个 DHCP 服务器提
供 OS 信息。配置 Next-Server-IP 字段用于指定链中的下一个服务器。链和每个成
员都会因站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通常是 DHCP 服务器链接到 TFTP 服务器。可
通过在该字段中提供全是零的值 (0.0.0.0) 或指定设备接口 IP 来终止链，如表 37 
中所示。

2

3

4

56

31

7

DHCP 中继代理

1. DHCP 客户端发出 DHCP 请求信息。

2. & 3. 安全设备将信息转发到所有的 DHCP 服务器。

4. & 5. DHCP 服务器发送请求的 DHCP 回复。

6. & 7. 安全设备将回复转发到 DHCP 客户端。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DHCP
客户端

DHCP 服务器 1
30.0.0.2

DHCP 服务器 2
40.0.0.2

IP 池 
10.0.0.10-10.0.0.20

IP 池 
10.0.0.50-10.0.0.60

ethernet0/1.5: 
10.0.0.1

ethernet0/2: 
30.0.0.1

ethernet0/3: 
40.0.0.1

PXE 服务器 : (MS RIS)

中继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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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HCP 包头的 siaddr 字段中会包含该 Next-Server-IP 信息，它通常用于将多个执
行特定功能的自举服务器链起来。如果可用，就必须配置 siaddr 字段。否则，有
些 DHCP 服务器就会将其自身的 IP 地址放置在该字段中。

表 37:  指定 Next-Server-IP

如果 Next-Server-IP 不为零且不同于该服务器的地址，则客户端会将其解释为链中
提供更多引导信息的下一个服务器的地址。在下例中，Next-Server-IP 被配置为 
Option66。

WebUI

Network > DHCP > Edit (DHCP Server): 选择以下之一，然后单击 Apply: 

Next Server IP: From Option66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custom 66 ip 10.10.10.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config next-server-ip option66
save

将安全设备用作 DHCP 客户端
充当 DHCP 客户端时，安全设备接收服务器为任意安全区段内的任意物理接口动
态分配的 IP 地址。如果存在多个接口绑定到同一安全区段，则可为所有接口配置
一个 DHCP 客户端，前提是任意两个接口都没有连接到同一网络区段。如果为连
接到同一网络区段的两个接口配置了一个 DHCP 客户端，则只使用 DHCP 服务器
分配的第一个地址。( 如果 DHCP 客户端收到同一 IP 地址的地址更新，则不必重
新指定 IKE 密钥。) 

在本例中，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有一个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当安全设备向
其 ISP 请求 IP 地址时，它会接收到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IP 地址以及租用该地
址的期限。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2.2.5。

下一个服务器 IP 说明

None ( 缺省 ) siaddr = 0.0.0.0 ( 缺省 )

Interface siaddr = 绑定到 DHCP 服务器的 IP 接口

Option66 siaddr = option66
( 标识支持无盘 PC 的 TFTP 服务器 )

Input siaddr = 自定义 IP 地址

注意 : 尽管某些安全设备可以同时充当 DHCP 服务器、DHCP 中继代理或 DHCP 客户
端，但不能在同一接口上配置多个 DHCP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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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设备作为 DHCP 客户端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选择 Obtain IP using 
DHCP，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 settings server 2.2.2.5
save

内部 LAN

1. 为 ethernet0/3 请求的 
IP 地址 (Untrust 区段 )

2. 分配的 IP 地址

Untrust 区段

2.2.2.5
互联网

Trust 区段

ISP
(DHCP 服务器 )

注意 : 在设立 DHCP 服务站点之前，必须拥有“数字用户线”(DSL)，以及“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ISP) 所提供的帐户。

注意 : 不能通过 WebUI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但通过 CLI 则可以。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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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TCP/IP 设置

某些安全设备可以充当“动态主机控制协议”(DHCP) 客户端，从外部 DHCP 服务
器接收任意安全区段内的任意物理接口的 TCP/IP 设置和 IP 地址。某些安全设备可
以充当 DHCP 服务器，为任意区段内的客户端提供 TCP/IP 设置和 IP 地址。当安全
设备同时充当 DHC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时，可将通过 DHCP 客户端模块获知
的 TCP/IP 设置传送给缺省的 DHCP 服务器模块。

TCP/IP 设置包括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以及下列服务器的全部或部分 IP 
地址 : 

DNS (3)

WINS (2)

NetInfo (2)

SMTP (1)

POP3 (1)

News (1)

在图 76 中，安全设备既是 Untrust 区段中 DHCP 服务器的客户端，又是 Trust 区
段中客户端的 DHCP 服务器。设备先作为 DHCP 客户端接收 TCP/IP 设置，然后作
为 DHCP 服务器将这些设置转发到 Trust 区段中的客户端。Untrust 区段接口是 
DHCP 客户端，它动态接收来自 ISP 的 IP 地址。

图 76:  DHCP 传播

TCP/IP 设置和 Untrust 
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

ISPUntrust 区段

DHCP 服务器

Untrust 区段接口 : DHCP 客户端

Trust 区段接口 : DHCP 服务器 
10.1.1.1/0

DHCP 客户端

DHCP 范围 : 
10.1.1.50 - 10.1.1.200

TCP/IP 设置

Trust 区段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21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20
使用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hcp-client settings update-dhcpserver 命令，可以配
置 DHCP 服务器模块传播从 DHCP 客户端模块接收的所有 TCP/IP 设置。还可以使
用其它设置覆盖某个设置。

在本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同时充当 ethernet0/3 接口上的 DHCP 客户端和 
ethernet0/1 接口上的 DHCP 服务器。( 缺省 DHCP 服务器位于 ethernet0/1 接口
上。)

安全设备先作为 DHCP 客户端，从外部 DHCP 服务器 ( 地址为 211.3.1.6) 上接收 
ethernet0/3 接口的 IP 地址和 TCP/IP 设置。随后，您需要启用安全设备的 DHCP 
客户端模块，将收到的 TCP/IP 设置传送到 DHCP 服务器模块。

您配置 DHCP 服务器模块对其从 DHCP 客户端模块接收到的 TCP/IP 设置进行下列
工作 : 

转发 DNS IP 地址到其在 Trust 区段中的 DHCP 客户端。

以下列内容覆盖缺省网关、网络掩码和 SMTP 服务器及 POP3 服务器 IP 地址 : 

10.1.1.1 ( 这是 ethernet0/1 接口的 IP 地址 )

255.255.255.0 ( 这是 ethernet0/1 接口的网络掩码 )

SMTP: 211.1.8.150

POP3: 211.1.8.172

您也会配置 DHCP 服务器模块以发送下列未从 DHCP 客户端模块接收到的 TCP/IP 
设置 : 

Primary WINS server: 10.1.2.42

Secondary WINS server: 10.1.5.90

后，需要配置 DHCP 服务器模块，将以下 IP 池中的 IP 地址分配给 Trust 区段内
充当 DHCP 客户端的主机 : 10.1.1.50 - 10.1.1.200。

WebUI

CLI

1. DHCP 客户端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client settings server 211.3.1.6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client settings update-dhcpserv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client settings autoconfig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client enable

注意 : 如果 DHCP 服务器已在 Trust 接口上启用并有已定义的 IP 地址池 ( 这是有些平台
上的缺省行为 )，您必须先删除 IP 地址池，然后才能更改缺省网关和网络掩码。

注意 : 只能通过 CLI 设置此功能。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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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gateway 10.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wins1 10.1.2.42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wins2 10.1.5.9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pop3 211.1.8.172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smtp 211.1.8.15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0.1.1.50 to 10.1.1.2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ave

在虚拟系统中配置 DHCP
DHCP: 现在，ScreenOS 完全支持 Vsys 的 DHCP 中继可为具体的 Vsys 配置 DHCP 
中继，将来自多个 DHCP 服务器的所有数据包转递给客户端。

在虚拟系统中配置 DHCP 消息中继

ScreenOS 允许您在虚拟系统 (vsys) 中配置从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到客户端的“动态
主机配置协议”(DHCP) 消息中继。可在虚拟系统可用的接口上配置 DHCP 消息
中继。

如果有两个 DHCP 服务器 ( 服务器 1 和服务器 2)，位于 DHCP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
间的安全设备就会将 DHCP 请求分别传送给不同出接口上的每个 DHCP 服务器。
在收到每个 DHCP 回复时，安全设备会将它们传递给根 vsys，然后转发给 vsys 内
相应的 DHCP 客户端。

图 77:  Vsys 中的 DHCP 中继服务

要为 vsys 配置 DHCP: 

1. 创建虚拟系统。

2. 为该 vsys 启用 DHCP。

3. 配置静态路由以允许根系统中的 DHCP 服务器访问该 vsys。

4. 设置虚拟系统中的安全策略。

DHCP 客户端

DHCP 服务器 1

DHCP 服务器 2

提供 DHCP 中继的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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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 结合了“点对点协议”(PPP) 和以太网协议，前者 
(PPP) 通常用于拨号连接，后者用于将一个站点上的多个用户连接到同一用户端设
备。虽然多个用户可以共享同一物理连接，但访问控制、计费以及服务类型等仍按
单个用户处理。某些安全设备支持 PPPoE 客户端，允许使用 PPPoE 访问其客户端
互联网，以兼容方式在 ISP 管理的 DSL、Ethernet Direct 和电缆网络上运行。

在支持 PPPoE 的设备上，可以在部分或全部接口上配置 PPPoE 客户端实例。可以
使用用户名、密码和其它参数配置特定的 PPPoE 实例，然后将该实例绑定到接口
上。当两个 Ethernet 接口 ( 主接口和备份接口 )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时，可以只配
置一个接口，也可以在两个接口上全部配置 PPPoE。

设置 PPPoE
下例讲解如何为 PPPoE 连接定义安全设备的不可信接口，以及如何开始 PPPoE 
服务。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先从 ISP 那里接收为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0/3) 动态分配
的 IP 地址，再为 Trust 区段内的三台主机动态分配 IP 地址。在本例中，安全设备
既充当 PPPoE 客户端又充当 DHCP 服务器。Trust 区段接口必须处于 NAT 模式或
“路由”模式。在本例中，它处于 NAT 模式。

图 78:  PPPoE

在为 PPPoE 服务设立本例中的站点之前，您必须得有以下设备 : 

数字用户线 (DSL) 调制解调器和线缆

ISP 帐户

用户名和密码 (ISP 提供 )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备选 DNS 
服务器

互联网

Trust 接口 : 172.16.30.10/24Untrust (ethernet0/3): DHCP 模式

DHCP 范围 : 
172.16.30.2 - 172.16.30.5

集线器

DSL 
调制解调器

DSL 线路

ISP
DSLAM

AC

安全设备

主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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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和 PPPo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72.16.30.10/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Obtain IP using PPPoE: ( 选择 )
User Name/Password: name/password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要测试 PPPoE 连接，请单击 
Connect。

2. DHCP 服务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选择 DHCP 
Server，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Lease: 1 hour
Gateway: 0.0.0.0
Netmask: 0.0.0.0
DNS#1: 0.0.0.0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DNS#2: 0.0.0.0
Domain Name: ( 保留空白 )

Network > Interfaces > DHCP ( 对于 ethernet0/1) > New Address: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72.16.30.2
IP Address End: 172.16.30.5

注意 : 建立 PPPoE 连接时，ISP 会自动为 Untrust 区段接口和“域名系统”(DNS) 服务器
提供 IP 地址。如果安全设备通过 PPPoE 接收 DNS 地址，则缺省时新的 DNS 设
置会覆盖本地设置。如果不希望新的 DNS 设置取代本地设置，可使用 CLI 命令 
unset pppoe dhcp-updateserver 禁止此行为。

如果配置 Untrust 区段接口使用静态 IP 地址，必须先获得 DNS 服务器的 IP 地
址，然后在安全设备和 Trust 区段的主机上手动输入这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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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安全设备上的 PPPoE
1. 关闭 DSL 调制解调器、安全设备和三台工作站的电源。

2. 打开 DSL 调制解调器。

3. 开启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与 ISP 建立 PPPoE 连接，并通过 ISP 获得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4.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开启工作站。

工作站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它们尝试进行 TCP/IP 连接时，它们
会获得自己的 IP 地址。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与 Untrust 区段建立的每个 TCP/IP 连接都要自动经过 
PPPoE 封装处理。

CLI

1. 接口和 PPPo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72.16.30.1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pppoe interface ethernet0/3
set pppoe username name_str password pswd_str

要测试 PPPoE 连接 : 

exec pppoe connect
get pppoe

2.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72.16.30.2 to 172.16.30.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option lease 60
save

3. 激活安全设备上的 PPPoE
1. 关闭 DSL 调制解调器、安全设备和三台工作站的电源。

2. 打开 DSL 调制解调器。

3. 开启安全设备。

注意 : 使用 DHCP 为 Trust 区段的主机分配 IP 地址时，安全设备会自动将从 ISP 接收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转发给该主机。

如果不通过 DHCP 动态分配主机 IP 地址，必须在每台主机中手动输入 DNS 服务
器的 IP 地址。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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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开启工作站。

工作站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它们尝试进行 TCP/IP 连接时，它们
会获得自己的 IP 地址。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与 Untrust 区段建立的每个 TCP/IP 连接都要自动经过 
PPPoE 封装处理。

在主 Untrust 接口和备份 Untrust 接口上配置 PPPoE
在下例中，将为 Untrust 区段的主接口 (ethernet0/3) 和备份接口 (ethernet0/2) 配置 
PPPoE。

WebUI

1. ethernet0/3 接口的 PPPoE 配置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eth3-pppoe
Bound to interface: ethernet0/3 ( 选择 )
Username: user1
Password: 123456
Authentication: Any ( 选择 )
Access Concentrator: ac-11

2. ethernet0/2 接口的 PPPoE 配置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eth2-pppoe
Bound to interface: ethernet0/2 ( 选择 )
Username: user2
Password: 654321
Authentication: Any ( 选择 )
Access Concentrator: ac-22

CLI

1. ethernet0/3 接口的 PPPoE 配置
set pppoe name eth3-pppoe username user1 password 123456
set pppoe name eth3-pppoe ac ac-11
set pppoe name eth3-pppoe authentication any
set pppoe name eth3-pppoe interface ethernet0/3

2. ethernet0/2 接口的 PPPoE 配置
set pppoe name eth2-pppoe username user2 password 654321
set pppoe name eth2-pppoe ac ac-22
set pppoe name eth2-pppoe authentication any
set pppoe name eth2-pppoe interface ethernet0/2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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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单个接口上的多个 PPPoE 会话
某些安全设备支持为给定的物理接口创建多个 PPPoE 子接口 ( 所有子接口具有相
同的 MAC 地址 )。这种支持允许您与一个 ISP 建立专用网络连接，并使用同一个物
理接口经由另一个 ISP 连接到互联网上。可以使用不同的用户名或域名建立这些连
接或同时连接到不同的 ISP。

一个物理接口中并发 PPPoE 会话的 大数量仅通过设备允许的子接口的数量来限
制。对可支持多个会话的物理接口数量没有进行限制。可以对每个 PPPoE 实例或
会话分别指定用户名、静态 IP、空闲超时、自动连接和其它参数。

要支持 PPPoE 会话，子接口必须是未标记的。未标记的接口使用 encap ( 非 VLAN 
标记 ) 来标识子接口为 VLAN。Encap 将子接口绑定到 PPPoE 封装。通过托管多个
子接口，单个物理接口可以托管多个 PPPoE 实例。由于可配置每个实例转至指定
的“接入集中器”(AC)，因此允许单独实体 ( 例如 ISP) 通过单个接口管理 PPPoE 
会话。有关 VLAN 和 VLAN 标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图 79:  具有多个会话的 PPPoE

在下例中，您将定义三个 PPPoE 实例，并为每个实例指定一个接入集中器 (AC)，
然后启动每个实例。

实例 isp_1，用户名 user1@domain1，密码 swordfish，绑定到接口 
ethernet7。AC 是 isp_1ac。

实例 isp_2，用户名 user2@domain2，密码 marlin，绑定到接口 
ethernet7.1。AC 是 isp_2ac。

实例 isp_3，用户 user3@domain3，密码 trout，绑定到接口 ethernet7.2。
AC 是 isp_3ac。

isp_1ac

单个物理接口 ( 例如 ethernet7)多个子接口

三个 PPPoE 会话

isp_1ac

isp_2ac

isp_3ac

Untrust 区段Trust 区段

三个 PPPoE 实例

ethernet7 接入集中器

isp_2ac

isp_3ac

isp_1

isp_2

isp_3

e7

e7.1

e7.2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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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和子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7):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7.1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7.2
Zone Name: Untrust

2. PPPoE 实例和 AC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isp_1
Enable: Enable
Bound to Interface: ethernet7
Username: user1@domain1
Access Concentrator: isp_1ac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isp_2
Enable: Enable
Bound to Interface: ethernet7.1
Username: user2@domain2
Access Concentrator: isp_2ac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isp_3
Enable: Enable
Bound to Interface: ethernet7.2
Username: user3@domain3
Access Concentrator: isp_3ac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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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 PPPoE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 Connect (for isp_1)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 Connect (for isp_2)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 Connect (for isp_3)

CLI

1. 接口和子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7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7.1 encap pppoe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7.2 encap pppoe zone untrust

2. PPPoE 实例和 AC
set pppoe name isp_1 username user1@domain1 password swordfish
set pppoe name isp_1 interface ethernet7
set pppoe name isp_1 ac isp_1ac
set pppoe name isp_2 username user2@domain2 password marlin
set pppoe name isp_2 interface ethernet7.1
set pppoe name isp_2 ac isp_2ac
set pppoe name isp_3 username user3@domain3 password trout
set pppoe name isp_3 interface ethernet7.2
set pppoe name isp_3 ac isp_3ac
save

3. 启动 PPPoE
exec pppoe name isp_1 connect
exec pppoe name isp_2 connect
exec pppoe name isp_3 connect

PPPoE 和高可用性
支持 PPPoE 的处于主动 / 被动模式下的两台安全设备可以处理 PPPoE 连接的故障
切换。当启动连接时，主设备与备份设备的 PPPoE 状态同步。由于被动设备与主
设备使用同一 IP 地址，因此在其成为主设备后，不必创建新的 PPPoE 连接。因
此，在主设备发生故障后，被动设备可保持与接入集中器的通信。当 PPPoE 接口
支持 VPN 连接，并且在发生故障后必须使用相同的接口 IP 继续保持这些连接时，
这是必要的。有关 HA 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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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密钥

利用此许可密钥功能，无需将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升级为不同的设备或系统
映像，即可对其能力进行扩展。可购买以下类型的密钥 : 

Advanced

Capacity

Extended

Virtualization

GTP

Vsys

IDP

每台安全设备出厂时都已启用了标准功能集，而且可能会支持激活可选功能或提高
现有功能的能力。要了解当前都有哪些功能可以进行升级，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的 新市场文献。

获得并应用许可密钥的过程如下 : 

1. 收集授权代码和设备序列号。

授权代码 : 必需的通行密钥，用于生成并激活您或贵公司为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所购买的许可密钥。注意 : 要生成许可密钥，必须具有“授权代
码”，该“授权代码”并非是实际的许可密钥。

设备序列号 : 唯一的 16 位字符代码，Juniper Networks 用以在生成许可密钥时
标识特定的安全设备。可在设备底部或背面找到设备序列号。还可在 GUI 中的
设备信息部分或在 CLI 上通过执行 "get system" 命令找到序列号。

2. 登录到 Juniper Networks 许可管理系统 (LMS)，网址为 : 
http://www.juniper.net/generate_license，选择 Firewall/IPSec VPN and 
Intrusion Prevention 链接，然后按照系统用户界面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3. Juniper 许可管理系统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提供许可密钥 : 

将许可密钥下载到计算机。

接收含有许可密钥的电子邮件。

4. 按以下方式之一安装许可密钥 : 

WebUI

Configuration > Update > ScreenOS/Keys > 选择 License Key Update 
(Features) > 单击 Browse > 选择具有许可密钥的文件，然后单击 Apply。

CLI

exec license-key key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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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活

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定期收到防病毒 (AV) 模式、深入检查 (DI) 签
名、反垃圾邮件或 web 过滤这些预定服务之前，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订购

注册预定

检索预定密钥

检索预定许可密钥将在所购买的时间段内激活设备上的服务。您的特定服务激活过
程取决于您所购买的服务以及购买这些服务所使用的方法。

试用服务
为了使您能够使用 AV、DI、反垃圾邮件或 Web 过滤服务，安全设备提供了试用
期。在此期限内，设备可以获得临时服务。要从授权服务器中检索符合条件的试用
许可密钥，请使用 exec license-key 更新试用 CLI 命令。

出厂后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一律没有启用 DI 服务。要获得试用的 DI 
服务，必须先启动 WebUI 会话，然后在 Configuration > Update > 
ScreenOS/Keys 上单击 Retrieve Subscriptions Now。随后即可获得期限为一
天的一次性 DI 密钥。

如果购买设备时捆绑了 AV 服务，则该设备已预安装试用服务。此试用服务可
持续长达 60 天。

反垃圾邮件。

出厂后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一律没有启用 web 过滤服务。此功能没
有试用服务。

更新预定密钥
如果安全设备上安装有规定了到期日期的任何软件，设备将定期连接到授权服务器
以检索预定密钥。设备仅在以下所有条件下连接到授权服务器 (“许可管理系统”): 

两个月后密钥到期

一个月后密钥到期

两周后密钥到期

密钥到期

密钥到期后 30 天

小心 : 为避免服务中断，必须在订购后尽早注册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通
过注册，可以确保连续收到订购的服务。

注意 : 要从密钥文件中删除单个许可密钥，请使用 exec license-key delete name_str 
CLI 命令。
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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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有设备或新设备添加防病毒、Web 过滤、反垃圾邮件和深入检查
在订购 AV、web 过滤、反垃圾邮件或深入检查 (DI) 以添加到现有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后，请执行以下步骤激活这些服务 : 

1. 预定后，您将会从 Juniper Networks 或经过授权的 VAR 那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收到授权代码。此代码是一份简单易懂的文档，包含注册您的预订。

2. 请确保设备已注册。如果目前尚未注册，请转到以下站点 : 

http://tools.juniper.net/subreg

3. 为设备注册预定授权代码。

4. 确认设备已连接到互联网。

5. 检索设备的预订密钥。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执行此操作 : 

在 WebUI 中，单击 Configuration > Update > ScreenOS/Keys 上的 
Retrieve Subscriptions Now。

使用 CLI 时，请运行以下命令 : 

exec license-key update

6. 加载密钥后，必须重置设备。

现在即可配置设备自动恢复或手动恢复签名服务。有关为安全设备配置这些服务的
说明，请参阅以下部分 : 

第 4-50 页上的“碎片重组”

第 4-53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

第 4-84 页上的“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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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时钟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应始终设置成正确的时间，这一点很重要。在众多因素
中，您设备上的时间会直接影响 VPN 通道的设置和计划进度的定时。首先，为确
保设备始终维持正确的时间，必须将系统时钟设置为当前时间。接着，可以启用夏
令时 (DST) 选项，并配置不超过三个 (网络时间协议，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服务器 ( 一台主服务器和两台备份服务器 )，设备将通过这些服务器定期更新系统
时钟。

日期和时间
可以使用 WebUI 或 CLI，将时钟设置成当前日期与时间。使用 WebUI 时，会根据
计算机时钟同步系统时钟，从而将系统时钟设置成当前时间。

1. Configuration > Date/Time: 单击 Sync Clock with Client 按钮。

一条弹出消息随即出现，提示您指定是否已在计算机时钟上启用了 DST 选项。

2. 单击 Yes 同步系统时钟并根据 DST 进行调整，或单击 No 同步系统时钟，但
不根据 DST 进行调整。

通过 CLI，使用以下命令手动输入日期和时间，来设置时钟 : 

set clock mm/dd/yyyy hh:mm:ss

夏令时
夏令时 (DST) 是为了节约能源而广泛采用的一种计时制，这种计时制会在夏季的几
个月份将官方当地时间向前调整，使工作和学习任务更多在白天进行。

不同的国家 / 地区遵守不同的 DST。您可以相应地选择适用于您所在国家 / 地区的 
DST 设置。

可以将 DST 调整设置在星期几 ( 例如，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 ) 或特定的日期循环
发生。也可以将 DST 调整设置为不循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针对单个年份
调整 DST 设置。

时区
设置时区时，要指定安全设备当地时间早于或晚于 GMT (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 的小
时数。例如，如果设备的当地时区是“太平洋标准时间”，则它要比 GMT 时间晚 
8 小时。因此必须将时钟设置为 -8。

如果使用 WebUI 设置时区 : 

Configuration > Date/Time > Set Time Zone_hours_minutes from GMT

如果使用 CLI 设置时区 : 

device -> set clock timezone number (-12 到 12 之间的数字 )

或

device-> set ntp timezone number (-12 到 12 之间的数字 )
系统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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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间协议
为确保安全设备始终保持正确时间，可以使用“网络时间协议”(NTP) 通过互联网
来同步系统时钟与 NTP 服务器的时钟。您可以手动同步，也可以配置设备在指定
的时间间隔自动执行同步。

配置多个 NTP 服务器

一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 多可以配置三台 NTP 服务器 : 一台主服务器
和两台备份服务器。如果配置安全设备自动同步系统时钟，设备会按顺序查询配置
的 NTP 服务器。设备总是 先查询主 NTP 服务器。如果查询失败，设备会继续查
询第一台备份 NTP 服务器，依此类推，直到从设备上配置的某台 NTP 服务器那里
得到有效回复。对于每台 NTP 服务器，设备 多尝试四次查询。如果仍得不到有
效回复，设备将终止更新，并在日志中留下失败记录。

手动同步系统时钟时，只能使用 CLI，可以指定特定的 NTP 服务器，也可以一个都
不指定。如果指定了 NTP 服务器，安全设备会只查询该服务器。如果不指定 NTP 
服务器，设备将按顺序查询设备上配置的每台 NTP 服务器。可以使用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指定 NTP 服务器。

配置备份 NTP 服务器

可根据需要，将单个接口指定为源地址从而将来自设备的 NTP 请求经由 VPN 通道
引导至主 NTP 服务器或备份服务器。在其它的接口类型中，可选择回传接口以执
行此功能。

安全设备从源接口发送 NTP 请求，并可选择在向 NTP 服务器发送 NTP 请求时，使
用加密的、预共享密钥。密钥提供验证。

在下面的示例中，通过分别为每台服务器指定一个 IP 地址来配置主 NTP 服务器和
两个备份 NTP 服务器。接下来，将每台服务器设置为从 Trust 接口发送 NTP 请
求。之后，为每台服务器设置密钥 ID 和预共享密钥。

WebUI

Configuration > Date/Tim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rimary Server IP/Name: 1.1.1.1
Primary server Key ID: 10
Source Interface: 从列表中选择 Trust。
Preshared Key: !2005abc
Backup Server1 IP/Name: 1.1.1.2
Primary server Key ID: 10
Source Interface: 从列表中选择 Trust。
Preshared Key: !2005abc
Backup Server2 IP/Name: 1.1.1.3
Primary server Key ID: 10
Source Interface: 从列表中选择 Trust。
Preshared Key: !2005abc
系统时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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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ntp server 1.1.1.1
set ntp server backup1 1.1.1.2
set ntp server backup2 1.1.1.3
set ntp server src-interface trust
set ntp server backup1 src-interface trust
set ntp server backup2 src-interface trust
set ntp server key-id 10 pre-share-key !2005abc
set ntp server backup1 key-id 10 pre-share-key !2005abc
set ntp server backup2 key-id 10 pre-share-key !2005abc
save

大时间调整

对于自动同步，可以指定 大时间差值 ( 单位为秒 )。 大时间差值是指安全设备
系统时钟与收到的 NTP 服务器时间之间允许的时间差。仅当设备时钟与 NTP 服务
器时间的时间差小于设置的 大时间差值时，设备才会按照 NTP 服务器的时间调
整时钟。例如，假设 大时间差值为 3 秒，设备系统时钟的时间为 4:00:00，NTP 
服务器发送的时间为 4:00:02，由于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在允许范围内，因此设备会
更新其时钟。如果时间差大于设定值，设备不会同步时钟，而是继续试着查询设备
上配置的第一个 NTP 服务器。如果尝试查询所有配置的 NTP 服务器之后，设备仍
未收到有效回复，设备会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一条错误消息。此功能的缺省值为 3 
秒，取值范围从 0 ( 无限制 ) 到 3600 ( 一小时 )。

手动同步系统时钟时，只能使用 CLI，此时安全设备不验证 大时间调整值。反
之，设备收到有效值后，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访问的 NTP 服务器、时间差以
及使用的验证方法类型。该消息还会要求您确认或取消对系统时钟的更新。

如果安全设备收不到回复，则会显示超时消息。仅当设备尝试访问设备上配置所有
的 NTP 服务器失败后，才会出现此消息。

NTP 与 NSRP
“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中包含一种机制，用于同步 NSRP 集群成员的系统
时钟。尽管同步操作以秒为单位，但 NTP 服务器却采用次秒级的定时机制。由于
处理延迟，可能导致每个集群成员的时间相差几秒。当两个集群成员同时启用 
NTP 时，Juniper Networks 会建议您禁用 NSRP 时间同步，因为这两个成员要通过 
NTP 服务器更新各自的系统时钟。要禁用 NSRP 时间同步功能，请输入 set ntp 
no-ha-sync CLI 命令。

注意 : 使用 CLI 发出请求时，在键盘上按下 Ctrl-C 后，可以取消当前请求。
系统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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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TP 服务器设置 大时间差值

在下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通过 NTP 服务器每隔五分钟更新一次时钟，NTP 服务
器的 IP 地址为 1.1.1.1、1.1.1.2 和 1.1.1.3。还需将 大时间差值设置为 2 秒。

WebUI

Configuration > Date/Tim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utomatically synchronize with an Internet Time Server (NTP): ( 选择 )
Update system clock every minutes: 5
Maximum time adjustment seconds: 2
Primary Server IP/Name: 1.1.1.1
Backup Server1 IP/Name: 1.1.1.2
Backup Server2 IP/Name: 1.1.1.3

CLI

set clock ntp
set ntp server 1.1.1.1
set ntp server backup1 1.1.1.2
set ntp server backup2 1.1.1.3
set ntp interval 5
set ntp max-adjustment 2
save

保护 NTP 服务器

可以使用基于 MD5 的校验和算法验证 NTP 封包，以此来保护 NTP 信息流。同时
不需要创建 IPSec 通道。这种验证方法能确保 NTP 信息流的完整性。该方法不能
阻止外来者查看数据，但可以防止任何人篡改数据。

要启用 NTP 信息流的验证机制，必须为安全设备上配置的每个 NTP 服务器分配唯
一的密钥 ID 和预共享密钥。密钥 ID 和预共享密钥用于生成校验和，安全设备和 
NTP 服务器通过校验和来验证数据。

表 38 介绍了 NTP 信息流的两种认证方法。

表 38:  NTP 信息流认证

类型 说明

必需 选中后，安全设备必须在发送给 NTP 服务器的所有封包中加入验证信息 ( 密钥 ID 
和校验和 )，还必须验证从 NTP 服务器接收的所有 NTP 封包。安全设备和 NTP 服
务器的管理员必须先交换密钥 ID 和预共享密钥，然后才能验证安全设备与 NTP 
服务器之间往来的信息流。必须手动交换验证信息，例如采取电子邮件、电话等
不同方法。

首选 选择后，安全设备必须先以 Required 模式运行，然后才能尝试认证所有 NTP 信
息流。如果所有验证尝试都失败，安全设备将返回正常模式运行。同时向 NTP 服
务器发送一个不含密钥 ID 和校验和的封包。实际上，尽管安全设备会优先执行验
证，但即使验证失败，设备仍允许 NTP 信息流的往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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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提供不同的方法来管理设备，既可本地管理，也可远程管
理。第 3 卷 : 管理包括以下各节 :

第 1 章，“管理”说明本地和远程管理安全设备的不同的可用方法。本章还解
释了，属于可被定义的四个网络管理员级别中的每一个级别的特权。

第 2 章，“监控安全设备”说明各种监控方法，并对解释监控输出提供指导。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i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ix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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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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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文档约定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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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mailto: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第 1 章

管理

本章介绍了多种管理方法及工具、保障管理流量安全的方法，以及可以指派给 
admin 用户的管理特权级别。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第 9 页上的“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第 20 页上的“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第 25 页上的“控制管理性流量”

第 29 页上的“管理的级别”

第 31 页上的“定义 Admin 用户”

第 33 页上的“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第 46 页上的“密码策略”

第 48 页上的“创建登录标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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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可以使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来配置和管理适用于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的软件。图 2 显示了 WebUI 窗口。左边面板包含导航菜单，而右边面板显示导航
窗口。

图 2:  WebUI

要使用 WebUI，必须具备以下应用程序和连接 :

Netscape Communicator (版本 4.7 或更高版本) 或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 版本 5.5 或更高版本 )

到安全设备的 TCP/IP 网络连接

WebUI 帮助
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 WebUI 帮助文件 
http://help.juniper.net/help/english/screenos_version
( 例如，http://help.juniper.net/help/english/5.3)。

还有另行存放“帮助”文件的选项。您可能需要在本地存储它们，并将 WebUI 指
向管理员的工作站或本地网络上一个安全的服务器。倘若您无法访问互联网，可以
在本地存储“帮助”文件以备使用。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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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帮助文件复制到本地驱动器

“帮助”文件在文档 CD 上。可将 WebUI 修改为指向本地 CD 驱动器中 CD 上的
“帮助”文件。也可以将文件从 CD 复制到本地网络上的服务器或工作站上另一个
驱动器，并配置 WebUI 从以上位置调用“帮助”文件。

1. 在工作站的 CD 驱动器中加载文档 CD。

2. 导航到该 CD 驱动器，然后复制名为 help 的目录。

3. 找到要存储的 Help 目录并将此 Help 目录粘贴到该位置。

将 WebUI 指向新的帮助位置

现在必须重新定向 WebUI，使其指向 Help 目录的新位置。更改新文件路径的缺省 
URL，其中 path 是从管理员工作站到 Help 目录的具体路径。

1.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在 Help Link Path 字段中，替换缺省
的 URL:

http://help.juniper.net/help/english/screenos_version

为

( 对于本地驱动器 ) file://path…/help

或

( 对于本地服务器 ) http://server_name…/path/help

2. 单击 Apply。

当单击 WebUI 右上角的 help 链接时，此设备使用您在 Help Link Path 字段中
指定的新路径来找到合适的“帮助”文件。

超文本传输协议
如果您使用标准的浏览器，则可通过使用“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远程访问、
监控和控制网络安全配置。

可通过在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中封装 HTTP 管理流量或通过“安全套接字层”
(SSL) 协议来保障它的安全。还可以通过将管理流量与网络用户流量完全分离来进
一步保障它的安全。要进行此操作，您可以通过 MGT 接口运行所有管理流量 ( 在
某些安全设备上适用 )，或者将某个接口绑定到 MGT 区段并使其专用于管理流量。

注意 : 如果您要从文档 CD 直接运行“帮助”文件，则可以忽略此过程。继续第 3 页上
的“将 WebUI 指向新的帮助位置”。

注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安全套接字层”、第 38 页上的“用于管理
信息流量的 VPN 通道”和第 25 页上的“MGT 和 VLAN1 接口”。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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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ID
安全设备为每个 HTTP 管理会话分配一个唯一的会话 ID。对于支持虚拟系统 (vsys) 
的安全设备而言，该 ID 在所有系统 ( 根和 vsys) 上都是全局唯一的。

每个会话 ID 是一个 39 字节的数字，是由五个伪随机生成的数字组合而成的。该 
ID 生成过程的随机性 ( 相对于简单的数字增量方案而言 ) 使得几乎不可能预测该 
ID。此外，这种随机性与 ID 的长度相结合，使得两个并发管理会话绝对不太可能
出现偶然相同的 ID。

以下是会话 ID 为管理员提供的两个优点 :

图 3 说明了对于为所有出站数据包指派了相同的源 IP 地址的 NAT 设备，安全
设备如何从其多个管理员中辨别出并发的会话。

图 3:  带 NAT 设备的会话 ID

图 4 说明了安全设备如何区分从同一个源 IP 地址到根系统和不同虚拟系统的
并发根级管理会话。

图 4:  带源 IP 地址的会话 ID

Admin-B
源 IP 地址 : 
10.2.2.6 

设备为每个会话
分配一个唯一的 
ID 号，因此可以
彼此加以区分。

NAT 设备

DST

DSTSRC

SRC

SRC

SRC DST

DST

将所有源 IP 地址
转换为 10.1.1.2

安全设备

接口 IP 地址 : 
10.1.1.1/24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2.2.2.5 1.1.1.1

10.1.1.110.2.2.5 10.1.1.110.2.2.5

2.2.2.5 1.1.1.1

Admin-A 的
源 IP 地址 : 
10.2.2.5

根 Admin
2.2.2.5

ROOT

VSYS1

VSYS2

根系统
1.1.1.1

1.1.1.1

安全设备

设备为每个会话分配
一个唯一的 ID 号，并
因而能为不同根系统
和虚拟系统区分同一
主机的每个会话。

数据

数据

数据

1.1.1.1

1.1.1.1

2.2.2.5

2.2.2.5

2.2.2.5

SRC 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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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接字层
“安全套接字层”(SSL) 是一套协议，此套协议为在 TCP/IP 网络上通信的 Web 客
户端和 Web 服务器之间提供安全的连接。SSL 由“SSL 握手协议”(SSLHP) 和
“SSL 记录协议”(SSLRP) 组成，通过前者客户端和服务器可进行相互认证以及协
商加密方法，后者向更高级的协议 ( 如 HTTP) 提供基本安全服务。这两个协议在
“开放式系统互连”(OSI) 模式下的以下两个层中运行 :

应用程序层 ( 第 7 层 ) 中的 SSLHP

演示层 ( 第 6 层 ) 中的 SSLRP

SSL 不依赖应用程序协议，而是使用 TCP 来提供安全服务 ( 请参阅图 5)。SSL 首先
使用证书认证服务器或客户端及服务器，然后在会话期间对发送的流量进行加密。
ScreenOS 仅支持服务器 ( 安全设备 ) 的认证，不支持客户端 ( 尝试通过 SSL 连接到
安全设备的管理员 ) 的认证。

图 5:  SSL 客户端到服务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将使用 HTTP ( 缺省端口 80) 的管理信息流重定向到 
SSL ( 缺省端口 443)。SSL 的缺省证书是自动生成的自签名证书，不过如果需要，
可在以后使用另一不同证书。由于 SSL 与 PKI 密钥 / 证书管理集成在一起，所以可
从证书列表的任意项中选择 SSL 证书。还可将相同的证书用于 IPSec VPN。

Alice (SSL 客户端 ) 联络要登录的安全设备 (SSL 服务器 )。

设备发送给 Alice 一个证书，并建议他们使用秘密密钥加密
方法 (3DES、DES、RC4 或 RC4-40)、压缩方法 (PKZip 或 gzip) 
和散列算法 (SHA-1 或 MD5)。

Alice 用证书中的公开密钥对随机数进行加密，并将其与她接受的建议
项列表一同发回。 ( 其间， Alice 使用该随机数和已达成一致的秘密密
钥加密方法来创建秘密密钥。 )

安全设备
(SSL 服务器 )

Alice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
 (SSL 客户端 )

设备使用其私有密钥对该数进行解密。然后使用该数和已达成
一致的秘密密钥加密方法来创建秘密密钥。

Alice 和安全设备使用其共享的秘密密钥对相互间的信息流进行加密。同时使用
已达成一致的压缩方法压缩数据，使用已达成一致的散列算法对用于提供消息
完整性的数据进行散列处理。

注意 : 有关将管理 HTTP 信息流重定向到 SSL 的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 “将 HTTP 重
定向到 SSL”。有关自签名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5-34 页上的 “自签证书”。有
关获得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5-22 页上的 “证书和 CRL”。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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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的 ScreenOS 实现提供了以下功能、兼容性和集成 :

SSL 服务器认证 (并非 SSL 服务器与客户端认证 )，也即，安全设备向尝试通过 
SSL 连接的管理员进行自我认证，但管理员不使用 SSL 向设备进行自我认证

SSL 版本 3 兼容性 ( 不是版本 2)

与 Netscape Communicator 4.7x 及更高版本和 Internet Explorer 5.x 以后版本
的兼容性

“公开密钥基础”(PKI) 密钥管理集成 ( 请参阅第 5-17 页上的“公开密钥密码
术”)

以下 SSL 加密算法 :

使用 40 位密钥的 RC4-40

使用 128 位密钥的 RC4

DES: 使用 56 位密钥的数据加密标准

3DES: 使用 168 位密钥的三重 DES

与 VPN 相同的 SSL 认证算法 :

“消息整理”版本 5 (MD5) - 128 位密钥

“安全散列算法”版本 1 (SHA-1) - 160 位密钥

SSL 配置

设置 SSL 的基本步骤如下 :

1. 利用安全设备在其初始启动期间自动生成的自签名证书，创建另一自签名证
书，或者获取 CA 签名证书并将其加载到该设备。

注意 : RC4 算法总是与 MD5 成对的，而 DES 和 3DES 总是与 SHA-1 成对。

注意 : 检查您的浏览器，以查看加密方法的可靠性及浏览器支持的加密方法。( 安全设
备和您的浏览器必须支持用于 SSL 的相同种类及大小的密码。) 在 Internet 
Explorer 5x 中，单击帮助，然后单击关于 Internet Explorer，然后阅读关于密码
长度的部分。要获得高级的安全数据包，请单击更新信息。在 Netscape 
Communicator 中，单击帮助，然后单击关于 Communicator，然后阅读关于 
RSA 的部分。要更改 SSL 配置设置，请依次单击 Security Info、Navigator、
Configure SSL v3。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34 页上的“自签证书”。有关请求并加载证书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5-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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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用 SSL 管理。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SL: ( 选择 )
Port: 使用缺省端口号 (443) 或将其更改为另一端口。
Certificat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要使用的证书。
Cipher: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要使用的密码。

CLI

set ssl port num
set ssl cert id_num
set ssl encrypt { { 3des | des } sha-1 | { rc4 | rc4-40 } | md5 }
set ssl enable
save

3. 配置接口，通过该接口您可管理安全设备，以允许进行 SSL 管理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要管理的接口 ): 选中 SSL 管理服务复选框，
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anage ssl
save

4. 通过 SSL 端口连接到安全设备。当您为管理安全设备而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
输入 IP 地址时，请将 http 更改为 https，然后在 IP 地址后面输入冒号及 
HTTPS (SSL) 端口号 ( 如果已更改其缺省值 )。例如 :

https://123.45.67.89:1443。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会启用 SSL。

注意 : 如果更改 SSL 端口号，则 admin 在其浏览器中输入 URL 时需要指定该非缺省端
口号。

注意 : 要获取证书的 ID 号，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ert。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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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HTTP 重定向到 SSL
如图 6 中所示，安全设备可将使用 HTTP ( 缺省端口 80) 的管理信息流重定向到 
SSL ( 缺省端口 443)。

在 SSL 握手期间，安全设备将其证书发送给 Alice。Alice 用证书中包含的公开密钥
对随机数进行加密，并将其发回给该设备，该设备使用其私有密钥对该数进行解
密。然后，参与双方使用共享随机数和协商的秘密密钥加密方法 (3DES、DES、
RC4 或 RC4-40) 创建共享秘密密钥，用来对相互间的信息流进行加密。同时使用已
达成一致的压缩方法 (PKZip 或 gzip) 压缩数据，使用已达成一致的散列算法 
(SHA-1 或 MD-5) 对用于提供消息完整性的数据进行散列处理。

图 6:  将 HTTP 重定向到 SSL

要启用重定向并对 SSL 使用缺省自动生成的自签名证书，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Redirect HTTP to HTTPS: ( 选择 )
Certificate: Default - System Self-Signed Cert

CLI

set admin http redirect
save

虽然 HTTP 不具备 SSL 的安全性，但可以配置安全设备，使其不重定向 HTTP 信息
流。要禁用 HTTP 到 SSL 重定向机制，请清除 WebUI 中的 Redirect HTTP to HTTPS 
选项，或输入 unset admin http redirect CLI 命令。

Alice
(NetScreen

Admin)

安全设备

目的端口 443

目的
端口 
80

已加密

HTTP-Get

HTTP-Get

HTTP-Reply

SSL 握手

明文

从 HTTP 重定向到 
HTTPS 的指令

注意 : 不必通过输入 CLI 命令来应用与 SSL 一同使用的自动生成的自签名证书，因为在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会将其应用于 SSL。如果您先前已指派另一证书与 SSL 一同
使用，但现在想要使用缺省证书代替上述证书，那么您必须使用 unset ssl cert 
id_num 命令删除其它证书，该命令中的 id_num 是先前指派证书的 ID 号。
通过 Web 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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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高级管理员可通过使用命令行界面 (CLI) 进行更好的控制。要为安全设备配置 
CLI，可使用任何仿真 VT100 终端的软件。如果使用终端机仿真器，可使用 
Windows、UNIX 或 Macintosh 操作系统中的控制台来配置安全设备。要通过 CLI 
进行远程管理，可使用 Telnet 或“安全外壳”(SSH)。要通过控制台端口进行直接
连接，可使用 "HyperTerminal"。

Telnet
Telnet 是一个登录及终端仿真协议，该协议使用客户端 / 服务器关系连接到 TCP/IP 
网络上的网络设备并进行远程配置。管理员在管理工作站上运行 Telnet 客户端程
序并与安全设备上 Telnet 服务器程序创建连接。登录后，管理员可发出 CLI 命
令，将其发送到安全设备上的 Telnet 程序，对设备进行有效的配置，好像通过直
接连接运行一样。使用 Telnet 管理安全设备需要以下应用程序和连接 :

管理工作站上的 Telnet 软件

到安全设备的以太网连接

图 7 说明了建立 Telnet 连接的设置过程。

图 7:  建立 Telnet 连接

为了 大限度地减少未授权用户登录到设备上的机会，可以限制安全设备终止 
Telnet 会话之前所允许的不成功登录的次数。此限制也可以预防某些类型的攻击，
例如自动化的词典式攻击。

缺省情况下，在关闭 Telnet 会话之前，设备 多允许三次不成功的登录尝试。要
更改此数目，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admin access attempts number

注意 : 有关 ScreenOS CLI 命令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1. Telnet 客户端将 TCP 连接请求发送到安全设备
上的端口 23 ( 充当 Telnet 服务器 )。

2.设备提示客户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进行登录。

3. 客户端发送他的用户名和密码 (VPN 通道中
明文或加密的密码 )。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此限制。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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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Telnet 连接的安全
可以通过将 Telnet 流量与网络用户流量完全分离来保证其安全。根据安全设备模
式，可通过 MGT 接口或将一个接口 ( 例如，DMZ) 完全专用于管理流量来运行所有
的管理流量。

此外，为了确保管理用户在通过 Telnet 管理安全设备时所用的是一个安全的连
接，可以要求这类用户仅通过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来执行 Telnet 连接。在设置
了此限制后，如果有任何人尝试不通过 VPN 通道进行 Telnet 连接，该设备将拒绝
其访问。

要限制通过 VPN 进行 Telnet 访问，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admin telnet access tunnel

安全外壳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中内置的“安全外壳”(SSH) 服务器提供一种方法，凭
借这种方法，管理员可通过使用能识别 SSH 的应用程序，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来远
程管理该设备。SSH 允许安全地打开远程的命令外壳并执行这些命令。通过 SSH 
可以防止 IP 或 DNS 欺骗攻击以及密码或数据拦截。

您可以选择在设备上运行 SSH 版本 1 (SSHv1) 或运行 SSH 版本 2 (SSHv2) 服务器。
普遍认为 SSHv2 比 SSHv1 更安全，而且其目前正被制定为 IETF 标准。但是，
SSHv1 已被广泛配置和普遍应用。注意 SSHv1 和 SSHv2 彼此并不兼容。也就是
说，不能使用 SSHv1 客户端连接到安全设备上的 SSHv2 服务器，反之亦然。客户
端控制台或终端应用程序必须运行与服务器相同的 SSH 版本。图 8 描述了 SSH 信
息流。

图 8:  SSH 信息流

注意 : 有关 VPN 通道的信息，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此限制。

SSH 客户端 互联网

管理员的工作站

加密的管理流量 ScreenOS

SSH 服务器

安全设备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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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说明了基本的 SSH 连接过程。

图 9:  SSH 连接

在一个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一次 多只允许五个 SSH 会话。

客户端要求

如第 10 页上的“安全外壳”所述，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运行与安全设备上的服务
器相同的 SSH 版本。必须配置 SSHv2 客户端以请求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算法
和“数字签名算法”(DSA)，用于公开密钥设备认证。必须配置 SSHv1 客户端以请
求 RSA 用于公开密钥设备认证。

1. SSH 客户端将 TCP 连接请求发送到安全设备上的
端口 22 ( 充当 SSH 服务器 )。

2. 设备与客户端交换关于它们支持的 SSH 版
本的信息。

3. 设备发送其主机和服务器密钥的公开组件、cookie 及
其支持的加密和认证算法。

4. 客户端创建一个会话密钥，并使用主机和服务器密
钥的公开组件对其进行加密，然后将会话密钥发送
到设备。

5. 设备用其私有密钥签署该会话密钥，并将签名后的会话
密钥发送到客户端。客户端用密钥交换过程中生成的会
话密钥验证该签名。一个安全的通道创建完成。

6. 设备发信号通知 SSH 客户端以提示 终用户认证信息。

7. 客户端加密用户名和密码或 PKA 密钥的公开组件，
然后将其发送进行认证。

主机密钥 : 用于对客户端进行安全设备 /vsys 认
证和对会话密钥进行加密的公开 / 私有密钥对
公开密钥组件。 ( 每个 vsys 都有其主机密钥。 )
主机密钥永久绑定到设备 /vsys 上。

服务器密钥 : 用于对会话密钥进行加密的临时 
RSA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 在缺省情况下，设备
每隔一小时为每个 vsys 生成一个新密钥对。 )

会话密钥 : 在建立连接期间客户端与设备共同
创建的临时秘密密钥 (DES 或 3DES) 用来对通
信进行加密 ( 会话结束时，它将被废除 )。

PKA 密钥 : 驻留于 SSH 客户端的持久的 RSA 公
开 / 私有密钥对。启动 SSH 连接之前，还必须
在安全设备上加载客户端的公开密钥，并且必
须将 PKA 密钥绑定到 admin 用户。

注意 :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 一套加密的密钥，
由其中一个密钥加密的信息只能使用另一个密
钥解密。

密钥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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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的基本 SSH 配置

以下是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SSH 的基本步骤 :

1. 确定将密码还是“公开密钥认证”(PKA) 用于 SSH。如果使用 PKA，则在进行 
SSH 连接之前，必须将 PKA 密钥绑定到管理员用户上。有关使用密码或 PKA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认证”。

2. 确定需要在安全设备上启用哪个 SSH 版本。( 切记 : 客户端应用程序和设备上
的 SSH 服务器必须运行相同的 SSH 版本。) 如果您在前一 ScreenOS 版本的设
备上启用了 SSH，则现在在启用 SSH 时将运行 SSHv1。要查看设备上哪个 
SSH 版本是活动的但未启用，请输入 get ssh CLI 命令 :

device> get ssh
SSH V1 is active
SSH is not enabled
SSH is not ready for connections
Maximum sessions: 8
Active sessions: 0

在以上所示的输出中，SSHv1 是活动的，并且在启用 SSH 时运行。如要使用
不同的 SSH 版本，请确保删除用前一版本创建的所有密钥。例如，要清除 
SSHv1 密钥并使用 SSHv2，请输入下列 CLI 命令 :

device> delete ssh device all

出现以下消息 :

SSH disabled for vsys: 1
PKA key deleted from device: 0
Host keys deleted from device: 1
Execute the 'set ssh version v2' command to activate SSH v2 for the device

要使用 SSHv2，请输入下列 CLI 命令 :

device-> set ssh version v2

3. 如果不想将端口 22 ( 缺省端口 ) 用于 SSH 客户端连接，可以指定 1024 至 
32767 之间的一个端口号。

device-> set admin ssh port 1024

注意 : 设置 SSH 版本并不会在安全设备上启用 SSH。

注意 : 也可以使用 WebUI 来更改端口号，并在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页面上启用 SSHv2 和 SCP。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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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根系统或虚拟系统启用 SSH。关于以每个 vsys 为基础启用和使用 SSH 的其
它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SSH 和 Vsys”。

为根系统启用 SSH:

device-> set ssh enable

要为 vsys 启用 SSH，需要先进入该 vsys，然后启用 SSH:

device-> set vsys v1
device(v1)-> set ssh enable

5. 在 SSH 客户端将要从中实现连接的界面上启用 SSH。

device-> set interface manage ssh

6. 将安全设备上生成的主机密钥分配到 SSH 客户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主机密钥”。

认证

管理员可通过两种认证方法之一使用 SSH 连接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

密码认证 : 需要进行配置或监控安全设备的管理员通常使用此方法。SSH 客户
端启用 SSH 连接到设备。如果在接收连接请求的接口上启用 SSH 可管理性，
则设备用信号通知 SSH 客户端，以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SSH 客户端
收到此信息后，会将之发送到设备，它将其与 admin 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
码进行比较。如果它们匹配，设备就认证此用户。如果它们不匹配，设备就拒
绝连接请求。

公开密钥认证 (PKA): 此方法增强了密码认证的安全性并允许自动运行脚本。
SSH 客户端不发送用户名和密码，而是发送用户名和公开 / 私有密钥对的公开
密钥组件。设备将其与四个公开密钥 ( 可绑定到 admin) 进行比较。如果其中
一个密钥匹配，设备就认证此用户。如果其中没有一个匹配，设备就拒绝连接
请求。

这两种认证方法都需要在 SSH 客户端登录前建立一个安全的连接。SSH 客户端与设
备建立 SSH 连接后，他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或用户名和公开密钥认证他自己。

密码认证和 PKA 需要在设备上为 admin 用户创建一个帐户，然后在接口上通过要
管理的设备 ( 通过 SSH 连接进行管理 ) 启用 SSH 可管理性。( 有关创建 admin 用户
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定义 Admin 用户”。) 密码认证方法不需要在 
SSH 客户端上进行任何其它设置。

注意 : 所支持的认证算法是用于 SSHv1 的 RSA 和用于 SSHv2 的 DSA。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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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为 PKA 作准备，必须首先执行以下任务 :

1. 在 SSH 客户端上，使用密钥生成程序来生成公开和私有密钥对。( 该密钥对是
用于 SSHv1 的 RSA 或用于 SSHv2 的 DSA。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SH 客户端
应用程序文档。)

2. 将公开密钥从本地 SSH 目录移动到 T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然后运行 TFTP 
程序。

3. 登录到设备，以便可通过 CLI 对其进行配置。

4. 要将公开密钥从 TFTP 服务器加载到设备，请输入以下 CLI 命令之一 :

对于 SSHv1:

exec ssh tftp pka-rsa [ username name ] file-name name_str ip-addr 
tftp_ip_addr

对于 SSHv2:

exec ssh tftp pka-dsa [ user-name name ] file-name name_str ip-addr 
tftp_ip_addr

username 或 user-name 选项仅用于根 admin，因此只有根 admin 可以将 
RSA 密钥绑定到另一个 admin。当您 - 作为根 admin 或可读 / 写 admin - 只输
入命令没有输入用户名时，设备将密钥绑定到您自己的 admin 帐户；即它绑
定密钥到输入命令的 admin。

当管理员尝试通过已启用 SSH 可管理性的界面上的 SSH 登录时，设备会首先检查
是否公开密钥被绑定到那个管理员。如果是这样的话，设备就使用 PKA 认证此管
理员。如果某个公开密钥没有被绑定到管理员，那么设备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强制 admin 只使用 PKA 方法 : set admin ssh password 
disable username name_str。) 无论您要管理员使用哪种认证方法，当您初次定义
他或她的帐户时，仍然要定义密码，即使后来将公开密钥绑定到此用户 ( 该密码才
无效 )。

注意 : 如果要使用 PKA 进行自动登录，则必须在 SSH 客户端加载一个代理程序，以加密 
PKA 公开 / 私有密钥对的私有密钥组件，并在存储器中保存私有密钥的加密版本。

注意 : 也可以将公开密钥文件的内容直接粘贴到 CLI 命令 set ssh pka-rsa [ username 
name_str ] key key_str ( 对于 SSHv1) 或 set ssh pka-dsa [ user-name name_str ] 
key key_str ( 对于 SSHv2) 中，粘贴到显示变量 key_str 的位置，或粘贴到 WebUI 
的 Key 字段中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SSH PKA)。但是，
CLI 与 WebUI 有大小限制 : 公开密钥大小不可超过 512 位。通过 TFTP 加载密钥
时，不存在此限制。

注意 : 对于每个 admin 用户，安全设备可支持四个 PKA 公开密钥。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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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和 Vsys
对于支持 vsys 的安全设备，可以每个 vsys 为基础启用和配置 SSH。每个 vsys 都有
其本身的主机密钥 ( 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主机密钥”)，并为系统的 admin 维护和
管理 PKA 密钥。

大的 SSH 会话数是一个设备级的限值，其值依赖于平台，为 2 至 24 之间。如果
登录到该设备上的 SSH 客户端数目已达到 大，则其它 SSH 客户端不能再登录到
该 SSH 服务器。根系统和 vsys 共享同一 SSH 端口号。这就意味着 : 如果更改了 
SSH 端口的默认端口号 22，则所有 vsys 的 SSH 端口也被更改。

主机密钥

主机密钥允许安全设备将自身标识为一个 SSH 客户端。在支持虚拟系统 (vsys) 的
设备上，每个 vsys 都有其本身的主机密钥。在 vsys ( 对于支持 vsys 的设备 ) 或在
设备上首次启用 SSH 时，将生成该 vsys 或设备的唯一的主机密钥。该主机密钥被
永久绑定到 vsys 或设备上，并且如果在禁用了 SSH 后再次启用 SSH，则仍将使用
同一主机密钥。

设备上的主机密钥必须用下面两种方式之一分配到 SSH 客户端 :

手动 - 根或 vsys admin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将主机密钥发送给客户端 
admin 用户。接收 admin 将该主机密钥存储在 SSH 客户端系统中相应的 SSH 
文件中。(SSH 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该文件位置和格式。)

自动 - 当 SSH 客户端连接到设备时，SSH 服务器将主机密钥未加密的公开组件
发送给客户端。SSH 客户端搜索其本地主机密钥数据库，以查看所接收到的主
机密钥是否已映射到设备的地址上。如果主机密钥是未知的 ( 在客户端的主机
密钥数据库中没有设备地址的映射 )，则 Admin 用户也许能决定是否接受该主
机密钥。否则连接将被终止。( 有关接受未知的主机密钥的信息，请参阅相应
的 SSH 客户端文档。)

为了验证 SSH 客户端已接收到了正确的主机密钥，客户端系统上 Admin 用户可以
生成所收到的主机密钥的 SHA 散列。然后客户端 Admin 用户可以将该 SHA 散列
与设备上的 SHA 散列进行比较。在设备上，可以通过执行 CLI 命令 get ssh 
host-key 来显示主机密钥的 SHA 散列。

范例 : SSHv1 使用 PKA 进行自动登录

在此范例中，请您 ( 作为根 admin) 为自动运行脚本的远程主机设置 SSHv1 公开密
钥认证 (PKA)。此远程主机访问设备的唯一目的是每天晚上下载配置文件。由于自
动进行认证，因此 SSH 客户端登录到设备时无须人员操作。

您定义了一个 admin 用户帐户，名为 cfg，密码为 cfg，还有读写权限。可在接口 
ethernet1 (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 上启用 SSH 可管理性。

您以前已经在 SSH 客户端上使用过密钥生成程序以生成 RSA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将文件名为 "idnt_cfg.pub" 的公开密钥文件移动到 T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中，然后
运行 TFTP 程序。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0.1.1.5。

注意 : 当您在单个设备上部署了大量的虚拟系统时，请注意此类情况 : 如果许多或所有 
Vsys Admin 都使用 SSH，则可能会填满为 PKI 对象预留的存储空间。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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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cfg
New Password: cfg
Confirm Password: cfg
Privileges: Read-Write ( 选择 )
SSH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在 Service Options 中选择 
SSH，然后单击 OK。

CLI

set admin user cfg password cfg privilege all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sh
exec ssh tftp pka-rsa username cfg file-name idnt_cfg.pub ip-addr 10.1.1.5
save

安全复制
安全副本 (SCP) 提供了一个途径，使远程客户端能使用 SSH 协议与安全设备交换
文件。(SSH 协议给 SCP 连接提供认证、加密和数据完整性。) 设备作为 SCP 服务
器，接受来自远程主机上 SCP 客户端的连接。

SCP 要求在开始文件传输之前对远程客户端进行认证。SCP 认证过程与用于认证 
SSH 客户端的过程完全相同。可以用密码或 PKA 密钥来认证 SCP 客户端。一旦认
证该 SCP 客户端后，就可以与设备交换一个或多个文件。SCP 客户端应用程序确
定用于指定源和目的地文件名的准确方法；请参阅 SCP 客户端应用程序文档。

在设备上，缺省情况下禁用 SCP。要启用 SCP，必须同时启用 SSH。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SSH: ( 选择 )
Enable SCP: ( 选择 )

CLI

set ssh enable
set scp enable
save

以下是一个 SCP 客户端命令的范例，该命令将配置文件从设备 ( 管理员名称是 
"juniper"，IP 地址是 10.1.1.1) 的闪存中复制为客户端系统上的 
"ns_sys_config_backup" 文件 :

scp juniper@10.1.1.1:ns_sys_config ns_sys_config_backup

注意 : 仅可通过 exec ssh 命令从 TFTP 服务器加载 SSH 的公开密钥文件。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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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向设备或从中复制 ScreenOS 映像。要从 SCP 客户端将名为 "ns.5.1.0r1" 的
映像保存到设备，请输入以下 SCP 客户端命令 I，其中管理员的登录名为 
"juniper"，设备的 IP 地址为 10.1.1.1):

scp ns.5.1.0r1 juniper@10.1.1.1:image

然后输入 reset 命令，重新启动要加载和运行新 ScreenOS 映像的设备。

要将 ScreenOS 映像从设备复制到 SCP 客户端并以名称 "current_image_backup" 
保存该映像，请输入以下 SCP 客户端命令 :

scp juniper@10.1.1.1:image current_image_backup

您需要参阅 SCP 客户端应用程序文档，以了解如何指定管理员名称、设备 IP 地
址、源文件和目的地文件。

串行控制台
可通过直接的串行连接 ( 通过控制台端口从管理员工作站连接到设备 ) 管理安全设
备。不可能始终实现直接连接，但是如果设备周围是安全的，那么这种连接就
是管理设备 安全的方法。

根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模式创建串行连接需要以下电缆之一 :

阴性 DB-9 到阳性 DB-25 直通串行电缆

阴性 DB-9 到阳性 DB-9 直通串行电缆

阴性 DB-9 到阳性 MiniDIN-8 串行电缆

与附带 RJ-45 到 RJ-45 直通以太网电缆的 RJ-45 适配器相连的阴性 DB-9 电缆

还需要在管理工作站上安装“超级终端”软件 ( 或另一种 VT100 终端机仿真器 )，
“超级终端”端口设置配置如下 :

串行通信 9600 bps

8 位

无奇偶校验

1 停止位

无流程控制

注意 : 为了防止未授权的用户以根 admin 身份远程登录，您可以要求根 admin 只能通
过控制台登录到设备。有关这种限制的附加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上的“将根 
Admin 限制为控制台访问”。

注意 : 有关使用“超级终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或设备文档。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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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台
可通过拨入安全设备上的控制台接口来对其进行远程访问。拨入控制台的方法有
两种 :

使用 V.92 调制解调器端口的远程控制台

使用 AUX 端口的远程控制台

使用 V.92 调制解调器端口的远程控制台

通过拨入端口并访问控制台接口，可远程管理配备 v.92 调制解调器端口的安全设
备。要使用远程控制台，可将设备上的 v.92 调制解调器端口与电话线连接，然后
使用带调制解调器的远程计算机拨入该设备。可使用终端程序 (例如“超级终端”) 
建立控制台会话。

要使用远程控制台连接，必须首先使用以下 CLI 命令启用远程管理 :

set interface serialx/0 modem aux enable
save

图 10 显示了如何连接用于远程控制台管理的设备。

图 10:  远程控制台管理连接

还需要在管理工作站上安装“超级终端”软件 ( 或另一种 VT100 终端机仿真器 )，
“超级终端”端口设置配置如下 :

串行通信 9600 bps

8 位

无奇偶校验

1 停止位

无流程控制

带调制解调器
的管理工作站

公共电话系统

安全设备上的 
v.92 端口

注意 : 有关使用“超级终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或设备文档。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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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UX 端口的远程控制台

通过拨入与端口连接的调制解调器并访问控制台接口，可远程管理配备 AUX 端口
的安全设备。要使用远程控制台，可使用外部调制解调器将设备上的 AUX 调制解
调器端口与电话线连接，然后使用带调制解调器的远程计算机拨入该设备。可使用
终端程序 ( 例如“超级终端”) 建立控制台会话。

图 11 显示了如何连接用于远程控制台管理的设备。

图 11:  远程控制台管理连接

还需要在管理工作站上安装“超级终端”软件 ( 或另一种 VT100 终端机仿真器 )，
“超级终端”端口设置配置如下 :

串行通信 9600 bps

8 位

无奇偶校验

1 停止位

无流程控制

调制解调器端口
通过将管理员工作站连接到安全设备的调制解调器端口上，也可以管理该设备。调
制解调器端口的功能与控制台端口类似，只是您不能为调制解调器端口定义参数或
用这种连接上载图像。

为了防止未被授权的用户通过直接连接控制台或调制解调器端口来管理设备，可以
输入下列命令来禁用这两个端口 :

set console disable
set console aux disable

带调制解调器
的管理工作站

公共电话系统

安全设备上的 
AUX 端口

外部 v.92 
调制解调器

注意 : 有关使用“超级终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或设备文档。
通过命令行界面进行管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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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是 Juniper Networks 的企业级管理软件应用程序，用
于局域网 (LAN) 或广域网 (WAN) 环境中配置和监视多个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
备。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用户界面 (UI) 使网络管理员能从中心位置部署、
配置和管理多个设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通过三个组件与安全设备实现远程通信 :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用户界面 (UI) 是基于 java 的软件应用程序，利用该
应用程序，您可在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系统的网络上访问和
配置数据。从 UI 中，可查看、配置和管理您的网络。

管理系统是驻留在外部主机上的一组服务。这些服务处理、跟踪和存储设备与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之间交换的设备管理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两个
部分 :

GUI 服务器接收和响应来自 UI 的请求和命令。它用于管理在管理网络时所
需的系统资源和配置数据。此外，它还包括有关所管理安全设备、管理员
和配置的信息的本地数据存储。

设备服务器充当每台网络设备所生成的所有数据的集合点。它将这些数
据，主要是流量日志，存储在本地数据存储中。

NSM 代理是驻留在所管理的每个安全设备上的一种服务。NSM 代理接收
来自外部管理系统的配置参数，并将其转移到 ScreenOS 中。NSM 代理还
监视每个设备并将报告传送回管理系统中。NSM 代理可以下载签名包、证
书以及安全设备与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之间的各项权利。

图 12 说明了 NSM 代理是如何与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进行通信的。

图 12:  启用了 NSM 代理状态下的安全设备

有关这些组件及其它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NSM 代理 : 
安全设备使用其嵌入的代理来与
设备服务器进行通信。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管理系统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通过
客户端对管理系统
进行操作。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包含一
个设备服务器和 
GUI 服务器。

设备服务器和 GUI 服务器 : 
设备服务器将配置更改发送到安全设备，
并从中接收运行和统计报告。

GUI 服务器处理从一个或多个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客户端接收到的
配置更改。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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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建立 NSM 代理与 MGT 系统之间的连接
必须先在 NSM 代理 ( 驻留在设备上 ) 与管理系统 ( 驻留在外部主机上 ) 之间建立初
始通信，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方可访问和管理安全设备。根据安全设备的
目前可用性，初始化 多可以需要位于两个不同位置的两个用户。这些用户可以包
括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以及现场用户，前者在客户端主机上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后者通过控制台会话在设备上执行 CLI 命令。可
能的初始化情况包括如下内容 :

情况 1: 设备已拥有一个已知的 IP 地址，并且通过网络基础结构可被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使用客户端主机上的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添加该设备。( 不需要现场用户。) 设备自动连
回到管理系统，并准备向驻留在那里的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数据库发
送配置信息。

情况 2: IP 地址不可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用户都执行初始化任务。管理员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添加该设备。管理员还要确定现场用户需要哪些 CLI 命令，并将这
些命令发送给该用户，然后该用户通过控制台执行这些命令。该设备自动与管
理系统连接，并准备向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数据库发送配置信息。

情况 3: 该设备是新装置且包含出厂缺省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用户都执行初始化任务。现场用户可以使用名为 Configlet 
的加密配置脚本，该脚本由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生成。过程如下 :

1. 管理员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中的 Add Device 向导选择设备平
台和 ScreenOS 版本。

2. 管理员编辑该设备并输入所需的配置。

3. 管理员激活该设备。

4. 管理员生成并传送 Configlet 文件 ( 或者像情况 2 中那样，传送必要的 CLI 
命令 ) 给现场用户。

5. 现场用户执行 Configlet ( 或 CLI 命令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中关于添
加设备的论述。

启用、禁用和取消设置 NSM 代理
在安全设备与管理系统通信之前，您必须启用该设备上驻留的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SM) 代理服务。

如果要取消设置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请使用 unset nsmgmt all 命令。此
命令将 NSM 代理设置成其初始缺省值，这样代理就像是从未连接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一样。当您想要重新配置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设置时，可使用 unset nsmgmt all 命令。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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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安全设备上的 NSM 代理，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NSM: 选择 Enable Communication with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SM)，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nsmgt enable
save

要禁用设备上的 NSM 代理，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NSM: 清除 Enable Communication with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SM)，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nsmgt enable
save

设置管理系统的主服务器 IP 地址
NSM 代理用于标识外部管理系统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一个可配置的参数。

在下例中，将主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为 1.1.1.100。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NS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rimary IP Address/Name: 1.1.1.100

CLI

set nsmgmt server primary 1.1.1.100
save

设置报警和统计信息报告
NSM 代理监视设备事件并将报告传送回管理系统中。这样就允许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从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查看事件。

NSM 代理所跟踪的事件类别如下 :

报警报告潜在的危险攻击或流量异常，包括通过深入检查而检测到的攻击。

日志事件报告设备配置变化以及设备上出现的非严重变化。

协议散布事件报告由下列协议产生的信息 :

认证包头 (AH)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通用路由封装 (GRE)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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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

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传输控制协议 (TCP)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统计消息报告以下统计信息 :

攻击统计信息

以太网统计信息

通信流量统计信息

策略统计信息

在下例中，启用向“管理系统”传送所有警报和统计消息。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NS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ttack Statistics: ( 选择 )
Policy Statistics: ( 选择 )
Attack Alarms: ( 选择 )
Traffic Alarms: ( 选择 )
Flow Statistics: ( 选择 )
Ethernet Statistics: ( 选择 )
Deep Inspection Alarms: ( 选择 )
Event Alarms: ( 选择 )

CLI

set nsmgmt report statistics attack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statistics policy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alarm attack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alarm traffic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statistics flow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statistics ethernet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alarm idp enable
set nsmgmt report alarm other enable
save

配置同步
如果 ScreenOS 配置自上次与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同步后发生了变化，则
安全设备会将该变化通知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员。例如，当设备管理
员使用控制台、Telnet、SSH 或 Web UI 更改安全设备配置时，设备会发送信息。
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以外的任何应用程序更改配置都会造成配置不同
步。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配置文件必须与安全设备配置文件同步，才能使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正常工作。将配置文件导入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后，同步即告完成。有关导入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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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例显示用于查看配置状态的命令。

范例 : 查看配置状态

在下例中，将查看安全设备的配置同步状态。

WebUI

CLI

get config nsmgmt-dirty

范例 : 检索配置散列信息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使用配置散列信息来检验安全设备的配置同步。在下
例中，将检索特定虚拟系统的运行配置散列信息。

WebUI

CLI

device-> enter vsys vsys1
device(vsys1)-> get config hash
a26a16cd6b8ef40dc79d5b2ec9e1ab4f
device(vsys1)-> 
device(vsys1)-> exit

检索配置时戳
安全设备提供两种配置时戳 - 运行配置和保存配置。运行配置时戳是指上次对每个
虚拟系统执行设置命令或取消设置命令的时间。保存配置时戳是指上次保存设备配
置的时间。

在下例中，安全设备将检索 vsys1 虚拟系统上次运行和保存的配置时戳 :

WebUI

CLI

get config timestamp vsys vsys1
get config saved timestamp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检索运行配置状态。

注意 : 如果非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应用程序未曾更改配置文件，则命令返回空
白，否则返回 "yes"。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检索运行配置散列信息。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检索运行和保存配置时戳。

注意 : 如果在命令中省略 vsys vsys_name，安全设备会检索根系统的配置时戳。如果时
戳不可用，则显示“未知”消息。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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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性流量

ScreenOS 为配置和管理安全设备提供了下列选项 :

WebUI: 选择此选项以允许接口通过 Web 用户界面 (WebUI) 接收管理的 HTTP 
流量。

Telnet: 是 TCP/IP 网络的终端仿真程序，例如，互联网。Telnet 是远程控制网
络设备常见的方式。选择此选项可启用 Telnet 可管理性。

SSH: 可使用“安全命令外壳”(SSH) 通过“以太网”连接或拨号调制解调器管
理安全设备。必须具有与 SSH 协议版本 1.5 兼容的 SSH 客户端。这些客户端
适用于 Windows 95 及其更高的版本、Windows NT、Linux 和 UNIX。安全设
备通过内置的 SSH 服务器与 SSH 客户端通信，该服务器提供设备配置与管理
服务。选择此选项可启用 SSH 可管理性。

SNMP: 安全设备同时支持 SNMPv1 和 SNMPv2c 以及 RFC-1213 中所述的所有
相关的“管理信息库 II”(MIB II) 组。选择此选项会启用 SNMP 可管理性。

SSL: 选择此选项以允许接口通过 WebUI 接收安全设备安全管理的 HTTPS 流量。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接口接收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流量。

Ping: 选择此选项允许安全设备响应 ICMP 回应请求或 ping，它确定是否可以
在网络上访问特定的 IP 地址。

Ident-Reset: 类似发送标识请求的“邮件”或 FTP 服务。如果他们没有接收到
确认，他们会再次发送请求。处理请求时，没有用户可以进行访问。通过启用 
"Ident-reset" 选项，安全设备发送 TCP 重设通知以回复发送到端口 113 的“标
识”请求，然后恢复因未确认标识请求而被锁定的访问。

要使用这些选项，可在一个或多个界面中启用它们，取决于您的安全和管理需要。

MGT 和 VLAN1 接口
某些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具有物理接口，即管理 (MGT)，该接口专用于管理
流量。当接口处于 NAT、“路由”或“透明”模式时，可使用此接口管理信息流。

在透明模式下，可以配置所有安全设备以允许通过逻辑接口 VLAN1 进行管理。要
启用管理信息流以到达 VLAN1 接口，您必须同时在 VLAN1 和第二层区 
(V1-Trust、V1-Untrust、V1-DMZ、用户定义的第二层区 ) 上启用所需的管理选项，
管理信息流通过这些区后到达 VLAN1。

为保持 高级别的安全性，Juniper Networks 建议您将管理信息流专门限制到 
VLAN1 或 MGT 接口，而将用户信息流限制到安全区接口。从网络用户流量分离管
理流量大大增加了管理安全性，并确保了稳定的管理带宽。
控制管理性流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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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通过 MGT 接口进行管理

在本例中，将 MGT 接口的 IP 地址设置为 10.1.1.2/24，并启用 MGT 接口接收 Web 
和 SSH 管理流量。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mg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1.1.2/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SSH: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mgt ip 10.1.1.2/24
set interface mgt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mgt manage ssh
save

范例 : 通过 VLAN1 接口进行管理

在本例中，将 VLAN1 接口的 IP 地址设置为 10.1.1.2/24，并启用 VLAN1 接口，以
接收通过 V1-Trust 区段的 Telnet 和 Web 管理流量。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V1-Trus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vlan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telne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web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telnet
save

设置管理接口选项
在有多个用于网络流量的物理接口 ( 但没有 MGT 接口 ) 的安全设备上，您可以将
一个物理接口专用于管理，以将管理流量与网络用户流量完全分离。例如，可通过
将接口绑定到 Trust 区域对设备进行本地管理访问，还可通过将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域对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在本例中，将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而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在本例中，为 ethernet1 分配 IP 地址 10.1.1.1/24、“管理 IP”地址 10.1.1.2。( 请
注意，“管理 IP”地址必须在与安全区段接口 IP 地址相同的子网中。) 还要允许 
ethernet 1 接收 Web 和 Telnet 信息流。然后为 ethernet3 分配 IP 地址 1.1.1.1/24，
并阻止所有管理信息流去往该接口。
控制管理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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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 IP: 10.1.1.2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 选择 )
SNMP: ( 清除 )
Telnet: ( 选择 )
SSL: ( 清除 )
SSH: ( 清除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 清除 )
SNMP: ( 清除 )
Telnet: ( 清除 )
SSL: ( 清除 )
SSH: ( 清除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ip 10.1.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web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n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telnet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sl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sh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ave

注意 : 将接口绑定到 Trust 和 V1-Trust 区段以外的任何安全区段后，在缺省情况下会禁
用所有管理选项。因此，在本例中，不必禁用 ethernet3 上的管理选项。
控制管理性流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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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多个接口的管理 IP
绑定到安全区段上的任何物理、冗余或聚合接口或子接口都可拥有至少两个 IP 地址 :

一个连接到网络的接口 IP 地址。

一个用于接收管理流量的逻辑管理 IP 地址。

安全设备为“高可用性”(HA) 冗余组中的备份设备时，可通过设备的管理 IP 地址 
( 一个或多个地址 ) 进行访问和配置。

如果在 WebUI 的接口配置页上选择“可管理”选项，则您可通过接口 IP 地址或与
该接口关联的“管理 IP”地址来管理安全设备。

第 28 页上的图 13 说明了一个范例，在该例中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在每个接口上设置管理选项，以提供对特定种类
管理信息流的访问。允许 DMZ 区段中的一组本地管理员在 ethernet2 上进行 HTTP 
和 Telnet 访问，允许在 ethernet3 上进行 SNMP 访问以便从远程站点对中央设备进
行监视。Ethernet2 和 ethernet3 各有一个管理 IP 地址，管理信息流将被引向该地
址。还要设置一条路由，将自行生成的 SNMP 信息流引到 ethernet3 外面 
1.1.1.250 处的外部路由器。

图 13:  设置多个接口的管理 IP

注意 : 管理 IP 地址在以下两个方面与 VLAN1 地址不同 : 

安全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VLAN1 IP 地址可以是 VPN 通道的端点，但是管
理 IP 地址不能是 VPN 通道的端点。

可以定义多个管理 IP 地址 - 每个网络接口一个，但是只能定义一个 VLAN1 IP 地
址 - 对于整个系统。

路由器 1.1.1.250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IP: 1.1.1.1/24 
Manage IP: 1.1.1.2

互联网

LAN

本地 Admin DMZ 区段
ethernet2

IP: 1.2.2.1/24
管理 IP: 1.2.2.2

SNMP
管理站

Trust 区段
控制管理性流量



第 1 章 : 管理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Manage IP: 1.2.2.2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 选择 )
Telne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 IP: 1.1.1.2
Management Services:

SNMP: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ip 1.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ip 1.1.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nmp
save

管理的级别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多个管理用户。对于管理员进行的任何配置的更改，
安全设备记录以下信息 :

进行更改的管理员的姓名

进行更改的 IP 地址

更改的时间

有几个管理用户的级别。这些级别的可用性取决于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模
式。以下部分列出所有 admin 级别和每个级别的权限。这些权限只有在 admin 用
户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成功登录之后才可用。
管理的级别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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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理员
根管理员具有完全的管理权限。每个安全设备只有一个根管理员。根管理员具有以
下权限 :

管理安全设备的根系统

添加、删除和管理所有其他的管理员

建立和管理虚拟系统，然后为它们分配物理或逻辑接口

创建、删除和管理虚拟路由器 (VR)

添加、删除和管理安全区域

分配接口到安全区域

执行资源恢复

将设备设置为 FIPS 模式

将设备重设为其缺省设置

更新固件

加载配置文件

清除指定的管理员或所有活动的管理员的全部活动会话

可读 / 写管理员
可读 / 写管理员具有与根管理员相同的权限，但是他不能创建、修改或删除其他的 
admin 用户。可读 / 写管理员具有以下权限 :

创建虚拟系统并为每个系统分配一个虚拟系统管理员

监控任何虚拟系统

跟踪统计 ( 一个虚拟系统管理员所不具有的权限 )

只读管理员
只读管理员只具有使用 WebUI 进行查看的权限，他只能发出 get 和 ping 的 CLI 命
令。只读管理员具有以下权限 :

在根系统中具有只读权限，可使用以下四种命令 : enter、exit、get 和 ping

在虚拟系统中具有只读权限
管理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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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网络管理员
某些安全设备支持虚拟系统。每个虚拟系统 (vsys) 是一个唯一安全的域，具有仅应
用于 vsys 权限的虚拟系统网络管理员可管理虚拟系统。虚拟系统网络管理员通过 
CLI 或 WebUI 独立地对虚拟系统进行管理。在每个 vsys 上，虚拟系统网络管理员
具有以下权限 :

创建并编辑 auth、IKE、L2TP、XAuth 和“手动密钥”用户

创建并编辑服务

创建并编辑策略

创建并编辑地址

创建并编辑 VPN

修改虚拟系统网络管理员的登录密码

添加并管理安全区域

添加和删除虚拟系统只读管理员

虚拟系统只读管理员
虚拟系统只读管理员具有与只读管理员相同的权限，但是仅限于特定的虚拟系统
中。虚拟系统只读管理员具有使用 WebUI 查看特定的 vsys 的权限，他只能在他的 
vsys 中发出 enter、exit、get 和 ping 的 CLI 命令。

定义 Admin 用户

根管理员是唯一可以创建、修改和删除 admin 用户的管理员。在以下范例中，执
行此过程的管理员一定是根管理员。

范例 : 添加只读 Admin
在此范例中，您 - 作为一名根 admin - 添加一个名为 Roger 且密码为 2bd21wG7 的
只读管理员。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oger
New Password: 2bd21wG7
Confirm New Password: 2bd21wG7
Privileges: Read-Only ( 选择 )

CLI

set admin user Roger password 2bd21wG7 privilege read-only
save

注意 : 有关虚拟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1 页上的“虚拟系统”。

注意 : 密码可为 31 字符长并且区分大小写。
定义 Admin 用户 3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2
范例 : 修改 Admin
在此范例中，您 - 作为一名根 admin - 将 Roger 的权限由只读更改为可读 / 写。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Edit ( 对于 Roge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ame: Roger
New Password: 2bd21wG7
Confirm New Password: 2bd21wG7
Privileges: Read-Write ( 选择 )

CLI

unset admin user Roger
set admin user Roger password 2bd21wG7 privilege all
save

范例 : 删除 Admin
在此范例中，您 - 作为一名根 admin - 删除 admin 用户 Roger。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在 Configure 栏中为 Roger 单击 
Remove。

CLI

unset admin user Roger
save

范例 : 配置 Admin 帐户以进行拨号连接
一些设备支持调制解调器连接，可用于进行出站拨号灾难恢复。可以为接口 / 调制
解调器或同时为这二者设置托管帐户。本节介绍两种类型的托管 :

接口托管

接口托管仅有权访问 WebUI，并受限于主 Untrust 接口的信号发送方法和 IP 地
址分配。

对于具有 ADSL 接口的设备，接口托管能控制以下特性 :

第 1 层特性 : VPI/VCI、多路传输模式、RFC1483 桥接式或路由式

第 2 层信号发送方法 (PPPoE 或 PPPoA，及其各自的参数 )

IP 地址分配方法 (由管理员静态定义，或通过 PPPoE 或 PPPoA 从电路动态
获取 )。

对于只有以太网接口的设备，接口托管能够控制接口 IP 地址的分配方法 ( 由管
理员静态定义，或通过 DHCP 或 PPPoE 从电路动态获取 )。
定义 Admin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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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解调器托管

调制解调器托管仅有权访问 WebUI，并受限于串行接口的调制解调器和 ISP 设
置。调制解调器托管可创建、修改和删除调制解调器定义从而满足其各自的具
体需求，并可创建、修改和删除 ISP1 与 ISP2 的设置。调制解调器托管可查看 
ISP3 和 ISP4 的配置，并可测试任何已定义的 ISP 与电话号码之间的连接性。

通过输入 get admin user 命令，您可查看所有管理员帐户，或者通过输入 get 
admin user trustee 命令，仅查看托管帐户。

在下例中，您将为 Richard Brockie 配置一个拥有读 / 写权限的调制解调器托管帐
户。将其用户名设为 rbrockie，密码设为 !23fb。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CLI

set admin user rbrockie password !23fb privilege all
set admin user rbrockie trustee modem

范例 : 清除 Admin 的会话
在此范例中，您作为一名根 admin 来终止 admin 用户 Roger 的所有活动会话。当
您执行以下命令时，安全设备关闭所有活动会话，并自动从系统中注销 Roger。

WebUI

CLI

clear admin name Roger
save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要在设置期间保证安全设备的安全，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在 WebUI 上，更改管理端口。

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更改端口号”。

2. 更改用户名和密码，以便管理时访问。

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更改 Admin 登录名和密码”。

3. 为 admin 用户定义管理客户端的 IP 地址。

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限制管理访问”。

4. 关闭任何不必要的接口管理服务选项。

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控制管理性流量”。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清除 admin 的会话。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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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用接口上的 ping 和 Ident-Reset 服务选项，两者都响应未知方发起的请求，
并能显示有关网络的信息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要编辑的接口 ): 禁用以下服务选项，然后
单击 OK:

Ping: 选择此选项允许安全设备响应 ICMP 回应请求或 "ping"，该选项确定
是否可以从设备访问特定的 IP 地址。

Ident-Reset: 当服务 ( 如“邮件”或 FTP) 发送标识请求并且没有收到肯定
应答时，会再次发送请求。进行请求时，用户的访问权限被禁用。“重设
标识”复选框启用时，安全设备自动恢复用户访问权限。

CLI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anage ping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anage ident-reset

更改端口号
更改安全设备监听的端口号，以提高 HTTP 管理流量的安全性。缺省设置为端口 
80，它是 HTTP 流量的标准端口号。更改端口号后，在下次尝试联系安全设备
时，必须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输入新的端口号。( 下例中，管理员必须输入 
http://188.30.12.2:15522。)

在本例中，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的 IP 地址为 10.1.1.1/24。要通过此接口上的 
WebUI 管理安全设备，则必须使用 HTTP。要增加 HTTP 连接的安全性，应将 
HTTP 端口号从 80 ( 缺省值 ) 更改为 15522。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在 HTTP 端口字段中，输入 15522，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dmin port 15522
save

更改 Admin 登录名和密码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的初始登录名为 netscreen。初始密码也为 netscreen。
由于这些信息已被广泛公布，Juniper Networks 建议您立即更改登录名和密码。登
录名和密码都区分大小写。它们可包含能从键盘输入任何字符，但 ? 和 " 除外。用
安全的方式记录新的 admin 登录名和密码。

警告 : 务必记录新的密码。如果忘记，则必须将安全设备重置到出厂设置，并且
将丢失所有的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重置设备到出厂缺省
设置”。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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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内部数据库或外部 auth 服务器认证安全设备的 Admin 用户。admin 用户登
录到安全设备时，首先检查本地内部数据库，以便进行认证。如果不存在条目，并
且连接了外部 auth 服务器，则它在外部 auth 服务器数据库中检查匹配条目。
admin 用户成功登录到外部 auth 服务器后，安全设备在本地维护该 admin 的登录
状态。

当根 admin 更改 admin 用户简介的任何属性 ( 用户名、密码或特权 ) 时，admin 
当前打开的任何管理会话自动终止。如果根 admin 为自己更改这些属性的任何一
个部分，或者如果根级读 / 写 admin 或 vsys 读 / 写 admin 更改自己的密码，则除
进行更改的会话外，用户当前打开的所有 admin 会话将会终止。

范例 : 更改 Admin 用户的登录名和密码

在本例中，作为根 admin 的您将拥有读 / 写权限的管理员的登录名由 "John" 更改
为 "Smith"，密码由 xL7s62a1 更改为 3MAb99j2。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Edit ( 对于 John):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ame: Smith
New Password: 3MAb99j2
Confirm New Password: 3MAb99j2

CLI

unset admin user John
set admin user Smith password 3MAb99j2 privilege all
save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支持 admin 用户认证的 RADIUS、SecurID 和 LDAP 服务器。(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2 页上的“Admin 用户”。) 尽管根 admin 帐户必须存
储在本地数据库中，但是可以在外部 auth 服务器中存储根级读 / 写和根级只读 
admin 用户。要在外部 auth 服务器上存储根级和 vsys 级 admin 用户并查询他们
的特权，服务器必须是 RADIUS，并且必须在服务器上加载 netscreen.dct 文件。

有关 admin 用户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管理的级别”。有关使
用外部 auth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15 页上的“外部认证服务器”。

注意 : HTTP 或 HTTPS 会话使用 WebUI 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 HTTP 不支持持久连接，因
此对自己的用户简介所作的任何更改，将自动注销该会话和所有打开的其它会话。

注意 : 避免使用实际词作为密码，因为这样可通过词典式攻击猜到或发现该密码，可以
使用字母和数字组成的随机字符串。要创建这种易于记忆的字符串，可编写一句
话并使用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例如，"Charles will be 6 years old on November 
21" 变成 "Cwb6yooN21"。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管理的级别”。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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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更改自己的密码

拥有读 / 写权限的 Admin 用户可以更改其自己的管理员密码，但不能更改其登录
名。在此例中，拥有读 /写权限和登录名为 "Smith" 的管理员将其密码由 3MAb99j2 
更改为 ru494Vq5。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 Edit ( 对于第一个条目 ):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mith
New Password: ru494Vq5
Confirm New Password: ru494Vq5

CLI

set admin password ru494Vq5
save

设置根 Admin 密码的 小长度

在某些公司里，某人可能 初将设备配置为根 admin，但另一个人稍后担任根 
admin 角色并管理该设备。为了防止后来的根 admin 使用可能更易于被解码的短
密码， 初的根 admin 可以对根 admin 的密码设置一个 1 到 31 之间的 小长度
要求。

只有当您是根 admin，并且您的密码符合正在试图设置的 小长度要求时，才能
设置该 小密码长度。否则，安全设备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要为根 admin 的密码指定 小长度，请输入下列 CLI 命令 :

set admin password restrict length number

重置设备到出厂缺省设置
如果丢失 admin 密码，则可以使用下列步骤将安全设备重置到其缺省设置。配置
将失去，但是对设备的访问将恢复。要执行此操作，需要连接控制台，相关内容在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和设备文档中进行了详细
介绍。

1. 在登录提示下，输入设备的序列号。

2. 在密码提示下，再次输入序列号。

出现以下消息 :

!!!! Lost Password Reset !!!!You have initiated a command to reset the device 
to factory defaults, clearing all current configuration, keys and settings.Would 
you like to continue? y/n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此限制。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会启用设备恢复功能。可通过输入 unset admin device-reset 命
令禁用它。同样，如果安全设备处于 FIPS 模式，恢复特征被自动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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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y 键。

出现以下消息 :

!! Reconfirm Lost Password Reset !!If you continue, the entire configuration of 
the device will be erased.In addition, a permanent counter will be incremented 
to signify that this device has been reset.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to cancel 
this command.If you proceed, the device will return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which is: System IP: 192.168.1.1; username: netscreen; 
password: netscreen.Would you like to continue? y/n

4. 按 y 键，重置设备。现在可以用 netscreen 作为缺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限制管理访问
可以从一个或多个子网地址管理安全设备。在缺省情况下，可信接口上的任何主机都
可管理安全设备。要限制对特定工作站的管理能力，必须配置管理客户端 IP 地址。

范例 : 限制对单一工作站的管理

在本例中，IP 地址为 172.16.40.42 的工作站管理员是指定管理安全设备的唯一管
理员。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Permitted IP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 Address/Netmask: 172.16.40.42/32

CLI

set admin manager-ip 172.16.40.42/32
save

范例 : 限制对子网的管理

在本例中，172.16.40.0/24 子网中的一组工作站管理员被指定管理安全设备。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Permitted IP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 Address/Netmask: 172.16.40.0/24

CLI

set admin manager-ip 172.16.40.0 255.255.255.0
save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37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8
将根 Admin 限制为控制台访问

您也可要求根 admin 只能通过控制台登录到安全设备。这种限制要求根 admin 拥
有对设备的物理登录权限，因此能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以根 admin 身份远程登录。
当您设置了此限制后，如果有人试图以根 admin 身份通过其它方式 ( 如 WebUI、
Telnet 或 SSH) 登录，设备将会拒绝访问，即便是在接口上启用了这些管理选项。

要将根 admin 限制为只能通过控制台进行访问，请输入下列命令 :

set admin root access console

用于管理信息流量的 VPN 通道
可以使用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保证从动态分配的或固定的 IP 地址对安全设备
进行远程管理的安全性。使用 VPN 通道可以保护任何种类的流量，如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HTTP、Telnet 或 SSH。[ 有关创建 VPN 通道以保证
自行生成的流量 ( 如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报告、系统日志报告或 SNMP 陷
阱 ) 的安全性的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
道”。]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两种类型的 VPN 通道配置 :

基于路由的 VPN: 安全设备使用路由表条目来将流量引导到通道接口，这些接
口被绑定到 VPN 通道上。

基于策略的 VPN: 安全设备使用按策略专门引用的 VPN 通道名称，将流量引导
通过 VPN 通道。

对于每个 VPN 通道配置类型，有下列类型的 VPN 通道 :

手动密钥 : 可以在两个通道端手动设置定义“安全联盟”(SA) 的三种要素 : 安全
参数索引 (SPI)、加密密钥和认证密钥。要在 SA 中更改任何元素，必须在通道
的两端将其手动输入。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 一个或两个预共享机密 ( 一个用于认证，一个
用于加密 ) 起着种子值的作用。IKE 协议使用它们在通道的两端产生一组对称
密钥；即，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在预定义间隔，这些密钥自动重
新生成。

具有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使用“公开密钥基础”(PKI)，通道两端的参与者使
用一个数字证书 ( 用于认证 ) 和一个 RSA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 用于加密 )。加密
是不对称的；即密钥对中的一个用于加密，另一个用于解密。

如果您使用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则必须用任一区段中的某个接口的 IP 地址创建
一个通讯簿条目，但不能是外向接口所绑定的区段。然后可以在引用该 VPN 通道
的策略中将其用作源地址。该地址也作为远程 IPSec 对等方的端实体地址。如果正
在使用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则这样的通讯簿条目是不必要的。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此限制。

注意 : 有关 VPN 通道的完整说明，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有关 
NetScreen-Remot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Remote VPN Client 
Administrator Guide。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第 1 章 : 管理
通过基于路由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

图 14 说明了一个范例，在该例中设置一个基于路由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从而
为管理流量提供机密性。该通道从运行在 admin 工作站 ( 地址为 10.1.1.56) 上的 
NetScreen-Remote VPN 客户端延伸到 ethernet1 (10.1.1.1/24)。该 admin 的工作站
和 ethernet1 都位于 Trust 区段中。将该通道命名为 "tunnel-adm"。创建一个未编
号的通道接口，命名为 tunnel.1，并将其绑定到 Trust 区段和 VPN 通道 
"tunnel-adm" 上。

安全设备使用在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上配置的内部 IP 地址 (10.10.10.1) 作为
对等方网关地址 10.1.1.56 之外目标的目的地地址。定义通过 tunnel.1 通向 
10.10.10.1/32 的路由。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策略不是必要的 :

VPN 通道保护管理流量，该管理流量在安全设备上自己终止，而不是通过设备
传送到其它安全区段。

这是一个基于路由的 VPN，意味着路由查询 ( 而非策略查询 ) 将目的地地址链
接到通道接口上，而此接口则被绑定到相应的 VPN 通道上。

NetScreen-Remote 使用 ethernet3 的 IP 地址 (1.1.1.1) 作为远程网关地址 10.1.1.1 
之外目标的目的地地址。NetScreen-Remote 配置将远程方 ID 类型指定为“IP 地
址”，将协议类型指定为 "All"。

图 14:  通过基于路由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

注意 : 将此例与第 42 页上的“通过基于策略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进行比较。

Admin
10.1.1.56

( 静态 IP 地址 )
10.10.10.1/32

( 内部 IP 地址 )

LAN 互联网

Untrust 区段Trust 区段

手动密钥 VPN
通道 "tunnel-adm"

tunnel.1
未编号

ethernet1
10.1.1.1/24

NetScreen-Remote

安全设备

ethernet3
1.1.1.1/24
保证管理流量的安全 3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40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trust-vr)

2.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tunnel-adm
Gateway IP: 10.1.1.56
Security Index (HEX Number): 5555 (Local) 5555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1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netscreen1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MD5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netscreen2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注意 : 没有编号的通道接口借用指定安全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

注意 : 由于 NetScreen-Remote 将密码处理到密钥中，与其它 Juniper Networks 产品不
同，因此在配置通道后，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1) 返回“手动密钥配置”对话框 
( 对于 "tunnel-adm"，单击“配置”栏中的 Edit) ； (2) 复制生成的十六进制密
钥； (3) 在配置通道的 NetScreen-Remote 端时使用这些十六进制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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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VPN
set vpn tunnel-adm manual 5555 5555 gateway 10.1.1.56 outgoing ethernet1 esp 

des password netscreen1 auth md5 password netscreen2
set vpn tunnel-adm bind interface tunnel.1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1/32 interface tunnel.1
save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Global Policy Settings，然后选中 Allow to Specify Internal 
Network Address 复选框。

2.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3.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输入 Admin。

4.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10.1.1.1

5.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 "+" 号，展开连接策略。

注意 : 没有编号的通道接口借用指定安全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

注意 : 由于 NetScreen-Remote 将密码处理到密钥中，与其它 Juniper Networks 产品不
同，因此在配置通道后，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1) 输入 get vpn admin-tun ； (2) 
复制由 "netscreen1" 和 "netscreen2" 生成的两个十六进制密钥； (3) 在配置通道
的 NetScreen-Remote 端时使用这些十六进制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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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My Identity ；在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 None ；在 Internal 
Network IP Address 中，输入 10.10.10.1。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然后选择 Use Manual Keys。

8. 单击位于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 "+" 号，然后单击 Key Exchange ( 第 2 
阶段 ) 左边的 "+" 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9. 单击 Proposal 1，然后选择下列 IPSec 策略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通道

10. 单击 Inbound Keys，并在 Security Parameters Index 字段中输入 5555。

11. 单击 Enter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hoose key format: Binary
ESP Encryption Key: dccbee96c7e546bc
ESP Authentication Key: dccbe9e6c7e546bcb0b667794ab7290c

12. 单击 Outbound Keys，并在 Security Parameters Index 字段中输入 5555。

13. 单击 Enter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hoose key format: Binary
ESP Encryption Key: dccbee96c7e546bc
ESP Authentication Key: dccbe9e6c7e546bcb0b667794ab7290c

14. 单击 Save。

通过基于策略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

图 15 说明了一个范例，在该例中设置一个基于策略的“手动密钥 VPN”通道，以
管理流量。该通道从运行在 admin 工作站 ( 地址为 10.1.1.56) 上的 
NetScreen-Remote VPN 客户端延伸到 ethernet1 (10.1.1.1/24)。该 admin 的工作站
和 ethernet1 都位于 Trust 区段中。将该通道命名为 "tunnel-adm" 并绑定到 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使用在 NetScreen-Remote 上配置的内部 IP 地址 (10.10.10.1) 作为对等方
网关地址 10.1.1.56 之外目标的目的地地址。定义指定 10.10.10.1/32 的 Trust 区段
通讯簿条目，以及指定 ethernet3 IP 地址的 Untrust 区段通讯簿条目。尽管 
ethernet3 接口的地址为 1.1.1.1/24，但您所创建的地址具有 32 位网络掩码 : 
1.1.1.1/32. 在您所创建的引用通道 "tunnel-adm" 的策略中，使用此地址和 admin 
工作站的内部地址。策略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基于策略的 VPN，意味着策略
查询 ( 而非路由查询 ) 将目的地地址链接到相应的 VPN 通道上。

必须定义通过 ethernet1 通向 10.10.10.1/32 的路由。

注意 : 它们是在配置安全设备后所复制的两个生成的密钥。

注意 : 将此例与第 39 页上的“通过基于路由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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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Remote 使用 IP 地址 1.1.1.1 作为远程网关地址 10.1.1.1 之外目标的目
的地地址。NetScreen-Remote 通道配置将远程方 ID 类型指定为“IP 地址”，将协
议类型指定为 "All"。

图 15:  通过基于策略的手动密钥 VPN 通道进行管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Untrust-IF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1/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mi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1/32
Zone: Trust

Admin
10.1.1.56 ( 静态 

IP 地址 )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Trust 区段

LAN

ethernet3
1.1.1.1/24NetScreen-Remote

手动密钥 VPN
通道 "tunnel-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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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tunnel-adm
Gateway IP: 10.1.1.56
Security Index (HEX Number): 5555 (Local) 5555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1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netscreen1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MD5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netscreen2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dmi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Untrust-IF

Service: Any
Action: 通道
Tunnel: 

VPN: tunnel-adm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admin 10.10.10.1/32
set address untrust Untrust-IF 1.1.1.1/32

注意 : 由于 NetScreen-Remote 将密码处理到密钥中，与其它 Juniper Networks 产品不
同，因此在配置通道后，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1) 返回“手动密钥配置”对话框 
( 对于 "tunnel-adm"，单击“配置”栏中的 Edit) ； (2) 复制生成的十六进制密
钥； (3) 在配置通道的 NetScreen-Remote 端时使用这些十六进制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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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set vpn tunnel-adm manual 5555 5555 gateway 10.1.1.56 outgoing ethernet1 esp 

des password netscreen1 auth md5 password netscreen2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1/32 interface ethernet1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dmin Untrust-IF any tunnel vpn tunnel-adm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Untrust-IF admin any tunnel vpn tunnel-adm
save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输入 Admin。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0.1.1.1

4.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 "+" 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My Identity，并在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 None。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然后选择 Use Manual Keys。

7. 单击位于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 "+" 号，然后单击 Key Exchange ( 第 2 
阶段 ) 左边的 "+" 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Proposal 1，然后选择下列 IPSec 策略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通道

9. 单击 Inbound Keys，并在 Security Parameters Index 字段中输入 5555。

10. 单击 Enter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hoose key format: Binary
ESP Encryption Key: dccbee96c7e546bc
ESP Authentication Key: dccbe9e6c7e546bcb0b667794ab7290c

注意 : 由于 NetScreen-Remote 将密码处理到密钥中，与其它 Juniper Networks 产品不
同，因此在配置通道后，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1) 输入 get vpn admin-tun ； (2) 复
制由 "netscreen1" 和 "netscreen2" 生成的两个十六进制密钥； (3) 在配置通道的 
NetScreen-Remote 端时使用这些十六进制密钥。

注意 : 它们是在配置安全设备后所复制的两个生成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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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 Outbound Keys，并在 Security Parameters Index 字段中输入 5555。

12. 单击 Enter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hoose key format: Binary
ESP Encryption Key: dccbee96c7e546bc
ESP Authentication Key: dccbe9e6c7e546bcb0b667794ab7290c

13. 单击 Save。

密码策略

密码策略功能使您能够指定管理员 (admin) 和被认证的 (auth) 用户密码的 小长度
及其复杂性。密码策略功能适合在本地数据库中使用，因此在 Windows 目录或 
RADIUS 不可用时，该功能可用于执行集中密码策略，这是非常有用的。

设置密码策略
可以创建密码策略来要求 admin 和 auth 密码满足以下一个或两个条件 :

小长度

复杂性

密码 小长度的范围为 1 到 32 个字符。使用以下命令来创建一个要求 admin 密码
的 小长度为 8 个字符的密码策略 :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dmin minimum-length 8

密码复杂性是指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两个大写字母、两个小写字母和两个字母数字字
符和两个非字母数字字符；例如 : AAbb12@#。为使密码具有复杂性，请将复杂性
设为 1。要取消设置复杂性要求，请将复杂性设为 0。使用以下命令来创建要求 
anth 密码具有复杂性的密码策略 :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uth complexity 1

在下例中，创建 admin 和 auth 帐户的密码策略，要求其具有复杂性且 小长度为 
8 个字符 :

CLI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dmin minimum-length 8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dmin complexity 1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uth minimum-length 8
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uth complexity 1
save

注意 : 只能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密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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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密码策略
使用 unset password-policy 命令以删除密码策略。删除密码策略后，帐户的密码
要求会恢复为缺省设置。在下例中，删除 auth 密码的 小长度要求。

CLI

uns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uth minimum-length

查看密码策略
使用 get password-policy 命令以显示 admin 和 auth 用户的密码策略。

从被拒绝的缺省 Admin 密码中恢复
当在配置有密码策略的设备上删除 ( 取消设置 ) 根 admin 帐户时，您可能需要在注
销系统之前设置新的 admin 密码。原因是在删除根 admin 帐户时，ScreenOS 会恢
复为缺省密码 (netscreen)。如果密码策略要求具有复杂性或 小长度大于 9 个字
符，那么您下次尝试登录时便会失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使用资源恢复程序来
获取对设备的访问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平台的用户指南。

在下例中，删除名为 admin2005 的 admin 帐户，然后显示当前的密码策略。如上
文所述，策略指定密码的 小长度至少为 8 个字符，并且必须具有复杂性 ( 至少包
含两个大写字母、两个小写字母、两个字母数字字符和两个非字母数字字符 )。接
下来，创建一个名为 admin2006 的新 admin 帐户，并为该帐户设置一个满足密码
策略所要求的 小长度和复杂性的密码。

CLI

unset admin admin2005
get password-policy

user-type: admin
password minimum length: 8
password complexity scheme: 1

user-type: auth
password minimum length: 8
password complexity scheme: 1

set admin admin2006 password AAbb12@#
save

注意 : 只能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 admin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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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登录标题

将登录标题的大小增加到 大值，即 4 KB。这为使用语句的术语提供了空间，这
些术语在管理员和认证用户登录到安全设备及其后面的受保护资源之前提供。登录
标题是创建并存储于安全设备之上的明文 ASCII 文件，必须将该文件命名为 
usrterms.txt。可通过重新启动设备来激活此标题。如果标题文件超过 4 KB，则安
全设备不会接受它，而是继续使用通过 CLI 和 WebUI 输入的现有标题。

激活登录标题后，根设备和所有虚拟系统 (vsys) 会在全局范围使用它。您不能在 
vsys 之间或内部进行区分和定制。登录标题预占用了所有单独定义的管理访问标
题和防火墙认证标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用户必须单击 Login 按钮。如果按下 
Enter 键，用户则不能登录到设备中。

使用 SCP 实用程序以将标题文件安全地复制到安全设备。利用以下命令，用户名
为 netscreen 的管理员将标题文件 my_large_banner.txt 复制到 IP 地址为 1.1.1.2 
的安全设备中。标题文件必须以 usrterms.txt 文件名保存在安全设备上。

linux:~#scp my_large_banner.txt netscreen@1.1.1.2:usrterms.txt

必须重新启动设备才能激活新的标题。要修改标题文件，请创建新文件，然后用新
文件覆盖现有文件。

要删除标题，请在安全设备上发出以下命令 :

device-> delete file usrterms.txt

这会在重新启动设备后禁用登录标题功能。
创建登录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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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安全设备

本章论述了下列关于监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主题 :

第 50 页上的“储存日志信息”

第 51 页上的“事件日志”

第 54 页上的“流量日志”

第 59 页上的“Self 日志”

第 61 页上的“下载资源恢复日志”

第 61 页上的“流量报警”

第 64 页上的“系统日志”

第 66 页上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第 69 页上的“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道”

第 83 页上的“查看屏幕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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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日志信息

所有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都允许在内部 ( 在闪存中 ) 和外部 ( 在多个位置处 ) 
存储事件和流量日志数据。尽管在内部存储日志信息很方便，但设备内存容量有
限。当内部存储器空间完全填满时，安全设备就开始用 新的日志条目覆盖 早的
条目。如果在保存所记录的信息之前出现先进先出 (FIFO) 机制，就会丢失数据。
为了减轻这种数据丢失，可以将事件和流量日志存储到外部系统日志或 WebTrends 
服务器中，或存储到 NetScreen-Global PRO 数据库中。安全设备将新事件和流量
日志条目发送到外部存储位置，每秒一次。

下表提供记录数据的可能目标位置 :

Console: 当您通过控制台来排除安全设备的故障时，这是显示所有日志条目的目
标位置。此外，您可以选择在此只出现报警消息 ( 关键的、警示的、紧急的 )，
这样，如果在触发报警时您恰好在使用控制台，即可立即提醒您。

Internal: 允许存储有限数目的日志条目。

Email: 将事件和流量日志发送给远程管理员的一个方法。

SNMP: 除了传送 SNMP 陷阱之外，安全设备也能将报警消息 ( 关键的、警示
的、紧急的 ) 从其事件日志发送到 SNMP 公共组。

Syslog: 安全设备可在内部存储所有事件和流量日志条目，这些条目也可以发
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中。由于系统日志服务器的存储容量比安全设备上的内部
闪存大得多，因此，通过将数据发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可以减轻日志条目超
过 大内部存储空间时发生的数据丢失。系统日志存储指定的安全设备中的警
示事件和紧急事件，以及所指定设备中的所有其它事件 ( 包括流量数据 )。

WebTrends: 允许以比系统日志更加图形化的格式查看关键的、警示的和紧急
的事件，而系统日志是一个基于文本的工具。

CompactFlash (PCMCIA): 允许在 CompactFlash 卡上存储数据。

USB: 允许在 USB 快闪驱动器上存储数据。当将 USB 设置为日志目标时，系统
会将日志消息发送到 USB 快闪驱动器上的一个文件中。日志文件命名为 
hostname_date.evt_log，其中 hostname 是启动时的系统主机名，date 是上次启
动该设备的日期。在缺省情况下，禁用 USB 记录；使用 set log usb enable CLI 
命令可启用 USB 记录。

使用 set log... destination... 命令可设置所有日志目标的严重性级别。以下是将关
键或更高级别的所有系统模块消息记录到 USB 快闪驱动器中的一个范例 :

set log module system level critical destination usb
储存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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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日志

ScreenOS 提供事件日志，用于监视系统事件，如由 admin 生成的配置更改，以及
自行生成的关于操作行为和攻击的消息和报警。安全设备将系统事件按以下严重性
级别分类 :

Emergency: 关于 SYN 攻击、Tear Drop 攻击及 Ping of Death 攻击的消息。关
于这些攻击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

Alert: 关于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情况 (如防火墙攻击和许可密钥到期 ) 的消息。

Critical: 关于可能影响设备功能的情况 [ 如高可用性 (HA) 状态更改 ] 的消息。

Error: 关于可能影响设备功能的错误情况 ( 如反病毒扫描失败或与 SSH 服务器
通信失败 ) 的消息。

Warning: 关于可能影响设备功能的情况 ( 如连接到电子邮件服务器失败或认证
失败、超时和成功 ) 的消息。

Notification: 关于常规事件 ( 包括由 admin 发起的配置更改 ) 的消息。

Information: 可提供关于系统操作一般信息的消息。

Debugging: 可提供调试时所用详细信息的消息。

事件日志显示每个系统事件的日期、时间、级别及说明。通过 WebUI 或 CLI 可以
查看安全设备的闪存中存储的每一类系统事件。也可在指定位置打开或保存文件，
然后用 ASCII 文本编辑器 ( 如 Notepad 或 WordPad) 来查看该文件。也可以将其发
送到外部存储空间 ( 请参阅第 50 页上的“储存日志信息”)。

按照严重性级别和关键字查看事件日志
通过使用 CLI 或 WebUI 可以查看设备中存储的事件日志。可按严重性级别显示日
志条目以及按关键字在 WebUI 和 CLI 中查询事件日志。

要按严重性级别显示事件日志，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Reports > System Log > Event: 从 Log Level 下拉列表中选择严重性级别。

CLI

get event level { emergency | alert | critical | error | warning | notification | 
information | debugging }

注意 : 有关事件日志中所出现消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Message Log Referenc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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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关键字查询事件日志，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Reports > System Log > Event: 在查询字段中输入 多 15 个字符长的单词或
短语，然后单击 Search。

CLI

get event include word_string

在此例中，查看含有“警告”严重性级别的事件日志条目，并搜索关键字“防病
毒”。

WebUI

Reports > System Log > Event:

Log Level: Warning ( 选择 )

Search: 输入 AV，然后单击 Search。

CLI

get event level warning include av

排序和过滤事件日志
此外，可以使用 CLI 按照下列条件排序或过滤事件日志 :

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 : 只有某些事件包含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如认证、陆地攻
击或 ping 泛滥攻击。当按照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排序事件日志时，设备将排序
并且显示仅包含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的事件日志。设备将忽略不包含源或目的
地 IP 地址的所有事件日志。认证日志消息包括用户 IP 地址。

当您通过指定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或地址范围来过滤事件日志时，设备将显示
指定的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或地址范围的事件日志条目。

日期 : 可以仅按照日期、按照日期和时间排序事件日志。当按照日期和时间排
序日志条目时，设备将按照日期和时间的降序列出日志条目。

也可以通过指定起始日期、终止日期或日期范围来过滤事件日志条目。当指定
起始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日期后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当指
定终止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日期前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时间 : 当按照时间排序日志时，设备将按照降序显示日志条目而不考虑日期。
当指定起始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时间后的时间戳的日志条目，而不
考虑日期。当指定终止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时间前的时间戳的日志
条目，而不考虑日期。如果同时指定了起始和终止时间，设备将显示含有所指
定的时间段内的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日期 时间 模块级别 级别 类型 说明

2003-05-16 15:56:20 系统警告 00547 AV scanman 已删除。

2003-05-16 09:45:52 系统警告 00547 AV test1 已删除。

匹配的条目总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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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类型 ID Number: 可以显示含特定消息类型 ID number 的事件日志条目，
或者可显示含有指定范围内的消息类型 ID number 的日志条目。设备将按照日
期和时间，降序显示含有所指定的消息类型 ID number 的日志条目。

在此例中，将查看包含 10.100.0.0 到 10.200.0.0 范围内的源 IP 地址的事件日志条
目。这些日志条目也按照源 IP 地址排序。

WebUI

CLI

get event sort-by src-ip 10.100.0.0-10.200.0.0

下载事件日志
可在指定位置打开或保存事件日志，然后用 ASCII 文本编辑器 ( 如 Notepad 或 
WordPad) 来查看该文件。也可以将日志条目发送到外部存储空间 ( 请参阅第 50 页
上的“储存日志信息”)。可以通过 WebUI 下载整个事件日志。可以通过 CLI 按照
严重性级别下载事件日志。

范例 : 下载整个事件日志

本例中，将事件日志下载到本地目录中。使用 WebUI，将其下载到 
C:\netscreen\logs。使用 CLI，将其下载到 IP 地址为 10.1.1.5 的 TFTP 服务器的根目
录下。将文件命名为 "evnt07-02.txt"。

WebUI

1. Reports > System Log > Event: 单击 Save。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打开该文件 ( 使用 ASCII 编辑器 ) 或将其保存到磁盘。

2. 选择 Save 选项，然后单击 OK。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您选择目录。

3. 指定 C:\netscreen\logs，将文件命名为 evnt07-02.txt，然后单击 Save。

CLI

get event > tftp 10.1.1.5 evnt07-02.txt

范例 : 下载关键事件的事件日志

本例中，将在事件日志中输入的关键事件下载到 IP 地址为 10.1.1.5 的 TFTP 服务
器的根目录下。将文件命名为 crt_evnt07-02.txt。

WebUI

CLI

get event level critical > tftp 10.1.1.5 crt_evnt07-02.txt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按地址条目来排序事件日志。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按严重性级别下载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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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日志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监视和记录根据先前配置的策略允许或拒绝的信息
流。可以为所配置的每个策略启用记录选项。当为允许信息流的策略启用记录选项
时，设备会记录该策略所允许的信息流。当为拒绝信息流的策略启用记录选项时，
设备会记录试图通过该设备，但因该策略而被丢弃的信息流。

流量日志记录每个会话的下列要素 :

连接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持续时间

源地址和端口号

转换后的源地址和端口号

目的地地址和端口号

会话的持续时间

会话中使用的服务

要记录安全设备接收到的所有流量，必须为所有策略启用记录选项。要记录特定流
量，请只对适用于该流量的策略启用记录选项。要对策略启用记录选项，请执行以
下任一操作 :

WebUI

Policies > (From: src_zone，To: dst_zone) New: 选择 Logging，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olicy from src_zone to dst_zone src_addr dst_addr service action log

除了记录策略的流量外，设备也保存该策略所应用到的所有网络流量的字节数。当
启用计数选项时，设备在显示其流量日志条目时包含下列信息

从源传输到目的地的字节数

从目的地传输到源的字节数

可以使用 WebUI 和 CLI 启用策略计数。

WebUI

Policies > (From: src_zone，To: dst_zone) New > Advanced: 选择 Counting，
单击 Return，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olicy from src_zone to dst_zone src_addr dst_addr service action log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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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流量日志
通过 WebUI 或 CLI 可以查看安全设备上的闪存中存储的流量日志条目。

WebUI

Policies > Logging ( 对于策略 ID number)

或

Reports > Policies > Logging ( 对于策略 ID number)

CLI

get log traffic policy number

范例 : 查看流量日志条目

在本例中，您查看拥有 ID number 为 3，而且此前为其启用了记录的策略的流量日
志详细信息 :

WebUI

Policies: 对于 ID number 为 3 的策略，单击“记录”图标。

出现以下信息 :

Date/Time: 2003-01-09 21:33:43

Duration: 1800 sec.

Source IP Address/Port: 1.1.1.1:1046

Destination IP Address/Port: 10.1.1.5:80

Service: HTTP

Reason for Close: Age out

Translated Source IP Address/Port: 1.1.1.1:1046

Translated Destination IP Address/Port: 10.1.1.5:80

Policy ID number: 3

CLI

get log traffic policy 3

排序和过滤流量日志

与事件日志类似，在使用 CLI 查看流量日志时，可以按照下列条件排序或过滤日志
条目 :

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 : 可以按照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排序流量日志。也可以通过
指定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或地址范围来过滤流量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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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可以仅按照日期或按照日期和时间排序流量日志。设备按照日期和时间
的降序列出日志条目。

也可以通过指定起始日期、终止日期或日期范围来过滤事件日志条目。当指定
起始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日期后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当指
定终止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日期前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时间 : 当按照时间排序流量日志时，设备将按照降序显示日志条目而不考虑日
期。当指定起始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时间后的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而不考虑日期。当指定终止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时间前的时间戳的
日志条目，而不考虑日期。如果同时指定了起始和终止时间，设备将显示含有
所指定的时间段内的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范例 : 按照时间排序流量日志

本例中，将按照时间排序来查看时间戳位于 1:00 之后的流量日志。

WebUI

CLI

get log traffic sort-by time start-time 01:00:00

下载流量日志
也可在指定位置打开或保存日志，然后用 ASCII 文本编辑器 ( 如 Notepad 或 
WordPad) 来查看该文件。

也可以将流量日志条目发送到外部存储空间 ( 请参阅第 50 页上的“储存日志信
息”)。当一个会话终止时，安全设备在流量日志中生成一个条目。当启用安全设
备以将流量日志条目发送到外部存储位置时，设备每秒发送一次新条目。由于当一
个会话结束时安全设备生成一个流量日志条目，因此，对于在过去的一秒内结束的
所有会话，安全设备都将发送流量日志条目。也可以包含这样一些流量日志条目 : 
它们带有用电子邮件发送给 admin 的事件日志条目。

在此例中，您下载 ID number 为 12 的策略的流量日志。使用 WebUI 时，将其下
载到本地目录 "C:\netscreen\logs"。使用 CLI 时，将其下载到 IP 地址为 
10.10.20.200 的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将文件命名为 "traf_log11-21-02.txt"。

WebUI

1. Reports > Policies > Logging ( 对于 policy ID 12): 单击 Save。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打开该文件 ( 使用 ASCII 编辑器 ) 或将其保存到磁盘。

2. 选择 Save 选项，然后单击 OK。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您选择目录。

3. 指定 C:\netscreen\logs，将文件命名为 traf_log11-21-02.txt，然后单击 Save。

CLI

get log traffic policy 12 > tftp 10.10.20.200 traf_log11-21-02.txt

注意 : 只能通过 CLI 来按时间排序流量日志。
流量日志



第 2 章 : 监控安全设备
移除关闭字段的原因
缺省情况下，ScreenOS 会记录并显示会话关闭的原因，以便用户可以区别会话创
建消息和会话关闭信息。如果不需要显示原因，可以明确配置设备，使其不显示该
字段。

表 1 列出了 ScreenOS 识别的会话关闭原因。无法识别的任何会话都标注为 
OTHER。

表 1:  会话关闭的原因代码

记录的原因 含义

TCP FIN 由于 FIN 数据包 TCP 连接中断。

TCP RST 由于 RST 数据包 TCP 连接中断。

RESP 特殊会话 ( 如 PING 和 DNS) 在收到响应时关闭。

ICMP 已收到 ICMP 错误。

AGE OUT 一般的连接超时。

ALG 由于错误或该 ALG 特定的其它原因，ALG 强制关闭会话。

NSRP 已收到 NSRP 会话关闭信息。

AUTH Auth 故障。

IDP 由 IDP 关闭。

SYN PROXY FAIL SYN Proxy 故障。

SYN PROXY LIMIT 已达到 SYN 代理会话的系统限制。

TENT2NORM CONV 一般会话转换尝试失败。

PARENT CLOSED 已关闭父会话。

CLI 已关闭用户命令。

OTHER 关闭原因尚未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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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带有关闭原因的流量日志范例 :

ns-> get log traffic
P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src Any, dst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Total traffic entries matched under this policy = 2300
================================================================================
Date Time Duration Source IP Port Destination IP Port Service
Reason Xlated Src IP Port Xlated Dst IP Port ID
================================================================================
2001-10-25 07:08:51 0:00:59 10.251.10.25 137 172.24.16.10 137 NETBIOS (NS)
Close - AGE OUT 172.24.76.127 8946 172.24.16.10 137
2001-10-25 07:08:51 0:00:59 10.251.10.25 137 172.24.244.10 137 NETBIOS (NS)
Close - AGE OUT 172.24.76.127 8947 172.24.244.10 137
2001-10-25 07:07:53 0:00:01 10.251.10.25 1028 172.24.16.10 53 DNS
Close - RESP 172.24.76.127 8945 172.24.16.10 53
2001-10-25 07:06:29 0:01:00 10.251.10.25 138 172.24.244.10 138 NETBIOS (DGM)
Close - AGE OUT 172.24.76.127 8933 172.24.244.10 138
2001-10-25 07:06:11 0:03:16 10.251.10.25 2699 172.24.60.32 1357 TCP PORT 1357
Close - TCP FIN 172.24.76.127 8921 172.24.60.32 1357

列出不带关闭原因的流量日志范例 :

ns-> get log traffic
P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src Any, dst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Total traffic entries matched under this policy = 1538
================================================================================
Date Time Duration Source IP Port Destination IP Port Service
Xlated Src IP Port Xlated Dst IP Port ID
================================================================================
2002-07-19 15:53:11 0:01:33 10.251.10.25 2712 207.17.137.108 80 HTTP
10.251.10.25 2712 207.17.137.108 80
2002-07-19 15:51:33 0:00:12 10.251.10.25 2711 66.163.175.128 80 HTTP
10.251.10.25 2711 66.163.175.128 80
2002-07-19 15:41:33 0:00:12 10.251.10.25 2688 66.163.175.128 80 HTTP
10.251.10.25 2688 66.163.175.128 80
2002-07-19 15:31:39 0:00:18 10.251.10.25 2678 66.163.175.128 80 HTTP
10.251.10.25 2678 66.163.175.128 80

在以下范例中，用户可配置设备以使其不显示关闭会话的原因，原因是它会干扰需
要在流量日志上运行的脚本。必须使用命令行接口更改日志输出类型。

WebUI

不可用。

CLI

set log traffic detail 0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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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日志

ScreenOS 提供 self 日志，以监视和记录在安全设备上终止的所有信息包。例如，
如果在接口上禁用了一些管理选项 ( 如 WebUI、SNMP 和 ping) 并且 HTTP、SNMP 
或 ICMP 流量被发送到该接口上，则对每个被丢弃的信息包，将会有条目出现在 
self 日志中。

要激活 self 日志，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WebUI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Log Settings: 选中 Log Packets Terminated 
to Self 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firewall log-self

当启用 self 日志时，安全设备将在两个位置记录条目 : self 日志和流量日志。与流
量日志类似，self 日志显示在安全设备上被丢弃的每个信息包的日期、时间、源地
址 / 端口、目的地地址 / 端口、持续时间和服务。Self 日志条目通常具有一个源区
段 Null 和一个目标区段 "self"。

查看 Self 日志
通过 CLI 或 WebUI 可以查看安全设备的闪存中存储的 self 日志。

WebUI

Reports > System Log > Self

CLI

get log self

排序和过滤 Self 日志

与事件和流量日志类似，在使用 CLI 查看 self 日志时，可以按照下列条件排序或过
滤日志条目 :

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 : 可以按照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排序 self 日志。也可以通过
指定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或地址范围来过滤 self 日志。

日期 : 可以仅按照日期或按照日期和时间排序 self 日志。设备按照日期和时间
的降序列出日志条目。

也可以通过指定起始日期、终止日期或日期范围来过滤 self 日志条目。当指定
起始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日期后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当指
定终止日期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日期前的日期 / 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时间 : 当按照时间排序 self 日志时，安全设备将按照降序显示日志条目，而不
考虑日期。当指定起始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起始时间后的时间戳的日志
条目，而不考虑日期。当指定终止时间时，设备将显示含有该终止时间前的时
间戳的日志条目，而不考虑日期。如果同时指定了起始和终止时间，设备将显
示含有所指定的时间段内的时间戳的日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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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按照时间过滤 Self 日志

在此例中，按照终止时间过滤 self 日志条目。安全设备显示时间戳为指定的终止时
间之前的日志条目 :

WebUI

CLI

get log self end-time 16:32:57

下载 Self 日志
也可在指定位置将日志保存为文本文件，然后用 ASCII 文本编辑器 ( 如 Notepad 或 
WordPad) 来查看该文件。

本例中，将 self 日志下载到本地目录 "C:\netscreen\logs" (WebUI) 或 IP 地址为 
10.1.1.5 的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CLI)。将文件命名为 "self_log07-03-02.txt"。

WebUI

1. Reports > System Log > Self: 单击 Save。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打开该文件 ( 使用 ASCII 编辑器 ) 或将其保存到磁盘。

2. 选择 Save 选项，然后单击 OK。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您选择目录。

3. 指定 C:\netscreen\logs，将文件命名为 self_log07-03-02.txt，然后单击 Save。

CLI

get log self > tftp 10.1.1.5 self_log07-03-02.txt

注意 : 只能通过 CLI 来按时间过滤 self 日志。

日期 时间 持续时间 源 IP 端口 目标 IP 端口 服务

2003-08-21 16:32:57 0:00:00 10.100.25.1 0 224.0.0.5 0 OSPF

2003-08-21 16:32:47 0:00:00 10.100.25.1 0 224.0.0.5 0 OSPF

匹配的条目总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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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源恢复日志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资源恢复日志，显示每一次设备使用资源恢复程序
来还原为其缺省设置的相关信息 ( 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重置设备到出厂缺省设
置”)。除了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资源恢复日志外，也可在指定位置打开或保存
该文件。使用 ASCII 文本编辑器 ( 如 Notepad) 来查看该文件。

本例中，将资源恢复日志下载到本地目录 "C:\netscreen\logs" (WebUI) 或 IP 地址为 
10.1.1.5 的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CLI)。将文件命名为 "sys_rst.txt"。

WebUI

1. Reports > System Log > Asset Recovery: 单击 Save。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打开该文件 ( 使用 ASCII 编辑器 ) 或将其保存到磁盘。

2. 选择 Save 选项，然后单击 OK。

File Download 对话框提示您选择目录。

3. 指定 C:\netscreen\logs，命名文件为 sys_rst.txt，然后单击 Save。

CLI

get log asset-recovery > tftp 10.1.1.5 sys_rst.txt

流量报警

流量超出在策略中定义的临界值时，安全设备支持流量报警。可配置安全设备，只
要安全设备生成流量报警，就能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来发出警示 :

控制台

内部 ( 事件日志 )

电子邮件

SNMP

系统日志

WebTrends

NetScreen-Global PRO

设置警告临界值以检测异常活动。要了解异常活动的构成，必须先建立正常活动的
基准。要为网络流量创建这样的基准，必须观察一段时间内的流量模式。然后，在
确定了认为是正常的流量数之后，可设置高于该值的警告临界值。超出该临界值的
流量会触发一个警告，以引起对背离基准的注意。然后就可估计其情形，确定引起
背离的原因，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行动以对此作出反应。

也可使用流量报警，提供折衷系统的基于策略的入侵检测和通知。下面提供了为达
到这些目的而使用流量报警的范例。
下载资源恢复日志 6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62
范例 : 基于策略的入侵检测
在本例中，有一个在 DMZ 区段内 IP 地址为 211.20.1.5 ( 名称为 "web1") 的 Web 服
务器。想要检测从 Untrust 区段通过 Telnet 访问该 Web 服务器的所有尝试。要实
现此目的，可创建一策略，拒绝由 Untrust 区段内任何地址发往 DMZ 区段内名为 
web1 的 Web 服务器的 Telnet 流量，并可设置 64 字节的流量报警临界值。由于
小的 IP 数据包为 64 字节，即使只有一个试图从 Untrust 区段发往 Web 服务器的 
Telnet 数据包，都会触发警告。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web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11.20.1.5/32
Zone: DMZ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1

Service: Telnet
Action: Deny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Counting: ( 选择 )
Alarm Threshold: 64 Bytes/Sec, 0 Kbytes/Min

CLI

set address dmz web1 211.20.1.5/32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1 telnet deny count alarm 64 0
save

范例 : 折衷系统通知
在本例中，使用流量报警来提供折衷系统的通知。有一台在 DMZ 区段内 IP 地址为 
211.20.1.10 ( 名称为 ftp1) 的 FTP 服务器。希望能允许由 FTP 获取的流量能到达此
服务器。不希望有来自此 FTP 服务器的任何种类的流量。如出现这种流量则说明
系统已被折衷，可能是与 NIMDA 病毒相似的病毒所导致。在 Global 区段内定义 
FTP 服务器的地址，这样就能创建两个全域策略。

WebUI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ft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11.20.1.10/32
Zone: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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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Global, To: Globa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1

Service: FTP-Get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Global, To: Global)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Deny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Counting: ( 选择 )
Alarm Threshold: 64 Bytes/Sec, 0 Kbytes/Min

CLI

set address global ftp1 211.20.1.10/32
set policy global any ftp1 ftp-get permit
set policy global ftp1 any deny count alarm 64 0
save

范例 : 发送电子邮件警示
在本例中，如果有警告，则通过电子邮件警示来设置通知。邮件服务器地址为 
172.16.10.254，通知的第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为 jharker@juniper.net，第二个电子
邮件地址为 driggs@juniper.net。安全设备包含具有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事件日志
的流量日志。

WebUI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Email: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E-Mail Notification for Alarms: ( 选择 )
Include Traffic Log: ( 选择 )

SMTP Server Name: 172.16.10.254
E-Mail Address 1: jharker@juniper.net
E-Mail Address 2: driggs@juniper.net

CLI

set admin mail alert
set admin mail mail-addr1 jharker@juniper.net
set admin mail mail-addr2 driggs@juniper.net
set admin mail server-name 172.16.10.254
set admin mail traffic-log
save

注意 : 如果启用了 DNS，则可为邮件服务器使用主机名，如 mail.juni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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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

安全设备可以为达到预定义的严重性级别 ( 请参阅第 51 页上的“事件日志”中的
严重性级别列表 ) 的系统事件生成系统日志消息，并可选择性地为策略允许跨越防
火墙的信息流生成系统日志消息。设备将这些消息发送到 多四个指定的系统日志
主机，这些主机运行在 UNIX/Linux 系统上。对于每个系统日志主机，可以指定下
列各项 :

安全设备包括流量日志条目、事件日志条目，还是同时包括流量和事件日志
条目。

是否将信息流通过 VPN 通道发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并且如果通过 VPN 通
道，使用哪个接口作为源接口 ( 有关范例，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范例 : 通过基
于路由的通道而自行生成的信息流”和第 77 页上的“范例 : 通过基于策略的
通道而自行生成的信息流”)。

安全设备将系统日志消息发送到哪个端口上。

安全设备和常规设备；前者分类并发送紧急和警示级消息到系统日志主机；后
者分类和发送与安全无关的事件的其它所有消息。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通过 UDP ( 端口 514) 将消息发送到系统日志主机。为了增
加消息发送的可靠性，可以将每个系统日志主机的传输协议改为 TCP。

可使用系统日志消息为系统管理员创建电子邮件警示，或在使用 UNIX 系统日志惯
例的指定主机控制台上显示消息。

范例 : 启用多个系统日志服务器
在此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 通过 TCP 将事件和流量日志发送到拥有下列 IP 地
址 / 端口号的三个系统日志服务器 : 1.1.1.1/1514、2.2.2.1/2514 和 3.3.3.1/3514。
将安全级别和设备级别都设置为 Local0。

WebUI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ys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syslog messages: 选择此选项将日志发送到指定的系统日志服务器。
No.: 选择 1、2 和 3 以表示正在添加 3 个系统日志服务器。

IP/Hostname: 1.1.1.1, 2.2.2.1, 3.3.3.1
Port: 1514, 2514, 3514

Security Facility: Local0, Local0, Local0
Facility: Local0, Local0, Local0
Event Log: ( 选择 )
Traffic Log: ( 选择 )
TCP: ( 选择 )

注意 : 在 UNIX/Linux 平台上，修改文件 /etc/rc.d/init.d/syslog，这样系统日志就能从远
程资源 (syslog -r) 中检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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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syslog config 1.1.1.1 port 1514
set syslog config 1.1.1.1 log all
set syslog config 1.1.1.1 facilities local0 local0
set syslog config 1.1.1.1 transport tcp
set syslog config 2.2.2.1 port 2514
set syslog config 2.2.2.1 log all
set syslog config 2.2.2.1 facilities local0 local0
set syslog config 3.3.3.1 transport tcp
set syslog config 3.3.3.1 port 3514
set syslog config 3.3.3.1 log all
set syslog config 3.3.3.1 facilities local0 local0
set syslog config 3.3.3.1 transport tcp
set syslog enable
save

启用通知事件的 WebTrends
NetIQ 提供了一个名为 WebTrends Firewall Suite 的产品，该产品允许您依据安全设备
所创建的日志创建自定义报告。WebTrends 分析日志文件并以图形格式显示所需的
信息。可以创建有关所有事件和严重性级别的报告，或者主要报告某一方面 ( 如防
火墙攻击 ) 的事件。( 有关 WebTrends 的其它信息，请参阅 WebTrends 产品文档。)

也可通过 VPN 通道发送 WebTrends 消息。在 WebUI 中，使用 Use Trust Zone 
Interface as Source IP for VPN 选项。在 CLI 中，使用 set webtrends vpn 命令。

下例中，将向 WebTrends 主机 (172.10.16.25) 发送通知消息。

WebUI

1. WebTrends 设置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WebTrend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WebTrends Messages: ( 选择 )
WebTrends Host Name/Port: 172.10.16.25/514

2. 安全级别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Log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WebTrends Notification: ( 选择 )

CLI

3. WebTrends 设置
set webtrends host-name 172.10.16.25
set webtrends port 514
set webtrends enable

4. 安全级别
set log module system level notification destination webtrends
save

注意 : 在处于“透明”模式下的安全设备上启用 WebTrends 时，必须设置静态路由。请
参阅第 7-1 页上的“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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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代理使网络管理员可
以查看关于网络及其上设备的统计数据，以及接收所关注的系统事件通知。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 RFC-1157, A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以及支持下列 RFC 中所述的 SNMPv2c 协议 :

RFC-1901,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based SNMPv2

RFC-1905, Protocol Operations for Version 2 of the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v2)

RFC-1906, Transport Mappings for Version 2 of the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v2)

安全设备也支持 RFC-1213,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for Network Management 
of TCP/IP-based Internets: MIB-II 中定义的所有相关管理信息库 II (MIB II) 组。设备
还有企业专有的 MIB 文件，可将其加载到 SNMP MIB 浏览器。

出现指定事件或情形时，Juniper Networks SNMP 代理会生成以下陷阱或通知 :

冷启动陷阱 : 开启安全设备使之处于可操作状态时，安全设备会生成冷启动
陷阱。

SNMP 认证故障陷阱 : 如果有人试图使用不正确的 SNMP 公共组字符串去连接
安全设备，或者如果在 SNMP 公共组中未定义试图建立连接的主机的 IP 地
址，则安全设备中的 SNMP 代理触发认证失败陷阱。( 缺省情况下此选项为启
用。)

系统报警陷阱 : 安全设备出错条件和防火墙条件将触发系统警告。定义了三个
企业陷阱，包括与硬件、安全和软件相关的警告。( 有关防火墙设置和警告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208 页上的“ICMP 碎片”和第 61 页上的“流量报
警”。)

流量报警陷阱 : 流量超过策略中设置的警告临界值时，触发流量报警。(有关配
置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45 页上的“策略”。)

注意 : 使用 SNMP MIB 浏览器，可以检查 cpu 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以及在 
ScreenOS 和“入侵检测防护”(IDP) 安全模块上的会话使用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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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页上的“陷阱报警类型”列出了可能的报警类型及其相关的陷阱号 :

表 2:  陷阱报警类型

发运安全设备时不带有 SNMP 管理器的缺省配置。要配置安全设备的 SNMP，必须
先创建公共组，定义其关联的主机并分配权限 ( 读 / 写或只读 )。

在创建 SNMP 公共组时，可以按照 SNMP 管理工作站的要求指定该公共组支持 
SNMPv1、SNMPv2c，还是支持两个 SNMP 版本。( 为了向后兼容只支持 SNMPv1 
的 ScreenOS 早期版本，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支持 SNMPv1。) 如果 SNMP 公共组
支持两个 SNMP 版本，则必须为每个公共组成员指定陷阱版本。

由于安全原因，具有读 / 写权限的公共组成员只能更改安全设备上的下列变量 :

sysContact - 安全设备的 admin 的联络信息，以防该 SNMP admin 需要与其联
系。这可以是安全 admin 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办公位置或这
类信息的组合。

sysLocation - 安全设备的物理位置。这可以是国家 / 地区、城市或建筑物的名
称，或者设备在网络操作中心 (NOC) 的机架上的准确位置。

sysName - SNMP 管理员用于安全设备的名称。按照惯例，这是一个完全合格
的域名 (FQDN)，但也可以是其他名称。

snmpEnableAuthenTraps - 这将启用或禁用安全设备中的 SNMP 代理，使得当
有人试图用不正确的 SNMP 公共组名称与 SNMP 代理联系就会生成陷阱。

ipDefaultTTL - 只要“传输层”协议没有提供活动时间 (TTL) 值，就将缺省值
插入始发自安全设备的数据报 IP 报头内的 TTL 字段中。

ipForwarding - 这指示安全设备是否转发信息流 ( 发给安全设备本身的信息流
除外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指示不转发信息流。

陷阱企业 ID 说明

100 硬件问题

200 防火墙问题

300 软件问题

400 流量问题

500 VPN 问题

600 NSRP 问题

800 DRP 问题

900 接口故障切换问题

1000 防火墙攻击

注意 : 网络管理员必须有 SNMP 管理器应用程序，如 HP OpenView 或 SunNet 
Manager，以便浏览 SNMP MIB II 数据并从可信或不可信的接口接收陷阱。也可
从互联网上获取共享及免费的 SNMP 管理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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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述
Juniper Networks 用以下方式在其设备中执行 SNMP:

SNMP 管理员被分组到 SNMP 公共组中。设备 多可支持三个公共组，每个公
共组 多八个成员。

公共组成员可以是单个主机或主机的子网，取决于定义成员时使用的网络掩
码。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为 SNMP 公共组成员分配 32 位的网络掩码 
(255.255.255.255)，此时将其定义为单个主机。

如果将 SNMP 公共组成员定义为子网，则该子网上的任何设备都可以轮询安全
设备以获得 SNMP MIB 信息。但是，安全设备不能将 SNMP 陷阱发送给子网，
只能发送给单个主机。

每个公共组具有对 MIB II 数据的只读或读写权限。

每个公共组可支持 SNMPv1 和 / 或 SNMPv2c。如果公共组支持两个版本的 
SNMP，则必须为每个公共组成员指定陷阱版本。

可允许或禁止每个公共组接收陷阱。

可通过任意物理接口访问 MIB II 数据和陷阱。

对设置为接收陷阱的各公共组的每台主机，每个系统报警 ( 分类为关键、警示
或紧急三种严重性级别的系统事件 ) 都生成单个企业 SNMP 陷阱。

安全设备将“冷启动 /上行链路 /下行链路”陷阱发送到设置为接收陷阱的公共
组内的所有主机上。

如果为公共组指定 trap-on，也可选择允许流量报警。

可以通过基于路由或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发送 SNMP 消息。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道”。

定义读 / 写 SNMP 公共组
在此例中，创建一个 SNMP 公共组，名称为 MAge11。为其分配读 / 写权限并启用
其成员，以接收 MIB II 数据和陷阱。其拥有下面两个成员 : 1.1.1.5/32 和 
1.1.1.6/32。其中每个成员都有 SNMP 管理器应用程序，运行不同版本的 SNMP: 
SNMPv1 和 SNMPv2c。公共组名称充当密码，并需要受到保护。

为安全设备的本地 admin 提供联络信息，以防某个 SNMP 公共组成员需要与其 
( 姓名 ) 联系 : al_baker@mage.com。还要提供安全设备的位置，位置 : 
3-15-2。这些数字表明该设备在三楼第十五排第二个位置。

也启用 SNMP 代理，使得一旦某人非法尝试建立与安全设备的 SNMP 连接时就生
成陷阱。认证失败陷阱是一个全局性设置，其适用于所有 SNMP 公共组，缺省情
况下为禁用。

后，启用 ethernet1 上的 SNMP 可管理性，它是此前已绑定到 Trust 区段上的接
口。这是 SNMP 管理器应用程序用来与安全设备中的 SNMP 代理通信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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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NMP: 输入以下设置，然后单击 Apply: 

System Contact: al_baker@mage.com
Location: 3-15-2
Enable Authentication Fail Trap: ( 选择 )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NMP > New Community: 输入以下设置，
然后单击 OK: 

Community Name: MAge11
Permissions:

Write: ( 选择 )
Trap: ( 选择 )
Including Traffic Alarms: ( 清除 )

Version: ANY ( 选择 )
Hosts IP Address/Netmask and Trap Version: 

1.1.1.5/32 v1
1.1.1.6/32 v2c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设置，然后单击 OK:

Service Op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SNMP

CLI

set snmp contact al_baker@mage.com
set snmp location 3-15-2
set snmp auth-trap enable
set snmp community MAge11 read-write trap-on version any
set snmp host Mage 1.1.1.5/32 trap v1
set snmp host Mage 1.1.1.6/32 trap v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nmp
save

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道

可以使用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保证从固定的 IP 地址对安全设备进行远程监视
的安全性。利用 VPN 通道，可以保护发往安全设备和从中发起的信息流。从安全
设备发起的信息流类型可以包括 : NetScreen-Global PRO 报告、发送到系统日志和 
WebTrends 服务器的事件日志条目以及 SNMP MIB 陷阱。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两种类型的 VPN 通道配置 :

基于路由的 VPN: 安全设备使用路由表条目来将流量引导到通道接口，这些接
口被绑定到 VPN 通道上。

如要通过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发送安全设备生成的事件日志条目、
NetScreen-Global PRO 报告或 SNMP 陷阱等信息流，必须手动输入通向正确目
的地的路由。该路由必须指向绑定到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该接口是您希望
安全设备从中通过以引导信息流的通道。不需要任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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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 VPN: 安全设备使用按策略专门引用的 VPN 通道名称，将流量引导
通过 VPN 通道。

如要通过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发送自行生成的信息流，必须在策略中包含源
和目的地地址。源地址可使用安全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目的地地址可使用
存储服务器或 SNMP 公共组成员的工作站的 IP 地址 ( 如果位于远程安全设备
的后面 )。如果远程 SNMP 公共组成员使用 NetScreen-Remote VPN 客户端建
立与本地安全设备的 VPN 连接，请使用在 NetScreen-Remote 上定义的内部 IP 
地址作为目的地地址。

如果远程网关或端实体拥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则安全设备不能启动 VPN 通道的
形成，因为无法预先确定这些地址，因而不能为其定义路由。在这些情况下，远程
主机必须发起 VPN 连接。在建立基于策略或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后，通道的两端
都能发起信息流 ( 如果策略允许它 )。另外，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 而言，必须有通
向端实体的路由，通过绑定到该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 - 这或者是因为您手动输入
了该路由，或者是因为本地安全设备在建立通道后通过交换动态路由消息而接收到
该路由。( 有关动态路由协议的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也可以使用带有 
rekey 选项或 IKE 心跳信号的 VPN 监视，以确保在建立通道后，不管 VPN 的活动
性如何，都将保持连通。( 有关这些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222 页上的
“VPN 监控”和第 5-272 页上的“监控机制”。)

对于每个 VPN 通道配置类型，可以使用下列类型 VPN 通道中的任何一个 :

手动密钥 : 可以在两个通道端手动设置定义“安全联盟”(SA) 的三种要素 : 安全
参数索引 (SPI)、加密密钥和认证密钥。要在 SA 中更改任何元素，必须在通道
的两端将其手动输入。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 一个或两个预共享机密 ( 一个用于认证，一个
用于加密 ) 起着种子值的作用。IKE 协议使用它们在通道的两端产生一组对称
密钥；即，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在预定义间隔，这些密钥自动重
新生成。

具有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使用“公开密钥基础”(PKI)，通道两端的参与者使
用一个数字证书 ( 用于认证 ) 和一个 RSA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 用于加密 )。加密
是不对称的；即密钥对中的一个用于加密，另一个用于解密。

注意 : 有关 VPN 通道的完整说明，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有关 
NetScreen-Remot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Remote VPN Client 
Administrato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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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通过基于路由的通道而自行生成的信息流
图 16 说明了一个范列，在其中配置一个本地安全设备 ( 设备 -A)，通过基于路由的
自动密钥 IKE VPN 通道，将 SNMPv1 MIB 陷阱和系统日志报告发送给远程安全设
备 ( 设备 -B) 后端的某个 SNMP 公共组成员。通道使用预共享密钥 (Ci5y0a1aAG) 作
为数据源认证，并且建议将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安全级别预定义为 "Compatible"。
您作为设备 -A 的本地 admin，创建 tunnel.1 接口并将其绑定到 vpn1。您和设备
-B 的 admin 定义表 3 中所示代理 ID:

表 3:  基于路由的通道的代理 ID

将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而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缺省网关 IP 
地址为 1.1.1.250。所有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16:  通过基于路由通道的流量

设备 -B 的远程 admin 使用类似的设置定义 AutoKey IKE VPN 通道端，使预共享密
钥、提议和代理 ID 相匹配。

也可以配置拥有读 / 写权限的名称为 "remote_admin" 的 SNMP 公共组，并启用该
公共组以接收陷阱。将位于 10.2.2.2/32 的主机定义为公共组成员。

设备 -A 设备 -B

本地 IP 10.1.1.1/32 本地 IP 10.2.2.2/32

远程 IP 10.2.2.2/32 远程 IP 10.1.1.1/32

服务 Any 服务 Any

ethernet1 
10.1.1.1/24 

NAT

Untrust 区段

tunnel.1，未编号

Trust 区段 本地站点

设备 -A

设备 -B

Trust 区段Untrust 区段 远程站点

网关， 2.2.2.250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LAN
10.2.2.0/24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SNMP 管理器
和系统日志服
务器 10.2.2.2

互联网

TUNNEL: VPN1

ethernet1 
10.2.2.1/24 

NAT

LAN 
10.1.1.0/24

注意 : 本例假定远程 admin 已安装系统日志服务器和支持 SNMPv1 的 SNMP 管理器应
用程序。远程 admin 在其安全设备上设置 VPN 通道时，使用 1.1.1.1 作为远程网
关，使用 10.1.1.1 作为目的地地址。
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道 7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72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Service Op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SNM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trust-vr)

2. 系统日志和 SNMP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ys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Syslog Messages: ( 选择 )
No.: 选择 1 表示正在添加 1 个系统日志服务器。

IP/Hostname: 10.2.2.2
Port: 514

Security Facility: auth/sec
Facility: Local0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NMP > New Community: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Community Name: remote_admin
Permissions:

Write: ( 选择 )
Trap: ( 选择 )
Including Traffic Alarms: ( 清除 )

Version: V1
Hosts IP Address/Netmask:

10.2.2.2/32 V1
Trap Version:

V1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远程 admin 配置 SNMP 管理器时，必须在 "Remote SNMP Agent" 字段中输入 
10.1.1.1。它是 SNMP 管理器发送查询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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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_admin
Type: Static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Ci5y0a1aAG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1.1/32
Remote IP/Netmask: 10.2.2.2/32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2/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 选择 ) 1.1.1.250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nmp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注意 : 远程 admin 配置 SNMP 管理器时，必须在 "Remote SNMP Agent" 字段中输入 
10.1.1.1。它是 SNMP 管理器发送查询的地址。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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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PN
set ike gateway to_admin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Ci5y0a1aAG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_admin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1.1.1/32 remote-ip 10.2.2.2/32 any

3. 系统日志和 SNMP
set syslog config 10.2.2.2 auth/sec local0
set syslog enable
set snmp community remote_admin read-write trap-on version v1
set snmp host remote_admin 10.2.2.2/32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2/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ave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2.2.2/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ns-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1.1.1/32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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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
以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s-grp1

选择 Syslog，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SNM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_admin
Type: Static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Ci5y0a1aAG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2.2/32
Remote IP/Netmask: 10.1.1.1/32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 选择 ) 2.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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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dd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ns-a

Service: s-grp1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ns-a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ddr1

Service: s-grp1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addr1 10.2.2.2/32
set address untrust ns-a 10.1.1.1/32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yslog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nmp

4. VPN
set ike gateway to_admin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Ci5y0a1aAG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_admin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2.2.2/32 remote-ip 10.1.1.1/32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1/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ddr1 ns-a s-grp1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ns-a addr1 s-grp1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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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通过基于策略的通道而自行生成的信息流
在此例 ( 图 17 所示 ) 中，配置一个本地安全设备 ( 设备 -A)，通过基于策略的自动
密钥 IKE VPN 通道 (vpn1)，将 SNMPv2c MIB 陷阱和系统日志报告发送给远程安全
设备 ( 设备 -B) 后端的某个 SNMP 公共组成员。通道使用预共享密钥 (Ci5y0a1aAG) 
作为数据源认证，并且建议将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安全级别预定义为 
"Compatible"。

您和远程 admin 将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将 ethernet3 绑定到设备 -A 和设
备 -B 上的 Untrust 区段。设备 -A 的缺省网关 IP 地址是 1.1.1.250。设备 -B 的缺省
网关 IP 地址是 2.2.2.250。所有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17:  通过基于策略通道的流量

也可以配置拥有读 / 写权限的名称为 "remote_admin" 的 SNMP 公共组，并启用该
公共组以接收陷阱。将位于 10.2.2.2/32 的主机定义为公共组成员。

设备 -A 上的入站和出站策略与设备 -B 上的出站和入站策略相匹配。这些策略中使
用的地址和服务如下 :

10.1.1.1/32，设备 -A 上的 Trust 区段接口的地址

10.2.2.2/32，SNMP 公共组成员的主机和系统日志服务器的地址

服务组命名为 "s-grp1"，其中包含 SNMP 和系统日志服务

从您与设备 -B 的 admin 创建的策略中，两个安全设备可获得 vpn1 的下列代理 ID:

注意 : 本例假定远程 admin 已安装系统日志服务器和支持 SNMPv2c 的 SNMP 管理器应
用程序。远程 admin 在其安全设备上设置 VPN 通道时，使用 1.1.1.1 作为远程网
关，使用 10.1.1.1 作为目的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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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策略的通道的代理 ID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 安全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Service Op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SNMP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in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1.1.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remote_admi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2.2.2/32
Zone: Untrust

设备 -A 设备 -B

本地 IP 10.1.1.1/32 本地 IP 10.2.2.2/32

远程 IP 10.2.2.2/32 远程 IP 10.1.1.1/32

服务 Any 服务 Any

注意 : 安全设备在代理 ID 中将服务组当作 "any"。

注意 : 远程 admin 配置 SNMP 管理器时，必须在 "Remote SNMP Agent" 字段中输入 
10.1.1.1。它是 SNMP 管理器发送查询的地址。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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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
以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s-grp1
选择 Syslog，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SNM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_admin
Type: Static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Ci5y0a1aAG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5. 系统日志和 SNMP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ys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Syslog Messages: ( 选择 )
Source Interface: ethernet1
No.: 选择 1 表示正在添加 1 个系统日志服务器。

IP/Hostname: 10.2.2.2
Port: 514

Security Facility: auth/sec
Facility: Local0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NMP > New Community: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Community Name: remote_admin
Permissions:

Write: ( 选择 )
Trap: ( 选择 )
Including Traffic Alarms: ( 清除 )

Version: V2C
Hosts IP Address/Netmask: 

10.2.2.2/32 V2C
Trap Version:

V2C
Source Interface:

ethernet1 ( 选择 )

Configuration > Report Settings > SN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Authentication Fail Trap: ( 选择 )
用于自行生成的信息流的 VPN 通道 7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80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in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_admin

Service: s-grp1
Action: 通道
Tunnel VPN: vpn1
Modify matching outgoing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A)

1. 接口 - 安全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nmp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int 10.1.1.1/32
set address untrust remote_admin 10.2.2.2/32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yslog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nmp

4. VPN
set ike gateway to_admin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Ci5y0a1aAG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_admin sec-level compatible

5. 系统日志和 SNMP
set syslog config 10.2.2.2 auth/sec local0
set syslog src-interface ethernet1
set syslog enable
set snmp community remote_admin read-write trap-on version v2c
set snmp host remote_admin 10.2.2.2/32 src-interface ethernet1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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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7.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int remote_admin s-grp1 tunnel vpn vpn1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mote_admin trust_int s-grp1 tunnel vpn vpn1
save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 安全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2.2.2/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ns-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10.1.1.1/32
Zone: Untrust

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服
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s-grp1

选择 Syslog，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SNM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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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_admin
Type: Static IP, IP Address: 1.1.1.1
Preshared Key: Ci5y0a1aAG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 选择 ) 2.2.2.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dd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ns-a

Service: s-grp1
Action: 通道
Tunnel VPN: vpn1
Modify matching outgoing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B)

1. 接口 - 安全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addr1 10.2.2.2/32
set address untrust ns-a 10.1.1.1/32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yslog
set group service s-grp1 add snmp

4. VPN
set ike gateway to_admin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Ci5y0a1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_admin sec-level 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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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ddr1 ns-a s-grp1 tunnel vpn vpn1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ns-a addr1 s-grp1 tunnel vpn vpn1
save

查看屏幕计数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了屏幕、硬件和流量计数器来监控流量。计数器为
指定区段和接口提供处理信息，并帮助校验所需策略的配置。

表 5 展示了屏幕计数器，用来监控常规的防火墙活动及查看受指定策略影响的流
量总数。

表 5:  屏幕计数器

计数器 说明

Bad IP Option Protection 由于构造不良或 IP 选项不完整而被丢弃的帧数

Dst IP-based session limiting 达到会话临界值后被丢弃的会话数

FIN bit with no ACK bit 由于标志的非法组合而被检测到并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Fragmented packet protection 封锁的 IP 数据包碎片数

HTTP Component Blocked 封锁的具有 HTTP 组件的数据包数

HTTP Component Blocking for ActiveX 
controls

封锁的 ActiveX 组件数

HTTP Component Blocking for .exe files 封锁的含 .exe 文件的 HTTP 数据包数

HTTP Component Blocking for Java 
applets

封锁的 Java 组件数

HTTP Component Blocking for .zip files 封锁的含 .zip 文件的 HTTP 数据包数

ICMP Flood Protection 作为 ICMP 泛滥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 ICMP 数据包数

ICMP Fragment 设置了“更多片断”标志的 ICMP 帧数，或在偏移字段中指出了偏移值的 ICMP 
帧数

IP Spoofing Attack Protection 作为 IP 欺骗攻击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 IP 地址数

IP Sweep Protection 检测到并被封锁的 IP 扫描攻击数据包数

Land Attack Protection 作为不可信陆地攻击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数据包数

Large ICMP Packet 由于 IP 长度大于 1024 而被检测到的 ICMP 帧数

Limit Session 由于达到会话限制而不能传送的数据包数

Loose Src Route IP Option 启用了“松散源路由”选项后检测到的 IP 数据包数

Malicious URL Protection 封锁的不可信恶意 URL 数

Ping-of-Death Protection 不可信并被拒绝的过大或大小不合规定的 ICMP 数据包数

Port Scan Protection 检测到并被封锁的端口扫描数

Record Route IP Option 启用了“记录路由选项”后检测到的帧数

Security IP Option 设置了“IP 安全性”选项后丢弃的帧数

Src IP-based session limiting 达到会话临界值后被丢弃的会话数

Source Route IP Option Filter 过滤的 IP 源路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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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页上的表 6 展示了监控硬件性能及出错数据包的硬件计数器。

表 6:  硬件计数器

Stream IP Option 设置了“IP 流”标识符后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Strict Src Route IP Option 启用了“严格源路由选项”后检测到的数据包数

SYN-ACK-ACK-Proxy DoS 由于 SYN-ACK-ACK-proxy DoS SCREEN 选项而被封锁的数据包数

SYN and FIN bits set 由于标志的非法组合而被检测到的数据包数

SYN Flood Protection 作为不可信 SYN 泛滥的一部分而被检测到的 SYN 数据包数

SYN Fragment Detection 作为不可信 SYN 碎片攻击的一部分而被丢弃的数据包碎片数

Timestamp IP Option 设置了“互联网时戳”选项后丢弃的 IP 数据包数

TCP Packet without Flag 由于缺失或残缺标志字段而被丢弃的非法数据包数

Teardrop Attack Protection 作为 Teardrop 攻击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数据包数

UDP Flood Protection 作为不可信 UDP 泛滥的一部分而被丢弃的 UDP 数据包数

Unknown Protocol Protection 作为未知协议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数据包数

WinNuke Attack Protection 作为不可信 WinNuke 攻击的一部分而被检测到的数据包数

计数器 说明

计数器 说明

drop vlan 由于缺少 VLAN 标记、未定义子接口，或因为安全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未启用 VLAN 中继而被
丢弃的数据包数

early frame 用于以太网驱动器缓冲描述符管理的计数器数

in align err 比特流中定位错误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bytes 收到的字节数

in coll err 内向的冲突数据包数

in crc err 具有循环冗余检查 (CRC) 错误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dma err 具有“直接内存访问”(DMA) 错误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misc err 具有其它错误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no buffer 由于不可获得缓冲而无法接收的数据包数

in overrun 已传输的超载数据包数

in packets 收到的数据包数

in short frame 含有少于 64 字节 ( 包括帧校验和 ) 的以太网帧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underrun 已传输的欠载数据包数

late frame 用于以太网驱动器缓冲描述符管理的计数器数

out bs pak 当搜索未知 MAC 地址时，存放在后备存储器中的数据包数

当安全设备转发数据包时，它首先检查目标 MAC 地址是否在 ARP 表中。如果在 APR 表中不能找到
目标 MAC 地址，则安全设备会向网络发送一个 ARP 请求。在安全设备收到第一个 ARP 请求回复之
前，如果它收到另一具有相同目标 MAC 地址的数据包，则它会将 out bs pak 计数器的值加一。

out bytes 发送的字节数

out coll err 外向的冲突数据包数

out cs lost 由于“多路访问载波监听 / 冲突检测”(CSMA/CD) 协议失去信号，而被丢弃的外向数据包数

out defer 延迟的外向数据包数

out discard 丢弃的外向数据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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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页上的表 7 展示了监控数据流层上不可信数据包数的流量计数器。

表 7:  流量计数器

out heartbeat 外向的心跳信号数据包数

out misc err 具有其它错误的外向数据包数

out no buffer 由于不可获得缓冲而未发送的数据包数

out packets 发送的数据包数

re xmt limit 当接口正在半双工下运行而超出重新传输限制时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计数器 说明

计数器 说明

address spoof 收到的不可信地址欺骗攻击数据包数

auth deny 用户认证被拒绝的次数

auth fail 用户认证失败的次数

big bkstr 在等待从 MAC 到 IP 地址的解析时因数据包过大无法放置到 ARP 后备存储器缓冲区的数据包数

connections 自上次启动起建立的会话数

encrypt fail 失败的“点对点通道协议”(PPTP) 数据包数

*icmp broadcast 收到的 ICMP 广播数

icmp flood 逼近 ICMP 泛滥临界值时计算的 ICMP 数据包数

illegal pak 因为不符合协议标准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in arp req 内向 arp 请求数据包数

in arp resp 外向 arp 请求数据包数

in bytes 收到的字节数

in icmp 收到的“因特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数据包数

in other 不同以太网类型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packets 收到的数据包数

in self 发往管理 IP 地址的数据包数

*in un auth 未经授权的内向 TCP、UDP 和 ICMP 数据包数

*in unk prot 使用未知以太网协议的内向数据包数

in vlan 内向 vlan 数据包数

in vpn 收到的 IPSec 数据包数

invalid zone 发往无效安全区段的数据包数

ip sweep 超过指定的 IP 扫描临界值的已接收和已丢弃数据包数

land attack 收到的不可信陆地攻击数据包数

loopback drop 因为不能通过安全设备回传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回传会话的范例 : 位于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将信息
流发送给 MIP 或 VIP 地址，而该地址被映射到同样位于该 Trust 区段内的服务器。安全设备创建一个
回传会话，该会话将这类信息流从该主机引导到 MIP 或 VIP 服务器。

mac relearn 由于 MAC 地址的位置更改，导致 MAC 地址获取表必须重新获取与该 MAC 地址关联的接口的次数

mac tbl full MAC 地址获取表被完全填满的次数

mal url 发往确定为恶意的 URL 的封锁的数据包数

*misc prot 使用 TCP、UDP 或 ICMP 以外协议的数据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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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mp fail 在主处理器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之间发送 PCI 消息时出现错误的次数

no conn 由于“网络地址转换”(NAT) 连接不可用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dip 由于动态 IP (DIP) 地址不可用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frag netpak netpak 缓冲区可用空间低于 70% 的次数

*no frag sess 碎片会话大于 NAT 会话 大数目的一半的次数

no g-parent 由于无法找到父级连接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gate 由于无可用入口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gate sess 由于在防火墙中没有其可用的入口而终止的会话数

no map 由于未映射到信任方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nat vector 由于“网络地址转换”(NAT) 连接无可用的入口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nsp tunnel 发送到未绑定 VPN 通道连接的通道接口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route 收到的不可路由的数据包数

no sa 由于未定义“安全联盟”(SA) 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sa policy 由于无 SA 关联的策略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o xmit vpnf 由于碎片而被丢弃的 VPN 数据包数

null zone 错误发送到绑定到 Null 区段的接口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nvec err 由于 NAT 向量错误而被丢弃的数据包数

out bytes 发送的字节数

out packets 发送的数据包数

out vlan 外向的 vlan 数据包数

ping of death 已接收到的不可信 Ping of Death 攻击数据包数

policy deny 由已定义策略拒绝的数据包数

port scan 作为端口扫描尝试而计算的数据包数

proc sess 处理器模块上的总会话数超过 大临界值的次数

sa inactive 由于非活动 SA 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sa policy deny 由 SA 策略拒绝的数据包数

sessn thresh 会话 大数目的临界值

*slow mac MAC 地址解析缓慢的帧数

src route 由于过滤源路由选项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syn frag 由于碎片而被丢弃的 SYN 数据包数

tcp out of seq 接收到的序列号超出可接受范围的 TCP 片段数

tcp proxy 使用 TCP 代理 ( 如 SYN 泛滥保护选项或用户认证 ) 而丢弃的数据包数

teardrop 作为可疑的 Teardrop 攻击的一部分而被封锁的数据包数

tiny frag 收到的破碎的小数据包数

trmn drop 由流量管理丢弃的数据包数

trmng queue 在队列中等待的数据包数

udp flood 逼近 UDP 泛滥临界值时计算的 UDP 数据包数

url block 被封锁的 HTTP 请求数

winnuke 收到的 WinNuke 攻击数据包数

计数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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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监控安全设备
在本例中，将查看 Trust 区段的设备屏幕计数器。

WebUI

Reports > Counters > Zone Screen: 从 Zone 下拉列表中选择 Trust。

CLI

get counter screen zone trust

wrong intf 从处理器模块发送到主处理器模块的会话创建消息数

wrong slot 不正确地发送到错误的处理器模块的数据包数

计数器 说明

注意 : 有关“多路访问载波监听 / 冲突检测”(CSMA/CD) 协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tandards.ieee.org 上提供的 IEEE 802.3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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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介绍 ScreenOS 中可用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选
项，可在安全区段级启用其中的许多选项。这些选项适用于通过绑定到区段 ( 已为
其启用了这些选项 ) 上的任一接口而到达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信息流。这
些选项提供对 IP 地址和端口扫描、拒绝服务 (DoS) 攻击以及其它类型的恶意活动
的保护。您可以在策略级应用其它网络安全选项，如 Web 过滤、防病毒检查以及
入侵检测和预防 (IDP)。这些选项只适用于在启用它们的策略管辖范围内的信息流。

本卷包含以下部分 : 

第 1 章“保护网络”概述攻击的基本阶段，以及在每个阶段可用于对抗攻击的
防火墙选项。

第 2 章“侦查威慑”介绍可用于封锁 IP 地址扫描、端口扫描以及发现目标系
统的操作系统 (OS) 类型的尝试的选项。

第 3 章“拒绝服务攻击防御”解释防火墙、网络和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
击，并说明 ScreenOS 如何减轻这类攻击。

第 4 章“内容监控和过滤”介绍如何保护用户不受恶意统一资源定位器 (URL) 
的影响，并说明如何配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以便与第三方产品搭配
使用，从而提供防病毒扫描、反垃圾邮件和 Web 过滤功能。

第 5 章“深入检查”介绍如何配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以获得 IDP 攻击
对象更新、如何创建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和攻击对象组，以及如何在策略级应
用 IDP。

第 6 章“入侵检测和防护”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技
术，该技术在以内联方式部署到您的网络后能够检测并进而阻止攻击。本章介
绍如何在策略级应用 IDP，以便在攻击进入网络之前丢弃恶意封包或连接。

第 7 章“可疑封包属性”介绍保护网络资源的几个 SCREEN 选项，以防止网络
资源受到由不寻常 IP 和 ICMP 封包属性所指示的潜在攻击。

附录 A“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提供对定义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时可指定的环
境的说明。

注意 : 本卷对有关策略的主题仅做粗略介绍，因为本卷针对的是可在策略级启用的网络
安全选项。有关策略的完整解释，请参阅第 2-145 页上的“策略”。
ix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x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x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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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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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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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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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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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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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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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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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保护网络

入侵受保护网络的动机可能有很多。下表包含一些常见的目的 : 

收集有关受保护网络的下列各类信息 : 

拓扑

活动主机的 IP 地址

活动主机上的活动端口数

活动主机的操作系统

用虚假信息流耗尽受保护网络上主机的资源，诱发拒绝服务 (DoS)

用虚假信息流耗尽受保护网络的资源，诱发网络级 DoS

用虚假信息流耗尽防火墙的资源，诱发对其后面的网络的 DoS

导致受保护网络上主机的数据破坏以及窃取该主机的数据

获得受保护网络上主机的访问权限以获取数据

获得主机的控制权以发起其它攻击

获得防火墙的控制权以控制对其保护的网络的访问

ScreenOS 提供了检测性和防御性的工具，以使当攻击者试图攻击受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保护的网络时，能查明和阻挡其达到上述目的的企图。

本章概述了攻击的主要阶段，并说明在每个阶段可用以阻挡攻击的各种防御机制 : 

第 2 页上的“攻击阶段”

第 2 页上的“检测和防御机制”

第 5 页上的“攻击监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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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阶段

每个攻击通常分两个主要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攻击者收集信息，第二阶段攻击者发
起攻击。

1. 执行侦查。

a. 映射网络并确定哪些主机是活动的 (IP 地址扫描 )。

b. 在通过 IP 地址扫描而发现的主机上，识别哪些端口是活动的 ( 端口扫描 )。

c. 确定操作系统，从而暴露出操作系统中的弱点，或者建议一个易影响该特
定操作系统的攻击。

2. 发动攻击。

a. 隐藏攻击的发起点。

b. 执行攻击。

c. 删除或隐藏证据。

检测和防御机制

攻击过程可以是收集信息的探查，也可以是破坏、停用或损害网络或网络资源的攻
击。在某些情况下，两种攻击目的之间的区别不太明确。例如，TCP SYN 段的阻
塞可能是旨在触发活动主机的响应的 IP 地址扫描，也可能是以耗尽网络资源使之
不能正常工作为目的的 SYN 泛滥攻击。此外，由于攻击者通常在攻击之前先对目
标执行侦查，因而我们可以将收集信息的尝试视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的先兆 - 也就是
说，它们构成了攻击的第一阶段。因此，术语攻击既包括侦查活动，也包括攻击活
动，有时不太好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各种区段级和策略级的检测方法和防御机制，以便在所有
阶段对抗攻击行为 : 

区段级的 SCREEN 筛选选项

区段间、区段内和超区段的策略级防火墙策略 ( 超区段此处表示全局策略，
不涉及任何安全区段 )。

注意 : 尽管 VLAN 和 MGT 区段都是功能区段而非安全区段，但仍可为这些区段设置筛选 
SCREEN 选项。VLAN 区段支持与第 3 层安全区段相同的一组 SCREEN 选项。( 第 
2 层安全区段支持第 3 层安全区段不支持的一个附加 SYN 泛滥选项 : Drop 
Unknown MAC。) 由于下列 SCREEN 选项不适用于 MGT 区段，因此不能用于该
区段 : SYN 泛滥保护、SYN-ACK-ACK 代理泛滥保护、HTTP 组件封锁、以及 
WinNuke 攻击保护。
攻击阶段



第 1 章 : 保护网络
为保护所有连接尝试的安全，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使用了一种动态封包过滤
方法，即通常所说的状态式检查。使用此方法，安全设备在 IP 封包和 TCP 片段包
头中记入各种不同的信息单元 - 源和目的 IP 地址、源和目的端口号，以及封包序
列号 - 并保持穿越防火墙的每个 TCP 会话和伪 UDP 会话的状态。( 此设备也会根据
变化的元素，如动态端口变化或会话终止，来修改会话状态。) 当响应的 TCP 封包
到达时，设备会将其包头中包含的信息与检查表中储存的相关会话的状态进行比
较。如果相符，允许响应封包通过防火墙。如果不相符，则丢弃该封包。

ScreenOS SCREEN 选项用于保护区段的安全，具体做法是先检查要求经过绑定到
该区域的某一接口的所有连接尝试，然后予以准许或拒绝。然后安全设备应用防火
墙策略，在这些策略中，可能包含针对通过 SCREEN 过滤器的信息流的内容过滤
和入侵检测及防护 (IDP) 组件。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提供了下面若干组防御机制 : 

侦查威慑

IP 地址扫描

端口扫描

操作系统探查

逃避技术

内容监控和过滤

碎片重组

防病毒扫描

反垃圾邮件过滤

Web 过滤

深入检查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HTTP 组件的点状封锁
检测和防御机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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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服务 (DoS) 攻击防御

防火墙 DoS 攻击

会话表泛滥

SYN-ACK-ACK 代理泛滥

网络 DoS 攻击

SYN 泛滥

ICMP 泛滥

UDP 泛滥

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击

Ping of death

Teardrop 攻击

WinNuke

可疑封包属性

ICMP 碎片

大的 ICMP 封包

Bad IP options ( 坏的 IP 选项 )

未知协议

IP 封包碎片

SYN 碎片

ScreenOS 网络保护设置工作在两个级别 : 安全区域和策略。Juniper Networks 安全
设备在安全区域级执行侦查威慑和 DoS 攻击防御。在内容监控和过滤区域中，安
全设备在区域级应用碎片重组，在策略级执行防病毒 (AV) 扫描和“统一资源定位
器”(URL) 过滤。设备在策略级应用 IDP，但对 HTTP 组件的检测和封锁除外，这
些活动在区域级发生。区域级防火墙设置是 SCREEN 选项。在策略中设置的网络
保护选项是该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检测和防御机制



第 1 章 : 保护网络
攻击监视

虽然您通常希望安全设备封锁攻击，有时也可能希望收集有关这些攻击的信息。您
可能希望具体了解一个特定的攻击 - 发现其意图、技巧和可能的来源 ( 如果攻击者
不小心或不够老练 )。

如果您希望收集有关攻击的信息，可以让它发生、监视它、分析它、执行辩论练
习，然后按照先前准备好的事件响应计划的描述做出响应。您可以指示安全设备将
攻击的情况通知您，但此设备不采取应对措施，而是允许该攻击发生。然后可以研
究所发生的现象，并尝试了解攻击者的方法、策略和目的。增加了对网络的威胁的
了解之后，就能让您更好地加强防御。虽然精明的攻击者会隐藏其位置和身份，但
您或许能通过收集足够的信息来识别攻击的始发点。您也许还能估计攻击者的能
力。这种信息使您能评估一些响应。

范例 : 监控来自 Untrust 区段的攻击
在本例中，来自 Untrust 区段的 IP 欺骗攻击每日都发生，通常是在晚上 21:00 点
与 0:00 之间。当含有欺骗性源 IP 地址的封包到来时，您希望让安全设备发出通
知，但不将其丢弃，而是让其通过，或许是将其引导到您已在 DMZ 接口连接上连
接的某个“蜜罐”( 引诱假网络服务器，用于引诱攻击者，然后记录其在攻击期间
的行为 )。晚上 20:55 时，您将更改防火墙的行为，从通知并拒绝属于已检测到的
攻击的封包，变为通知并接受。当该攻击发生时，即可使用该“蜜罐”监视攻击者
越过防火墙后的活动。也可以与上游 ISP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 合作，开始跟踪封
包来源以找出其来源。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Generate Alarms without Dropping Packet: ( 选择 )
IP Address Spoof Protection: ( 选择 )

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alarm-without-drop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ip-spoofing
save
攻击监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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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侦查威慑

当攻击者先知道了目标网络的布局 ( 哪些 IP 地址有活动主机 )、可能的入口点 ( 在
活动主机上哪些端口号是活动的 ) 和其受害者的结构 ( 活动主机在运行哪些操作系
统 ) 后，他们就能更好地计划其攻击。为了获得这些信息，攻击者必须执行侦查。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几个 SCREEN 选项以防止攻击者的侦查尝试，从而可阻碍
其获得有关受保护网络和网络资源的重要信息。

第 8 页上的“IP 地址扫描”

第 9 页上的“端口扫描”

第 10 页上的“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第 12 页上的“操作系统探查”

第 12 页上的“设置 SYN 和 FIN 标志”

第 13 页上的“没有 ACK 标志的 FIN 标志”

第 14 页上的“未设置标志的 TCP 包头”

第 14 页上的“逃避技术”

第 14 页上的“FIN 扫描”

第 15 页上的“非 SYN 标志”

第 17 页上的“IP 欺骗”

第 22 页上的“IP 源路由选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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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扫描

当一个源 IP 地址在规定的时间间隔 ( 缺省值为 5000 微秒 ) 内将 10 个 ICMP 封包
发送给不同的主机时，即进行了一次地址扫描。此方案的目的是将 ICMP 封包 ( 通
常是应答请求 ) 发送给各个主机，以期获得至少一个回复，从而查明目标的地址。
安全设备在内部记录从某一远程源地点发往不同地址的 ICMP 封包数目。使用缺省
设置时，如果某个远程主机在 0.005 秒 (5000 微秒 ) 内将 ICMP 信息流发送给 10 
个地址，则安全设备将其标记为地址扫描攻击，并在指定临界时间段的剩余时间内
拒绝来自该主机的所有更多 ICMP 回应请求。设备会检测并丢弃满足地址扫描攻击
标准的第十个封包。

图 2:  地址扫描

如果有一个策略允许来自某个安全区段的信息流，请考虑为该区段启用此 SCREEN 
选项。否则不需要启用它。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策略，则会拒绝来自该区段的所有 
ICMP 信息流，以阻止攻击者成功地执行 IP 地址扫描。

要封锁在特定的安全区段内始发的 IP 地址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 Sweep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 输入触发 IP 地址扫描保护的值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weep threshold number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weep

源 : 2.2.2.5
( 有可能是欺骗地
址或 zombie 代理 )

注意 : 在收到 10 个 ICMP 封
包后，安全设备将这一情况
记录为 IP 地址扫描并拒绝
第 11 个封包。

安全设备在其会话表中为来自 
2.2.2.5 的前 10 个 ICMP 封包生成
一个条目，并对这些封包执行
路由查找和策略查找。如果没
有任何策略允许这些封包，则
设备将其标记为无效封包，并
在下一次 “垃圾扫描”时 ( 该
扫描每两秒进行一次 ) 从会话表
中将其删除。在第十个封包后，
设备拒绝来自 2.2.2.5 的更多 
ICMP 信息流。

ethernet2
1.2.2.1/24Untrust

ICMP 封包

拒绝的

ethernet3
1.1.1.1/24

源地址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2.2.2.5

目的地址

1.2.2.5
1.2.2.160
1.2.2.84
1.2.2.211
1.2.2.10
1.2.2.20
1.2.2.21
1.2.2.240
1.2.2.17
1.2.2.123
1.2.2.6

第 11 个 ICMP 封包
在 0.005 秒内

DMZ

注意 : 值的单位为微秒。缺省值是 5000 微秒。
IP 地址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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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扫描

当一个源 IP 地址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 ( 缺省值为 5,000 微秒 ) 将含有 TCP SYN 片
段的 IP 封包发送给位于相同目标 IP 地址的 10 个不同端口时，即进行了一次端口
扫描。此方案的目的是扫描可用的服务，希望至少会有一个端口响应，从而识别目
标的服务。安全设备在内部记录从某一远程源地点扫描的不同端口的数目。使用缺
省设置时，如果某个远程主机在 0.005 秒 (5,000 微秒 ) 内扫描了 10 个端口，则设
备将其标记为端口扫描攻击，并在指定超时期限的剩余时间内拒绝来自该远程源地
点的所有其它封包。设备会检测并丢弃满足端口扫描攻击标准的第十个封包。

图 3:  端口扫描

要封锁在特定的安全区段内始发的端口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ort Scan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 输入触发端口扫描保护的值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port-scan threshold number
set zone zone screen port-scan

源 : 2.2.2.5
( 有可能是欺骗地
址或 zombie 代理 )

注意 : 在含有 TCP SYN 片段的 10 个 
IP 封包发送给位于相同目的 IP 地址
的不同端口后，安全设备将这一情
况记录为端口扫描，并拒绝来自该
源地址的更多封包。

安全设备在其会话表
中，为来自 2.2.2.5 至 
1.2.2.5 的前 10 个连接尝
试生成一个条目，并对
这些尝试执行路由查找
和策略查找。如果没有
任何策略允许这些连接
尝试，则设备将其标记
为无效，并在下一次
“垃圾扫描”时 ( 该扫
描每两秒进行一次 ) 从
会话表中将其删除。在
第十次尝试后，设备拒
绝来自 2.2.2.5 的其它更
多连接尝试。

ethernet2
1.2.2.1/24Untrust

含有 TCP SYN 片段的 IP 封包

拒绝的

ethernet3
1.1.1.1/24

源地址 : 端口

2.2.2.5:17820
2.2.2.5:42288
2.2.2.5:22814
2.2.2.5:15401
2.2.2.5:13373
2.2.2.5:33811
2.2.2.5:17821
2.2.2.5:19003
2.2.2.5:26450
2.2.2.5:38087
2.2.2.5:24111

目的地址 : 端口

1.2.2.5:21
1.2.2.160:23
1.2.2.84:53
1.2.2.211:80
1.2.2.10:111
1.2.2.20:113
1.2.2.21:123
1.2.2.240:129
1.2.2.17:137
1.2.2.123:138
1.2.2.6:139

第 11 个 SYN 片段
在 0.005 秒内

DMZ

目的地 : 1.2.2.5

注意 : 值的单位为微秒。缺省值是 5000 微秒。
端口扫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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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互联网协议标准 RFC 791, Internet Protocol 指定了一组选项以提供特殊路由控制、
诊断工具和安全性。这些选项出现在 IP 封包包头中的目的地址后，如图 4 所示。

图 4:  路由选项

RFC 791 指出这些选项“对于 常用的通信而言是不必要的”，而且实际上它们很
少出现在 IP 封包包头中。当这些选项确实出现时，则经常被用于某些非法用途。
表 1 列出了 IP 选项及其伴随属性。

表 1:  IP 选项和属性

IP 包头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标识

版本

源地址

协议活动时间 (TTL)

目的地址

包头长度

0

包头校验和

D M

选项

负荷

片段偏移

类型 类 编号 长度 预期用途 罪恶用途

选项结尾 01 0 0 表示一个或多个 IP 选项的结尾。 无。

无选项 0 1 0 表示包头中没有 IP 选项。 无。

安全 0 2 11 位 为主机提供一种手段，可发送兼容“国防
部”(DoD) 要求的安全性、TCC ( 非公开用
户组 ) 参数以及“处理限制代码”。( 这些
选项在 RFC 791, Internet Protocol 和 RFC 
1038, Revised IP Security Option 中说明，
目前已废弃。)

未知。不过，由于此选项已不用，
当其在 IP 包头出现时则是可疑的。

松散源路由 0 3 变化 指定一个部分路由列表，供封包在从源到
目标的行程中选择。封包必须按照所指定
的地址顺序前进，但允许其通过所指定的
地址之间的其它路由器。

逃避。攻击者可以使用所指定的路
由来隐藏封包的真实来源，或者获
得对受保护网络的访问权限。( 请
参阅第 22 页上的“IP 源路由选
项”。)

记录路由 0 7 变化 记录沿 IP 封包的前进路径的网络设备 IP 
地址。然后目标机器可以提取和处理路由
信息。( 由于选项和存储空间的 40 字节大
小限制，因此 多只能记录 9 个 IP 地址。)

侦查。如果目标主机是在攻击者控
制下的受害机器，攻击者就能收集
关于封包所通过的网络拓扑和编址
方案的信息。

流 ID 0 8 4 位 ( 已废弃 ) 此选项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在
不支持流概念的网络中输送 16 位 SATNET 
流标识符。

未知。不过，由于此选项已不用，
当其在 IP 包头出现时则是可疑的。
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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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SCREEN 选项检测攻击者用于侦查或某些未知而可疑目的的 IP 选项 : 

记录路由 : 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7 ( 记录路由 ) 的封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时戳 : 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列表包含选项 4 ( 互联网时戳 ) 的封包，并在入口
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安全 : 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2 (安全 ) 的封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
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流 ID: 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8 ( 流 ID) 的封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
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要检测设置了上述 IP 选项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
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Record Route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IP Timestamp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IP Security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IP Stream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p-record-route
set zone zone screen ip-timestamp-opt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ecurity-opt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tream-opt

严格源路由 0 9 变化 指定完整路由列表，供封包在从源到目标
的行程中选择。此列表中的 后一个地址
将取代目标字段中的地址。

逃避。攻击者可以使用所指定的路
由来隐藏封包的真实来源，或者获
得对受保护网络的访问权限。( 请
参阅第 22 页上的“IP 源路由选
项”。)

时戳 22 4 在封包从起始点到目的地的前进过程
中，记录每个网络设备接收到该封包的
时间 ( 采用世界时3)。网络设备用 IP 编号
加以标识。

此选项建立沿封包前进路径的路由器 IP 地
址列表，并列出每个路由器之间的传输持
续时间。

侦查。如果目标主机是在攻击者控
制下的受害机器，攻击者就能收集
关于封包所通过的网络拓扑和寻址
方案的信息。

1.标识为 "0" 的选项类的设计目的是提供额外的封包或网络控制。

2.标识为 "2" 的选项类设计用于诊断、调试和度量。
3.时戳使用从世界时 (UT) 午夜开始的微秒数。世界时也通常称为格林威治时间 (GMT)，这是国际时间标准的基础。

类型 类 编号 长度 预期用途 罪恶用途
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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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探查

在发起攻击之前，攻击者可能会尝试探查目标主机，以了解其操作系统 (OS)。有
此信息，攻击者能更好地决定发起哪种攻击和利用哪些漏洞。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可以封锁常用于收集关于 OS 类型信息的侦察性探查。

设置 SYN 和 FIN 标志
通常不会在同一 TCP 片段包头中同时设置 SYN 和 FIN 控制标志。SYN 标志同步化
发起 TCP 连接的序列号。FIN 标志表示完成 TCP 连接的数据传输的结束。两种标
志的用途是互相排斥的。同时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是异常的 TCP 行
为，会导致来自接收者的不同响应 ( 依赖于操作系统 )。请参阅图 5。

图 5:  设置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同时设置了两个标志的片段，来查看将返回何种系统应答，从
而确定出接收端上的系统的种类。接着，攻击者可以利用已知的系统漏洞来实施进
一步的攻击。

当启用了此 SCREEN 选项时，安全设备将检查 TCP 包头中是否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如果设备发现这样的包头，则会丢弃封包。

要封锁同时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
全区段是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SYN and FIN Bits Set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in

16 位 TCP 校验和

16 位目标端口号TCP 包头

32 位确认编号

16 位窗口大小
U

R

16 位源端口号

SYN 和 FIN 标志已设置。

32 位序列号

保留

(6 位 )

选项 ( 如果有 )

数据 ( 如果有 )

16 位紧急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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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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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侦查威慑
没有 ACK 标志的 FIN 标志
图 6 显示设置了 FIN 控制标志 ( 以发送会话结束信号并中止连接 ) 的 TCP 片段。
通常，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片段也设置了 ACK 标志 ( 以确认接收到的前一个封
包 )。由于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是异常的 TCP 行为，因
而对此没有统一的响应。操作系统可能会通过发送设置了 RST 标志的 TCP 片段来
做出响应。其它方面可能会完全忽略它。受害者的响应会给攻击者提供有关其操
作系统的线索。( 发送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片段的其它目的是 : 在执行地址和端
口扫描时躲避检测，以及通过执行 FIN 泛滥攻击来躲避对 SYN 泛滥攻击的防御。
有关 FIN 扫描的信息，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FIN 扫描”。)

图 6:  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当启用了此 SCREEN 选项时，安全设备将检查 TCP 包头中是否设置了 FIN 标志而
未设置 ACK 标志。如果设备发现含这种包头的封包，则会丢弃该封包。

要封锁设置了 FIN 标志而未设置 ACK 标志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
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FIN Bit with No ACK Bit in 
Flags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fin-no-ack

注意 : 在设计其 TCP/IP 实现方案时，供货商以不同的方式解释 RFC 793,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当设置了 FIN 标志而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片段到达时，有些
实现方案会发送 RST 片段。有些则丢弃封包而不发送 RST。

16 位 TCP 校验和

16 位目标端口号TCP 包头

32 位确认编号

16 位窗口大小
U

R

16 位源端口号

仅设置了 FIN 标志。

32 位序列号

保留

(6 位 )

选项 ( 如果有 )

数据 ( 如果有 )

16 位紧急指针

A
C
K

P
S
H

R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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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包头

长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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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标志的 TCP 包头
常规的 TCP 片段包头至少设置了一个标志控制。未设置任何控制标志的 TCP 片段
是一个异常事件。由于不同的操作系统对这种异常情况的响应方式不同，目标设备
的响应 ( 或不响应 ) 会提供有关其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类型的线索。请参阅图 7。

图 7:  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当启用了安全设备以检测未设置标志的 TCP 片段时，设备将丢弃缺失标志字段或
含有残缺标志字段的所有 TCP 封包。

要封锁未设置标志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始发
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TCP Packet without Flag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tcp-no-flag

逃避技术

无论是收集信息还是发起攻击，攻击者通常都希望逃避检测。尽管有些 IP 地址和
端口扫描是明显和易检测的，更狡猾的攻击者会使用各种手段来隐藏其活动。像使
用 FIN 扫描来代替 SYN 扫描 ( 攻击者知道大多数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程序都会检测
它 ) 这类技巧表明侦查和攻击技术的发展，以躲避检测并成功完成其任务。

FIN 扫描
FIN 扫描发送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片段，以尝试引发响应 ( 设置了 RST 标志的 
TCP 片段 )，并因此而发现活动主机或主机上的活动端口。攻击者可能会使用这种
方法，以代替执行含 ICMP 回应请求的地址扫描或含 SYN 片段的地址扫描，因为
攻击者知道很多防火墙通常会防御后两种手段 - 但不一定会防御 FIN 片段。使用设
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片段可能能够躲避检测，因而可帮助攻击者成功实现其侦查
尝试。

16 位 TCP 校验和

16 位目标端口号

32 位确认编号

16 位窗口大小
U

R

16 位源端口号

未设置任何标志。

32 位序列号

保留

(6 位 )

选项 ( 如果有 )

数据 ( 如果有 )

16 位紧急指针

A
C
K

P
S
H

R
S
T

S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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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包头

长度

TC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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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侦查威慑
要阻止 FIN 扫描，可执行以下两种操作之一或两者 : 

启用相应的 SCREEN 选项，以便专门封锁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 
( 该标志对 TCP 片段而言是异常的 ) 的 TCP 片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从 Zone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此 SCREEN 选
项的区段，然后选择 FIN Bit With No ACK Bit in Flags Protection。

CLI: 输入 set zone name screen fin-no-ack，其中 name 是您要应用 
SCREEN 选项的区段名。

通过输入以下 CLI 命令来更改封包处理行为，以丢弃不属于现有会话的所有无 
SYN 的封包 : set flow tcp-syn-check。( 有关 SYN 标志检查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15 页上的“非 SYN 标志”。)

非 SYN 标志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在会话的第一个封包检查 SYN 标志并拒绝试图发起会话
的不含 SYN 标志的任何 TCP 片段。可以不管此封包流，或者更改它使得创建会话
之前设备不执行 SYN 标志检查。第 16 页上的图 8 说明了启用和禁用 SYN 标志检
查时的封包流序列。

注意 : 更改封包流以检查不属于现有会话的封包是否设置了 SYN 标志还会阻止其它类型
的非 SYN 扫描，例如无标志扫描 ( 未设置 TCP 标记时 )。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如果安装了运行 ScreenOS 5.1.0 或更高版本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将启用检查会话初始封包中的 TCP SYN 标志的功能。如果是从早于 
ScreenOS 5.1.0 的版本进行升级，则在缺省情况下，SYN 检查功能保持禁用状态 - 
除非先前更改了缺省行为。

不论入口接口是运行在第 3 层 ( “路由”或 NAT 模式 ) 还是第 2 层 ( “透明”模
式 )，这些封包流均相同。
逃避技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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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YN 标志检查

当启用了 SYN 标志检查的安全设备接收到不属于现有会话的不含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时，它将丢弃相应的封包并向源主机发送 TCP RST - 除非初始的不含 SYN 标
志的 TCP 封包的代码位也是 RST。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安全设备将仅丢弃相应的
封包。

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启用和禁用 SYN 检查 : 

set flow tcp-syn-check
unset flow tcp-syn-check

不在第一个封包检查 SYN 标志具有以下优点 : 

使用非对称路由的 NSRP: 在动态路由环境的双主动 NSRP 配置中，主机可能向
一个安全设备 ( 设备 A) 发送设置了 SYN 标志的初始 TCP 片段，但 SYN/ACK 可
能被路由到集群中的其它安全设备 ( 设备 B)。如果这种非对称路由发生在设备 
A 与设备 B 同步了其会话之后，将不会有任何问题。另一方面，如果 SYN/ACK 
响应在设备 A 同步会话之前到达设备 B，并且启用了 SYN 检查，则设备 B 会
拒绝 SYN/ACK，从而不能建立会话。如果禁用 SYN 检查，设备 B 将接受 
SYN/ACK 响应并为其创建一个新会话表条目，即使没有该响应所属的现有会话
也是如此。

不间断的会话 : 如果启用 SYN 检查并向工作网络添加一台以“透明”模式运行
的安全设备，它将中断所有的现有会话，然后必须重新启动这些会话。对于超
长的会话来说 ( 例如大量数据传输或数据库备份 )，这种中断将很是麻烦。同
样，如果是重置设备，或者即便是更改策略核心部分的一个组件，并且启用 
SYN 检查，则会中断所有现有会话或应用策略变更的那些会话，并且必须重新
启动这些会话。禁用 SYN 检查可以避免这类网络信息流的中断。

会话
查找

会话
更新 转发

在
会话中

允许 是
转发会话创建SYN 标志

检查

启用了 SYN 标志检查

不在
会话中

拒绝 否

丢弃丢弃

策略
查找 

入口接口 
封包到达

会话
查找

会话
更新 转发

在
会话中

允许
会话创建

不在
会话中

拒绝

丢弃

策略
查找 

入口接口 
封包到达

转发

禁用了 SYN 标志检查

注意 :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在安装安全设备时先禁用 SYN 检查。然后，在几小时后 ( 当
建立的会话通过设备运行时 ) 启用 SYN 检查。

策略的核心部分包含以下主要组件 : 源和目标区段、源和目标地址、一项或更多
服务以及一项操作。
逃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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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优点的取得将牺牲以下安全性 : 

侦查漏洞 : 当一个带有非 SYN 标志 ( 例如 ACK、URG、RST、FIN) 的初始 TCP 
片段到达一个关闭的端口时，多数操作系统 ( 例如 Windows) 将用设置了 RST 
标记的一个 TCP 片段来响应。如果端口是开放的，那么接收方将不进行任何
响应。

通过分析这些响应或无响应，聪明的信息收集者能够侦查受保护的网络以及 
ScreenOS 策略集。如果侦查者发送设置了非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并且策略允
许片段通过，接收这类片段的目标主机可能会丢弃片段并用设置了 RST 标志
的 TCP 片段来响应。这样的响应将告知犯罪者在特定地址存在活动主机并且目
标端口号被关闭。聪明的信息收集者还将知道防火墙策略允许访问相应主机的
该端口号。

通过启用 SYN 标志检查，安全设备将丢弃不属于现有会话的不含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并且设备不返回 TCP RST 片段。结果，无论策略集是否存在或目标
主机上的端口是开放的还是关闭的，扫描者将得不到任何回复。

会话表泛滥 : 如果禁用 SYN 检查，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大量设置了非 SYN 标
志的 TCP 片段来泛滥受保护的网络，以此绕过 ScreenOS SYN 泛滥防护功能。
尽管目标主机会丢弃封包，并可能发送 TCP RST 片段来应答，此类泛滥会填满
安全设备的会话表。会话表填满后，设备将无法处理合法信息流的新会话。

通过启用 SYN 检查和 SYN 泛滥防护，可以阻止这类攻击。检查在会话的初始
封包上是否设置了 SYN 标志将会强制所有新会话的建立必须从设置了 SYN 标
志的 TCP 片段开始。SYN 泛滥防护即可限制每秒的 TCP SYN 片段数，从而使
会话表不致被泛滥。

如果您不需要禁用 SYN 检查，Juniper Networks 强烈推荐启用 SYN 检查 
(ScreenOS 初始安装的缺省状态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启用该功能 : set flow 
tcp-syn-check。启用 SYN 检查后，除非设置了非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属于一个
已建立的会话，否则安全设备会拒绝这类片段。

IP 欺骗
尝试获得网络中受限区域的访问权限的一个方法是，在封包包头中插入虚假的源地
址，以使该封包看似发自信任来源。这种技术称为 IP 欺骗。ScreenOS 具有两种 IP 
欺骗检测方法，两种方法能完成同样的任务 : 确定封包并非来自其包头所指示的位
置。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使用的方法取决于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是工
作于 OSI 模型的第 3 层还是第 2 层。

第 3 层 - 当安全设备上的接口在路由或 NAT 模式下工作时，检测 IP 欺骗的机
制依赖于路由表条目。例如，如果含有源 IP 地址 10.1.1.6 的封包到达 
ethernet3，但安全设备拥有通过 ethernet1 到 10.1.1.0/24 的路由，那么 IP 欺
骗检查会指出该地址到达无效的接口 - 根据路由表中的定义，来自 10.1.1.6 的
有效封包只能通过 ethernet1 到达，而不能通过 ethernet3 到达。因此，设备
断定该封包含有欺骗性源 IP 地址并将其丢弃。

注意 : 有关会话表泛滥的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上的“会话表泛滥”。有关 SYN 泛滥的
信息，请参阅第 32 页上的“SYN 泛滥”。
逃避技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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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第 3 层 IP 欺骗

如果封包中的源 IP 地址不在路由表中，则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允许该封包
通过 ( 假定有一个策略允许它 )。使用下列 CLI 命令 ( 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
包始发的区段 )，可以指示安全设备丢弃源 IP 地址不在路由表中的任何封包 :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poofing drop-no-rpf-route

第 2 层 - 当安全设备上的接口在“透明”模式下工作时，IP 欺骗检查机制将利
用通讯簿条目。例如，将 "serv A" 的地址定义为 V1-DMZ 区段中的 
1.2.2.5/32。如果含有源 IP 地址 1.2.2.5 的封包到达 V1-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则 IP 欺骗检查会指出该地址到达了无效的接口。该地址属于 
V1-DMZ 区段，但不属于 V1-Untrust 区段，并且只能在绑定到 V1-DMZ 的 
ethernet2 处被接受。设备断定该封包含有欺骗性源 IP 地址并将其丢弃。

图 10:  第 2 层 IP 欺骗

X

IP 封包到达 ethernet3。
其源 IP 地址是 10.1.1.6。

1.

3.

2.

含有源 IP 10.1.1.6 的 IP 封包

当路由表查找结果指出 
10.1.1.6 不是到达 ethernet3 的封
包的有效源 IP 地址时，设备
将拒绝该封包。

由于在 Untrust 区段中启用了 IP 欺骗保护，
因此设备将检查 10.1.1.6 是否是到达 
ethernet3 的封包的有效源 IP 地址。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1 
10.1.1.1/24

Subnet: 10.1.1.0/24

路由表

ID

1

IP-Prefix

10.1.10/24
接口

eth 1
网关

0.0.0.0
P
C

IP 封包从 V1-Untrust 区段来到此处。
其源 IP 地址是 1.2.2.5。

1.

3.

2.

含有源 IP 1.2.2.5 的 IP 封包

当通讯簿查找结果指出 
1.2.2.5 不是从 V1-Untrust 来到
此处的封包的有效源 IP 地址
时，设备将拒绝该封包。

由于在 V1-Untrust 区段中启用了 IP 欺骗
保护，因此设备将检查 1.2.2.5 是否是从 
V1-Untrust 来到此处的封包的有效源 IP 
地址。

V1-DMZ 区段

V1-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0.0.0.0/0

ethernet2
0.0.0.0/0

Subnet: 1.2.2.0/24

地址区段名称 : V1-DMZ

serv A
名称

1.2.2.5
地址 网络掩码

255.255.255.255

serv A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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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侦查威慑
为跨越多个安全区段的子网定义地址时请多加小心。在图 10 中，1.2.2.0/24 
同时属于 V1-Untrust 和 V1-DMZ 区段。如果按照如下方式配置安全设备，则设
备将封锁来自 V1-DMZ 区段的信息流，在该区段中您希望允许 : 

定义 V1-Untrust 区段中的一个地址 1.2.2.0/24。

建立一个策略，允许从 V1-DMZ 区段中任一地址到 V1-Untrust 区段中任一
地址的信息流 (set policy from v1-dmz to v1-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启用 IP 欺骗检查。

由于 V1-DMZ 区段中的地址也在 1.2.2.0/24 子网中，因而当来自这些地址的信
息流到达 ethernet2 时，IP 欺骗检查将参考通讯簿找出 V1-Untrust 区段中的 
1.2.2.0/24。因此，安全设备会封锁该信息流。

范例 : L3 IP 欺骗保护

在本例中，为在第 3 层工作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 Trust、DMZ 和 
Untrust 区段启用 IP 欺骗保护。在缺省情况下，设备在路由表中自动为接口 IP 地
址中指定的子网生成条目。除了这些自动路由表条目外，请手动输入下表中所示的
三个路由 : 

如果启用了 IP 欺骗保护 SCREEN 选项但没有输入上述三个路由，则设备将丢弃来
自“目的地”栏中地址的所有信息流，并在事件日志中输入警报信息。例如，如果
含有源地址 10.1.2.5 的封包到达 ethernet1，并且没有通过 ethernet1 到 
10.1.2.0/24 子网的路由，则设备将确定该封包到达了无效的接口，并将其丢弃。

本例中的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11:  第 3 层 IP 欺骗的示例

目标 出口接口 下一网关

10.1.2.0/24 ethernet1 10.1.1.250

1.2.3.0/24 ethernet2 1.2.2.250

0.0.0.0/0 ethernet3 1.1.1.250

10.1.2.0/24

路由器
1.1.1.250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ethernet2
1.2.2.1/24

1.2.3.0/24

1.2.2.0/24
Trust 区段

10.1.1.0/24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路由器
10.1.1.250

1.1.1.0/24 0.0.0.0/0

路由器
1.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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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1.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逃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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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 欺骗保护

Screening > Screen (Zone: Trust): 选择 IP Address Spoof Protection，然后单
击 Apply。

Screening > Screen (Zone: DMZ): 选择 IP Address Spoof Protection，然后单
击 Apply。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选择 IP Address Spoof Protection，然后
单击 Apply。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10.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3.0/24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1.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3. IP 欺骗保护
set zone trust screen ip-spoofing
set zone dmz screen ip-spoofing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ip-spoofing
save

范例 : L2 IP 欺骗保护

在本例中，您保护 V1-DMZ 区段，以防止始发自 V1-Untrust 区段中的信息流上的 
IP 欺骗。首先，为 V1-DMZ 区段中的三个 Web 服务器定义下列地址 : 

servA: 1.2.2.10

servB: 1.2.2.20

servC: 1.2.2.30

然后启用 V1-Untrust 区段中的 IP 欺骗。

如果 V1-Untrust 区段中的攻击者试图用 V1-DMZ 区段中的三个地址之一来欺骗源 
IP 地址，则安全设备会将该地址与通讯簿中的地址进行核对。当发现来自 
V1-Untrust 区段的封包中的源 IP 地址属于 V1-DMZ 区段的地址时，设备将拒绝该
封包。
逃避技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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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10/32
Zone: V1-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20/32
Zone: V1-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C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30/32
Zone: V1-DMZ

2. IP 欺骗保护

Screening > Screen (Zone: V1-Trust): 选择 IP Address Spoof Protection，然后
单击 Apply。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v1-dmz servA 1.2.2.10/32
set address v1-dmz servB 1.2.2.20/32
set address v1-dmz servC 1.2.2.30/32

2. IP 欺骗保护
set zone v1-untrust screen ip-spoofing
save

IP 源路由选项
经过设计，源路由允许位于 IP 封包传输来源的用户，指定沿着某一路径的路由器
的 IP 地址 ( 也称为 "hops")，用户希望 IP 封包在通往目的地的行程中采用该路
径。IP 源路由选项的初始目的是提供路由控制工具，以协助进行诊断分析。例
如，如果向特定目的地的封包传输获得不合常规的成功，您可以首先使用记录路由
或时戳 IP 选项，来发现沿着该封包所采取的路径的路由器地址。然后可以使用松
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按照从记录路由或时戳选项产生的结果中所了解的地址，沿
特定的路径引导信息流。通过更改路由器地址以改变路径，并沿不同的路径发送几
个封包，您可以注意到提高或降低成功率的变化。通过分析和排除过程，您也许能
推断出问题所在的位置。
逃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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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IP 源路由

尽管使用 IP 源路由选项的 初意图是良好的，但攻击者已学会将其用于更多不正
当的用途。他们可以使用 IP 源路由选项来隐藏真实地址，并通过指定不同路径来
访问网络的受限制区域。要了解说明攻击者如何能使用两种欺骗手段的示例，请考
虑图 13 中所示的情况。

图 13:  用于欺骗的松散 IP 源路由选项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仅允许来自 2.2.2.0/24 并通过 ethernet1 (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 ) 的信息流。路由器 3 和 4 实施访问控制，但路由器 1 和 2 不实施。
而且，路由器 2 不检查 IP 欺骗。攻击者欺骗源地址，并且通过使用松散源路由选
项，将封包引导通过路由器 2 而到达 2.2.2.0/24 网络，并在此处从路由器 1 发
出。路由器 1 将其发送到路由器 3，而后者将其发送到安全设备。由于该封包来自 
2.2.2.0/24 子网，并且含有来自该子网的源地址，因此该封包看似有效。但是，仍
存在早期欺骗的一个残留项 : 松散源路由选项。在本例中，已为 Untrust 区段启用
了 "Deny IP Source Route Option" SCREEN 选项。当封包到达 ethernet3 时，设备
会将其拒绝。

用于诊断的 IP 源路由
选项 四个路由器

封包路径

使用路由器 1 和 3 从 A 传输到 B 
时，50% 的时间是成功的。

通过利用 IP 源路由， A 发送通过路由
器 2 和 3 的信息流。从 A 传输到 B 时仅 
50% 的时间保持成功。

通过利用 IP 源路由， A 发送通过路
由器 1 和 4 的信息流。从 A 传输到 
B 时 100% 的时间都成功。因此，可
以断定问题出在路由器 3 中。

1

2

3

4

4

4

3

3

2

2

1

1

A B

B

BA

A

无 IP 欺骗检查
无访问控制

四个路由器

封包路径

10.1.1.0/24

1

2

3

4

封包信息
真实源地址 : 6.6.6.5
虚假源地址 : 2.2.2.5
目的地址 : 1.1.1.5
IP 松散源路由 : 6.6.6.250, 2.2.2.250

攻击者

2.2.2.0/24

映射 IP: 1.1.1.5 - 10.1.1.5
策略 :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2.2.2.0/24 MIP(1.1.1.5) HTTP permit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HTTP 服务器 
10.1.1.5

用于 Un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包括 
"Deny IP Source Route Option"。
安全设备丢弃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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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启用安全设备，使之封锁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任何封包，或者检
测这些封包，然后在入口接口的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SCREEN 选项如下 : 

Deny IP Source Route Option: 启用此选项可封锁使用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
的所有 IP 信息流。源路由选项可以允许攻击者用假的 IP 地址进入网络。

Detect IP Loose Source Route Option: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3 (松散源路由) 
的封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此选项指定一个部
分路由列表，供封包在从源到目标的行程中选择。封包必须按照所指定的地址
顺序前进，但允许其通过所指定的地址之间的其它路由器。

Detect IP Strict Source Route Option:安全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9 (严格源路由 ) 
的封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此选项指定完整路
由列表，供封包在从源到目标的行程中选择。此列表中的 后一个地址将取代
目的地字段中的地址。

( 有关所有 IP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
查”。)

要封锁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
全区段是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IP Source Route Option 
Filter，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p-filter-src

要检测并记录 ( 但不封锁 ) 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
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Loose Source Route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IP Strict Source Route Option Detection: ( 选择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p-loose-src-route
set zone zone screen ip-strict-src-route
逃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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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服务攻击防御

拒绝服务 (DoS) 攻击的目的是用极大量的虚拟信息流耗尽目标受害者的资源，使受
害者被迫全力处理虚假信息流，而无法处理合法信息流。攻击的目标可以是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防火墙所控制访问的网络资源，或者个别主机的特定硬
件平台或操作系统 (OS)。

如果 DoS 攻击始发自多个源地址，则称为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通常，
DoS 攻击中的源地址是欺骗性的。DDoS 攻击中的源地址可以是欺骗性地址，也可
以是攻击者以前损害过的主机的实际地址，以及攻击者目前正用作“zombie 代
理”且从中发起攻击的主机的实际地址。

安全设备可以防御本身及其保护的资源不受 DoS 和 DDoS 攻击。以下部分介绍可
用的各种防御选项 : 

第 26 页上的“防火墙 DoS 攻击”

第 26 页上的“会话表泛滥”

第 30 页上的“SYN-ACK-ACK 代理泛滥”

第 32 页上的“网络 DoS 攻击”

第 32 页上的“SYN 泛滥”

第 40 页上的“SYN Cookie”

第 42 页上的“ICMP 泛滥”

第 43 页上的“UDP 泛滥”

第 44 页上的“陆地攻击”

第 45 页上的“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击”

第 45 页上的“Ping of Death”

第 46 页上的“Teardrop 攻击”

第 47 页上的“WinNuk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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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DoS 攻击

如果发现存在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则攻击者可能会发起针对防火墙的拒绝服
务 (DoS) 攻击，而不是攻击防火墙后面的网络。对防火墙的成功 DoS 攻击等价于
对所保护网络的成功 DoS 攻击，因为该攻击阻止合法信息流通过防火墙的尝试。
本部分介绍攻击者可能用来填满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会话表以实现 DoS 
攻击的两种方法 : 会话表泛滥和 SYN-ACK-ACK 代理泛滥。

会话表泛滥
成功的 DoS 攻击会用巨大的虚假模拟信息流阻塞耗尽受害者的资源，使其无法处
理合法的连接请求。DoS 攻击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 SYN 泛滥、SYN-ACK-ACK 泛
滥、UDP 泛滥、ICMP 泛滥，等等 - 但它们都会寻求相同的目标 : 填满受害者的会
话表。当会话表填满时，该主机不能创建任何新会话，并开始拒绝新连接请求。下
列 SCREEN 选项可帮助减轻这类攻击 : 

基于源和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主动调整会话时间

基于源和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除了限制来自相同源 IP 地址的并发会话数目之外，也可以限制对相同目标 IP 地址
的并发会话数目。设置基于源的会话限制的一个优点是该操作可以阻止像 Nimda 
病毒 ( 实际上既是病毒又是蠕虫 ) 这样的攻击。该类病毒会感染服务器，然后开始
从服务器生成大量的信息流量。由于所有由病毒生成的流量都始发自相同的 IP 地
址，因此，基于源的会话限制可以保证防火墙能抑制这类巨量的信息流。

图 14:  基于源 IP 地址限制会话

基于源的会话限制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减轻填满 ScreenOS 会话表的企图 - 如果所有
连接尝试都始发自相同的源 IP 地址。但是，狡猾的攻击者会发起分布式的拒绝服
务 (DDoS) 攻击。在 DDoS 攻击中，恶意信息流可来自上百个称为 zombie 代理的主
机，它们都处在攻击者的秘密控制下。除了 SYN、UDP 和 ICMP 泛滥检测以及防
护 SCREEN 选项外，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可以确保安全设备只允许可接受数
目的并发连接请求到达任一个主机 - 无论来源是什么。

…
在来自受感染服务器的并发会话
数目达到 大限值后，安全设备
开始封锁来自该服务器的所有其
它连接尝试。

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 Nimda 
病毒 / 蠕虫信息流封锁

Web 服务器被感染了 Nimda 病毒 /
蠕虫混合体，导致该服务器生成
巨大的信息流量。

Untrust 区段

DMZ 区段
受感染的
服务器
防火墙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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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分布式 DOS 攻击

为了确定构成可接受的连接请求数目的因素，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建
立典型信息流量的基准。您也需要考虑填满所用的特定 Juniper Networks 平台的会
话表所需的 大并发会话数。要查看会话表所支持的 大并发会话数，请使用 CLI 
命令 get session，然后查找输出信息的第一行，其中列出了当前 ( 已分配的 ) 会话
数、 大会话数以及失败的会话分配数 : 

alloc 420/max 128000, alloc failed 0

基于源和基于目标的 大会话数的缺省限值都是 128 个并发会话，您可能需要调
整该值，以适应网络环境和平台的需要。

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不存在的主机
源 IP: 6.6.6.6

Untrust 区段

DMZ 区段

Zombie 
代理

Untrust 
区段

攻击者

DMZ 区段

Web 服务器

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 
拒绝服务攻击

当与 Web 服务器的并发会话数超过 大限值时，安全
设备开始封锁到该 IP 地址的所有其它连接尝试。

当来自 6.6.6.6 的并发会话数超过 大限值时，安全
设备开始封锁来自该 IP 地址的所有其它连接尝试。

攻击者

Web 服务器
防火墙 DoS 攻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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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在本例中，将限制 DMZ 区段和 Trust 区段中的任一个服务器所能发起的会话数
目。由于 DMZ 区段仅保护 Web 服务器，其中任一个主机都不应发起信息流，因
此，将基于源的会话限值设置为可能的 低值 : 1 个会话。另一方面，Trust 区段包
含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打印机等等，其中很多主机都会发出信息流。对于 Trust 
区段，将源会话数 大限值设置为 80 个并发会话。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DMZ):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IP Based Session Limit: ( 选择 )
Threshold: 1 Sessions

Screening > Screen (Zone: 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IP Based Session Limit: ( 选择 )
Threshold: 80 Sessions

CLI

set zone dmz scree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1
set zone dmz scree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set zone trust scree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80
set zone trust scree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save

范例 : 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在本例中，将限制发向地址为 1.2.2.5 的 Web 服务器的信息流量。该服务器位于 
DMZ 区段中。在观察从 Untrust 区段发往该服务器的信息流量达一个月之后，您
已确定服务器接收到的平均并发会话数是 2000。根据这个信息，您决定将新会话
限值设置为 4000 个并发会话。尽管您的观察说明信息流峰值有时超过此限值，但
您所选择的防火墙安全性高于偶然的服务器不可访问性。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estination IP Based Session Limit: ( 选择 )
Threshold: 4000 Sessions

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limit-session destination-ip-based 4000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limit-session destination-ip-based
save
防火墙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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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调整会话时间

在缺省情况下，初始的三方握手 TCP 会话 20 秒钟超时 ( 即因无活动而终止 )。在建
立 TCP 会话后，超时值变为 30 分钟。HTTP 和 UDP 会话的会话超时值分别是 5 分
钟和 1 分钟。当会话开始时，会话超时计数器开始计时，并且当会话活动时每 10 秒
钟刷新一次。如果会话空闲时间超过 10 秒钟，则超时计数器的数字开始减小。

在某些硬件平台上，ScreenOS 提供了一个机制，用于在会话表中的会话数超过指
定的高位临界值时加速超时过程。不能在高端系统上使用此功能。

当会话数下降到指定的低位临界值之下时，超时过程恢复正常。在这段时间内，当
主动加速超时过程起作用时，安全设备将采用所指定的超时率，首先让 早的会话
超时。这些超时效的会话被标记无效，并在下一次“垃圾清扫”时被删除，这种清
扫操作每 2 秒执行一次。

主动加速超时选项将缺省的会话超时时间减去所输入的量值。当您设置并启用了主
动加速超时选项时，配置中显示的正常会话超时值保持不变 - TCP 会话是 1800 秒、
HTTP 会话是 300 秒、UDP 会话是 60 秒。但是，当主动加速超时时段生效时，这
些会话将提前超时 - 提前时间为您指定的提前超时值 - 而不是一直倒计时至零。

主动加速超时值可以介于 2 和 10 个单位之间，其中每个单位代表 10 秒 ( 也就是
说，主动加速超时设置可以介于 20 和 100 秒之间 )。缺省设置是 2 个单位 (20 秒 )。
例如，如果您将主动加速超时设置规定为 100 秒，则按照下列方式缩短 TCP 和 
HTTP 会话超时时间 : 

TCP: 在主动调整时间过程生效的期间，会话超时值从 1800 秒 (30 分钟 ) 缩短
到 1700 秒 (28 分 20 秒 )。在此时段内，安全设备自动删除超时值超过 1700 秒
的所有 TCP 会话，首先开始删除 早的会话。

图 16:  TCP 会话超时

HTTP: 在主动调整时间过程生效的期间，会话超时值从 300 秒 (5 分钟) 缩短到 
200 秒 (3 分 20 秒 )。在此时段内，安全设备自动删除超时值超过 200 秒的所
有 HTTP 会话，首先开始删除 早的会话。

图 17:  HTTP 会话超时

UDP: 由于缺省的 UDP 会话超时值是 60 秒，规定 100 秒的提前超时设置会导
致所有 UDP 会话超时并加上删除标记，在下一次垃圾清扫时被删除。

缺省 TCP 会话超时 : 30 分钟 (1800 秒 )
主动加速超时 = 10 (-100 秒，从缺省值中减去 ): 

28 分 20 秒 (1700 秒 )

分钟

秒 1800 1500 1200 900 600

1015202530 5 0

300 0

缺省 HTTP 会话超时 : 5 分钟 (300 秒 )
主动加速超时 = 10 (-100 秒，从缺省值中减去 ): 

3 分 20 秒 (200 秒 )

分钟

秒 300 240 180 120 60

1234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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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主动加速超时会话

在本例中设置主动加速超时过程，使其在信息流超过 80% 的高位临界值时开始，在
信息流降低到 70% 的低位临界值之下时停止。将主动加速超时间隔指定为 40 秒。
当会话表充满 80% 以上的容量 ( 高位临界值 ) 时，安全设备将所有会话的超时时间
减少 40 秒，并开始对 早的会话进行主动加速超时，直到会话表中的会话数目小
于 70% 的容量 ( 低位临界值 )。

图 18:  主动加速超时会话

WebUI

CLI

set flow aging low-watermark 70
set flow aging high-watermark 80
set flow aging early-ageout 4
save

SYN-ACK-ACK 代理泛滥
当认证用户发起 Telnet 或 FTP 连接时，该用户将 SYN 片段发送到 Telnet 或 FTP 
服务器。安全设备截取该 SYN 片段，在其会话表中创建一个条目，并代发一个 
SYN-ACK 片段给该用户。然后该用户用 ACK 片段回复。至此就完成了初始三方握
手。设备向用户发出登录提示。如果怀有恶意的用户没有登录，而是继续发起 
SYN-ACK-ACK 会话，则 ScreenOS 会话表将填满到设备开始拒绝合法连接请求的
状态。

有关逐步的过程，请参阅图 19: 

1. 客户端将 SYN 片段发送到服务器。

2. 安全设备代发 SYN/ACK 片段。

3. 客户端用 ACK 片段响应。

4. 安全设备提示客户端 (auth 用户 ) 登录。

5. 客户端忽略登录提示，并不断重复步骤 1-4，直到会话表填满。

6. 由于会话表已满，安全设备必须拒绝更多的连接请求。

100%

80%

70%

0%

当会话数超过 80% 的容量时，主动调整时间
机制启动。

高位
主动调整时间
(- 40 秒超时 )

低位

会话主动加速超时，直到数目下降到 
70% 以下。此时，主动调整时间机制
将停止。会话数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配置主动加速超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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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SYN-ACK-ACK 代理泛滥

为了防御这种攻击，可以启用 SYN-ACK-ACK 代理保护 SCREEN 选项。在来自相同 
IP 地址的连接数目达到 SYN-ACK-ACK 代理临界值后，安全设备将拒绝来自该 IP 地
址的更多连接请求。在缺省情况下，来自任何单个 IP 地址的连接数目临界值是 
512。您可以更改此临界值 ( 改为 1 到 250,000 之间的任何整数 )，以更好地适应
网络环境的要求。

要启用对 SYN-ACK-ACK 代理泛滥的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区段是攻
击始发的位置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YN-ACK-ACK Proxy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 输入触发 SYN-ACK-ACK 代理泛滥保护的值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ack-ack-proxy threshold number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ack-ack-proxy

.

.

.

Telnet 或 FTP 客户端 
( 认证用户 )

Untrust 区段

SYN

SYN/ACK

ACK

Name: ? 
Password: ?

SYN

SYN/ACK

Trust 区段

Telnet 或 FTP 
服务器

ScreenOS 会话表 : 
大量的可用资源。

会话表将要填满。

会话表已满。

ACK

Name: ?
Password: ? 

SYN

注意 : 该值的单位是每个源地址的连接数。缺省值是来自任何单个 IP 地址的 512 个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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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DoS 攻击

针对网络资源的拒绝服务 (DoS) 攻击用压倒性数目的 SYN、ICMP 或 UDP 封包泛滥
攻击目标，或者用压倒性数目的 SYN 碎片泛滥攻击目标。根据攻击者的意图以及
前期情报收集工作的广度和成功，攻击者可能会选出特定的主机 ( 如路由器或服务
器 )，或可能会瞄准跨越目标网络的任意主机。这两个方案都有可能扰乱单一主机
或整个网络的服务，具体取决于受害者对网络其余部分的影响程度。

SYN 泛滥
当主机中充满了会发出无法完成的连接请求的 SYN 片段，以至于主机无法再处理
合法的连接请求时，就发生了 SYN 泛滥。

利用三方封包交换，即常说的三方握手，两个主机之间建立 TCP 连接: A 向 B 发送 
SYN 片段； B 用 SYN/ACK 片段进行响应；然后 A 又用 ACK 片段进行响应。SYN 
泛滥攻击用含有伪造的 ( 欺骗 ) IP 源地址 ( 不存在或不可到达的地址 ) 的 SYN 片段
塞满某一站点。B 用 SYN/ACK 片段响应这些地址，然后等待响应的 ACK 片段。因
为 SYN/ACK 片段被发送到不存在或不可到达的 IP 地址，所以它们不会得到响应并
终超时。

图 20:  SYN 泛滥攻击

通过用无法完成的 TCP 连接泛滥攻击主机，攻击者 后填满受害者的内存缓冲
区。当该缓冲区填满后，主机不能再处理新的 TCP 连接请求。泛滥甚至可能会破
坏受害者的操作系统。无论用哪种方法，攻击已使受害主机失去作用，无法进行
正常的操作。

SYN

SYN

SYN

SYN/ACK

SYN/ACK

SYN

SYN/ACK

SYN/ACK

IP 地址 
2.2.2.5

受保护的 
LAN

3.3.3.5

位于 2.2.2.5 的主机用欺骗性的源地址
发送 IP 封包中的 SYN 片段。

如果策略允许入站信息流，则安全设备允许这些 SYN 片段。
受害者向欺骗性的源 IP 地址发送 SYN/ACK 片段进行响应，
并等待响应，直到该尝试超时。

受害者的内存缓冲区
开始填充。

不存在或
不可到达的 

IP 地址

4.4.4.20

5.5.5.10

6.6.6.3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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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拒绝服务攻击防御
SYN Flood Protection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对每秒钟允许通过防火墙的 SYN 片段数加以限制。
您可以将目标地址和端口、仅目标地址或仅源地址上的攻击临界值作为基础。当每
秒的 SYN 片段数超过这些临界值之一时，安全设备开始代理发送流入的 SYN 片
段、用 SYN/ACK 片段回复、并将不完全的连接请求存储到连接队列中。未完成的
连接请求保留在队列中，直到连接完成或请求超时。在图 21 中，已超过了 SYN 攻
击临界值，设备已经开始代理 SYN 片段。

图 21:  代理 SYN 片段

.

.

.

实际 IP 地址 
2.2.2.5

受保护的 
LAN

8.8.8.8

位于 2.2.2.5 的主机用欺骗性的源地址不断
发送 IP 封包中的 SYN 片段。

当来自相同源地址或发往相
同目标地址的 SYN 片段数达
到指定的临界值时，安全设
备就开始截取连接请求和代
理 SYN/ACK 片段。

受害者的内存缓冲区
停止填充。

不存在或
不可到达的

IP 地址

9.9.9.22

2.2.2.4

3.3.3.25
安全设备中通过代理
连接的队列开始填充。

- SYN 攻击临界值 -

SYN/ACK

SYN

SYN

SYN

SYN

SYN/ACK

SYN/ACK

SYN/ACK

7.7.7.11
网络 DoS 攻击 3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4
在图 22 中，通过代理连接的队列已完全填满，安全设备正在拒绝新流入的 SYN 片
段。此操作保护受保护网络中的主机，使其免遭不完整三方握手的轰击。

图 22:  拒绝新的 SYN 片段

当代理队列下降到 大限值以下时，安全设备开始接收新 SYN 封包。

.

.

.

实际 IP 地址 
2.2.2.5

受保护的 
LAN

位于 2.2.2.5 的主机用欺骗性的源地址 3.3.3.5 
不断发送 IP 封包中的 SYN 片段。

安全设备拒绝来自相同安全
区段中的所有地址的新 SYN 
片段。

安全设备中通过代理
连接的队列已填满。

不存在或
不可到达的

IP 地址 3.3.3.5

来自相同安全区段中的不同地址的 
SYN 片段。

- SYN 攻击临界值 -

安全设备截取 SYN 片段并代
理 SYN/ACK 响应，直到通过
代理连接的队列填满为止。

SYN

SYN

安全设备

SYN/ACK

SYN/ACK

- 通过代理连接的队列的 大限值 -

安全设备在事件日志中输入
一个警告。

受害者的内存缓冲区
恢复正常。

SYN

- 警告临界值 -

注意 : 代理超过设定临界值的不完整 SYN 连接的过程只适用于现有策略允许的信息流。
没有相关策略的信息流将被自动丢弃。
网络 DoS 攻击



第 3 章 : 拒绝服务攻击防御
要启用 SYN 泛滥保护 SCREEN 选项和定义其参数，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
区段可能是泛滥攻击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YN Flood Protection: ( 选中以启用 )
Threshold: ( 输入激活 SYN 代理机制所需的每秒 SYN 封包数 - 即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 )

Alarm Threshold: ( 输入在事件日志中写入警告信息所需的代理 TCP 连接
请求数 )

Source Threshold: ( 输入每秒来自单个 IP 地址的 SYN 封包数，该数目是
安全设备开始拒绝来自该来源的新连接请求所需的数目 )

Destination Threshold: ( 输入每秒发向单个 IP 地址的 SYN 封包数，该数
目是安全设备开始拒绝发向该目标的新连接请求所需的数目 )

Timeout Value: ( 输入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长度，即安全设备在通过代理连
接的队列中保留未完成的 TCP 连接尝试的时间 )

Queue Size: ( 输入在安全设备开始拒绝新的连接请求前，通过代理连接的
队列中存放的代理 TCP 连接请求的数目 )

CLI

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您可以设置下列参数来代理未完成的 TCP 连接请求 : 

Attack Threshold: 激活 SYN 代理机制所需的每秒钟发向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
号的 SYN 片段数 ( 即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数 )。虽然可以将该临界值设
置为任意值，但您需要了解站点通常的流量模式，以便为其设置适当的临界
值。例如，如果是一个通常每秒会收到 20,000 个 SYN 片段的电子商务站点，
可将该临界值设为 30,000/ 秒。如果是一个通常每秒会收到 20 个 SYN 片段的
小站点，则可将该临界值设为 40。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attack-threshold number

Alarm Threshold: 每秒钟代理的半完成 TCP 连接请求数，在达到该数目后安
全设备将在事件日志中加入一条警告。为警告临界值设置的值，当每秒钟代理
的发向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半完成连接请求数超过该值时，就会触发警
告。例如，如果 SYN 攻击临界值设为每秒 2000 个 SYN 片段且警告临界值为 
1000，则每秒钟发往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 SYN 片段总数必须达到 3001 
时，才会触发警告将其写入日志。更确切地来说 : 

1. 每秒钟内满足策略要求的前 2000 个 SYN 片段可通过防火墙。

2. 在同一秒内，防火墙代理后面的 1000 个 SYN 片段。

注意 : 有关每个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 CLI 部分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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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001 个代理连接请求 ( 或该秒内的第 3001 个连接请求 ) 会触发警报。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alarm-threshold number

当发向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每个 SYN 片段超过警告临界值时，攻击检测
模块将产生一条消息。在该秒结束后，记录模块将所有类似的消息压缩到单个
日志条目中，该条目指出在超过警告临界值后，有多少 SYN 片段到达同一个
目标地址和端口号。如果攻击持续超过一秒钟，则事件日志每秒写入一条警告
条目，直到攻击停止。

Source Threshold: 此选项可用于指定在安全设备开始丢弃来自该来源的连接
请求之前，每秒从单个源 IP 地址接收的 SYN 片段数 ( 不管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
号是什么 )。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source-threshold number

按照源地址跟踪 SYN 泛滥时使用的检测参数，与按照目标地址和目标端口号
跟踪 SYN 泛滥时使用的检测参数不相同。当设置 SYN 攻击临界值和源临界值
时，也就让基本的 SYN 泛滥保护机制和基于源的 SYN 泛滥跟踪机制都生效。

Destination Threshold: 此选项用于指定在安全设备丢弃到该目标的连接请求
之前，每秒从单个目的 IP 地址接收的 SYN 片段数。如果受保护的主机运行多
种服务，则可能要仅仅根据目标 IP 地址来设置临界限值 - 不管目标端口号是
什么。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destination-threshold number

当设置 SYN 攻击临界值和目标临界值时，也就让基本的 SYN 泛滥保护机制和
基于目标的 SYN 泛滥跟踪机制都生效。

按照目标地址跟踪 SYN 泛滥时使用的检测参数，与按照目标地址和目标端口
号跟踪 SYN 泛滥时使用的检测参数不相同。请考虑下列案例，其中安全设备
拥有一些策略，允许向同一台服务器发送 FTP 请求 ( 端口 21) 和 HTP 请求 ( 端
口 80)。如果 SYN 泛滥攻击临界值是每秒 1000 个封包 (pps)，且攻击者每秒发
送 999 个 FTP 封包和 999 个 HTTP 封包，则任一组 ( 拥有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
号的封包定义为一组 ) 封包都不会激活 SYN 代理机制。基本 SYN 泛滥攻击机
制跟踪目标地址和端口号，且每组封包都未超过 1000 pps 的攻击临界值。但
是，如果目标临界值是 1000 pps，则设备将拥有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 FTP 
和 HTTP 封包看作是单个组的成员，并拒绝发往该目标的第 1001 个封包 (FTP 
或 HTTP)。

Timeout: 丢弃队列中完成一半的连接之前的 长时间。缺省值为 20 秒，您可
以将该超时值设置为 0-50 秒。您可以试着缩短超时值，直到发现在正常的流
量条件下开始有连接被丢弃。二十秒对于三方握手 ACK 响应而言，是一个十
分保守的超时值。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timeout number

Queue size: 安全设备开始拒绝新的连接请求前，代理连接队列中的代理连接
请求的数量。队列长度值越大，设备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来扫描该队列，以找到
与代理连接请求匹配的有效 ACK 响应。这会略微减慢初始连接的建立；但
是，由于开始数据传输的时间往往远远大于建立初始连接时较小的延迟时间，
所以用户不会注意到有任何明显的不同。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queue-siz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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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Unknown MAC: 当安全设备检测到 SYN 攻击时，它会代理所有的 TCP 
连接请求。但是，如果目的 MAC 地址不在其 MAC 获知表中，则处于“透明”
模式的设备不能代理 TCP 连接请求。在缺省情况下，检测到 SYN 攻击且处于
“透明”模式的设备将允许含有未知 MAC 地址的 SYN 封包通过。您可以使用
此选项指示设备丢弃含有未知目的 MAC 地址的 SYN 封包，而不是让其通过。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lood drop-unknown-mac

范例 : SYN Flood Protection
在本例中，通过为 Untrust 区段启用 SYN 泛滥保护 SCREEN 选项，保护 DMZ 区段
中的 Web 服务器，使其免受始发自 Untrust 区段中的 SYN 泛滥攻击。

图 23:  设备级的 SYN 泛滥保护

为了为网络的 SYN 泛滥保护参数配置适当的值，首先必须建立典型信息流量的基
准。一周内，您可以在 ethernet3 ( 此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 上运行一个嗅探
器 - 以便为 DMZ 中的四个 Web 服务器监控每秒到达的新 TCP 连接请求数。通过
对一周监控累积的数据进行分析，产生下列统计信息 : 

每台服务器的平均新连接请求数 : 250/ 秒

每台服务器的平均新连接请求峰值数 : 500/ 秒

注意 : 我们建议增加 SYN 泛滥保护，使得安全设备在每个 Web 服务器上都提供设备级
的 SYN 泛滥保护。在本例中，Web 服务器正在运行 UNIX，该操作系统也提供一
些 SYN 泛滥防御，例如调整连接请求队列的长度以及更改未完成的连接请求的超
时时间。

HTTP

SYN Flood

Firewall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2
1.2.2.1/24

Web 服务器

DMZ 区段

1.2.2.10

1.2.2.20

1.2.2.30

安全设备

互联网

1.2.2.40

注意 : 嗅探器是一个网络分析设备，它能捕获所连接的网段上的封包。大多数嗅探器都
允许定义过滤器，以便只采集感兴趣的信息流类型。稍后，可以查看和评估累积
的信息。在本例中，希望嗅探器采集所有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封包，这些封
包到达 ethernet3，并发到 DMZ 中的四个 Web 服务器之一。

您可能要继续定期运行嗅探器，以查看是否有基于本日时间、本周日期、本月时
间或本年季节的信息流模式。例如，在某些组织中，信息流可能在发生关键事件
时显著增加。显著的变化可能有理由对各种临界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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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信息，为 Untrust 区段设置下列 SYN 泛滥保护参数，如表 2 中所示。

表 2:  SYN 泛滥保护参数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s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10/32
Zone: DMZ

参数 值 每个值的理由

Attack 
Threshold

每秒 625 个
封包 (pps)

此值比每台服务器每秒的平均新连接请求数峰值高 25%，这对于该网络环境来说是不寻常的。
当四个 Web 服务器中任一个的每秒 SYN 封包数超过此数目时，设备开始将新连接请求代发到
该服务器。( 换言之，从一秒钟内发向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第 626 个 SYN 封包起，设备
开始将连接请求代发到该地址和端口号。)

Alarm 
Threshold

250 pps 250 pps 是队列长度 (1000 个代理的半完成连接请求1) 的 1/4。当在一秒钟内代理了 251 个新
连接请求时，设备将在事件日志中写入一个警告条目。通过设置稍高于攻击临界值的警告临界
值，可以避免为仅略超过攻击临界值的信息流峰值写入警告条目。

Source 
Threshold

25 pps 当设置了源临界值时，不管目标地址和端口号是什么，设备都将跟踪 SYN 封包的源 IP 地址。
( 注意，这种基于源的跟踪已从基于目标地址和目标端口号的 SYN 封包的跟踪中分离，后者
构成了基本 SYN 泛滥保护机制。) 

在一周的监控活动中，您观察到，在一秒钟时间间隔内，来自任一个来源的新连接请求数都
不超过来自所有服务器的总数的 1/25。因此，超过此临界值的连接请求是不寻常的，并为设
备执行其代理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理由。(25 pps 是攻击临界值 625 pps 的 1/25。)

如果设备从第 26 个封包开始，跟踪来自相同源 IP 地址的 25 个 SYN 封包，则对于该秒的剩余
时间以及下一秒内，设备将拒绝从该来源发出的所有其它 SYN 封包。

Destination 
Threshold

0 pps 当设置了目标临界值时，设备仅执行对目标 IP 地址的跟踪，而不考虑目标端口号。由于四个 
Web 服务器只接收 HTTP 信息流 ( 目标端口 80) - 没有流往其它目标端口号的信息流到达它们 - 
因此，设置一个独立的目标临界值并不能提供附加的优势。

Timeout 20 seconds 由于队列长度相对较短 (1000 个代理的连接请求 )，因此，在此配置的队列中存放未完成的连
接请求时，20 秒的缺省值是一个合理的时间长度。

Queue Size 1000 个代理的
半完成连接

1000 个代理的半完成连接是新连接请求数平均峰值 (500 pps) 的两倍。在丢弃新请求之前，设
备 多每秒代理 1000 个请求。通过代理两倍于新连接请求数平均峰值的连接请求，可以提供
保守的缓冲区让合法的连接请求通过。

1.半完成连接请求是未完成的三方握手。三方握手是 TCP 连接的初始阶段。它包括三个部分 : 一个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片
段、一个设置了 SYN 和 ACK 标志的响应、以及一个对设置了 ACK 标志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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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s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20/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s3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30/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s4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40/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 对于区段 : DMZ) New: 输
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web_servers

选择 ws1，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ws2，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ws3，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ws4，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_servers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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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筛选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YN Flood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625
Alarm Threshold: 250
Source Threshold: 25
Destination Threshold: 0
Timeout Value: 20
Queue Size: 1000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ws1 1.2.2.10/32
set address dmz ws2 1.2.2.20/32
set address dmz ws3 1.2.2.30/32
set address dmz ws4 1.2.2.40/32
set group address dmz web_servers add ws1
set group address dmz web_servers add ws2
set group address dmz web_servers add ws3
set group address dmz web_servers add ws4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_servers HTTP permit

4. 筛选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attack-threshold 625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alarm-threshold 250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source-threshold 25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timeout 20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queue-size 1000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syn-flood
save

SYN Cookie
SYN Cookie 是一种无状态的 SYN 代理机制，可与针对 SYN 泛滥攻击 ( 第 32 页上
的“SYN 泛滥”中有说明 ) 防御配合使用。与传统的 SYN 代理类似，SYN Cookie 
在超出 SYN 泛滥攻击临界值时激活，但是由于 SYN Cookie 是无状态的，因此在接
收 SYN 片段时，它不会设置会话或执行策略和路由查找，而且不会保持连接请求
队列。这会大大地减少 CPU 和内存使用量，也成为使用传统 SYN 代理机制的 SYN 
Cookie 的主要优势。

注意 : 由于 20 秒是缺省设置，您不必设置 20 秒的超时时间，除非此前已将其设置为
其它值。

注意 : 由于 20 秒是缺省设置，您不必设置 20 秒的超时时间，除非此前已将其设置为
其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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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YN Cookie 已在安全设备上启用并成为目标服务器的 TCP 协商代理时，它将使
用含有加密 cookie 的 SYN/ACK 作为其“初始序列号”(ISN) 来回复每个流入的 
SYN 片段。Cookie 是初始源地址和端口号、目标地址和端口号以及来自原始 SYN 
封包的 ISN 的 MD5 散列。发送 cookie 后，设备将丢弃原始 SYN 封包，并将计算
出的 cookie 从内存中删除。如果未对包含 cookie 的封包做出任何响应，攻击将作
为活动 SYN 攻击加以记录，并得到有效的阻止。

如果启动主机使用包含 TCP ACK 字段中 cookie +1 的 TCP 封包进行响应，则设备
将提取 cookie、从该值中减去 1，然后重新计算 cookie 以验证其是否是合法的 
ACK。如果是合法的，设备将通过设置一个会话并将 SYN 发送到含有来自原始 
SYN 的源信息的服务器，来启动 TCP 代理过程。当设备收到来自该服务器的 
SYN/ACK 后，它会将 ACK 发送到服务器和启动主机。此时，连接已建立，主机和
服务器可直接进行通信。

图 24 显示当 SYN Cookie 在安全装置上处于活动状态时，如何在启动主机和服务
器之间建立连接。

图 24:  SYN Cookie 活动时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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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 SYN Cookie，请设置 SYN 泛滥攻击临界值 ( 如第 32 页上的“SYN 泛滥”
所述 )，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Configuration > Advanced > Flo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CP SYN-proxy SYN-cookie: ( 选择 )

CLI

set flow syn-proxy syn-cookie

ICMP 泛滥
当 ICMP 回应请求使用太多的请求以至于超出了受害者的 大承受度，使受害者耗
尽所有资源来进行响应，直至再也无法处理有效的网络信息流时，就发生了 ICMP 
泛滥。当启用了 ICMP 泛滥保护功能时，可以设置一个临界值，一旦超过此值就会
调用 ICMP 泛滥攻击保护功能。( 缺省的临界值为每秒 1000 个封包。) 如果超过了
该临界值，安全设备在该秒余下的时间和下一秒内会忽略其它的 ICMP 回应要求。

图 25:  ICMP 泛滥

注意 : ICMP 泛滥可以包括任何类型的 ICMP 消息。因此，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会
监控所有 ICMP 消息类型，而不只是回应请求。

.

.

.

只有当策略允许回应请求时，
安全设备才会传递回应请求。

受保护的 
LAN

来自相同安全区段中的地址的
合法 ICMP 回应请求

回应回复

当达到 ICMP 临界值后，在当
前秒的剩余时间和下一秒内，
安全设备将拒绝来自相同安
全区段中所有地址的更多 
ICMP 回应请求。

攻击者用欺骗性的源地址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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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秒的 ICMP 回应请求数的 大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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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 ICMP 泛滥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其中指定的区段可能是泛滥攻击始
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CMP Flood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 输入触发 ICMP 泛滥保护的值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cmp-flood threshold number
set zone zone screen icmp-flood

UDP 泛滥
与 ICMP 泛滥相似，当攻击者以减慢受害者速度为目的向该点发送含有 UDP 数据
报的 IP 封包，以至于受害者再也无法处理有效的连接时，就发生了 UDP 泛滥。当
启用了 UDP 泛滥保护功能时，可以设置一个临界值，一旦超过此临界值就会调用 
UDP 泛滥攻击保护功能。( 缺省的临界值为每秒 1000 个封包。) 如果从一个或多个
源向单个目标发送的 UDP 数据报数超过了此临界值，安全设备在该秒余下的时间
和下一秒内会忽略其它到该目标的 UDP 数据报。

图 26:  UDP 泛滥

注意 : 该值的单位是每秒的 ICMP 封包数。( 缺省界值为每秒 1000 个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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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 UDP 泛滥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其中指定的区段可能是泛滥攻击始
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UDP Flood Protection: ( 选择 )
Threshold: ( 输入触发 UDP 泛滥保护的值 )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udp-flood threshold number
set zone zone screen udp-flood

陆地攻击
“陆地”攻击将 SYN 攻击和 IP 欺骗结合在了一起，当攻击者发送含有受害者 IP 
地址的欺骗性 SYN 封包，将其作为目的和源 IP 地址时，就发生了陆地攻击。接收
系统通过向自己发送 SYN-ACK 封包来进行响应，同时创建一个空的连接，该连接
将会一直保持到达到空闲超时值为止。向系统堆积过多的这种空连接会耗尽系统资
源，导致拒绝服务。

图 27:  陆地攻击

当启用 SCREEN 选项以封锁陆地攻击时，安全设备将 SYN 泛滥防御和 IP 欺骗保护
的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检测和封锁这种性质的企图。

注意 : 该值的单位是每秒的 UDP 封包数。( 缺省界值为每秒 1000 个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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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对“陆地”攻击的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区段是攻击始发的
位置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Land Attack Protection，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land

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击

如果攻击者不仅识别出活动主机的 IP 地址和响应端口号，而且识别出其操作系统 
(OS)，则攻击者可能会不借助于暴力攻击，而是发起会产生一两个封包“破坏”的
更高级的攻击。本部分介绍的攻击可以用 小的努力使系统瘫痪。如果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正在保护易受这些攻击的主机，您可以启用安全设备来检测这
些攻击，并且在其到达目标之前将其封锁。

Ping of Death
允许的 大 IP 封包长度是 65,535 字节，其中包括长度通常为 20 字节的封包报
头。ICMP 回应请求是一个含 8 字节长的伪包头的 IP 封包。因此，ICMP 回应请求
的数据区的 大容许长度是 65,507 字节 (65,535 - 20 - 8 = 65,507)。

许多 ping 实现方案允许用户指定大于 65,507 字节的封包大小。过大的 ICMP 封包
会引发一系列不利的系统反应，如拒绝服务 (DoS)、系统崩溃、死机以及重新启动。

当启用 Ping of Death SCREEN 选项时，安全设备检测并拒绝这些过大的且不规则
的封包大小，即便是攻击者通过故意分段来隐藏总封包大小。

图 28:  Ping of Death

注意 : 有关 IP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RFC 791,  Internet Protocol。

有关 ICMP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RFC 792,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有关 Ping of Death 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secure.org/sploits/ping-o-death.html。

此封包的大小是 65,538 字节。它超过了 RFC 791, Internet Protocol 中规定的大小限值 (65,535 字节 )。
在传输该封包时，它将被分解为很多碎片。重组过程可能导致接收系统崩溃。

原始未分段
封包 IP 包头 ICMP 包头 ICMP 数据

65,510 字节8 字节2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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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 Ping of Death 攻击的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区段是攻击始发
的位置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Ping of Death Attack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ping-death

Teardrop 攻击
Teardrop 攻击利用了 IP 封包碎片的重组。在 IP 包头中，有一个碎片偏移字段，它
表示封包碎片包含的数据相对于原始未分段封包数据的开始位置 ( 或偏移 )。

图 29:  Teardrop 攻击

当一个封包碎片的偏移值与大小之和不同于下一封包碎片时，封包发生重叠，并且
服务器尝试重新组合封包时会引起系统崩溃，特别是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含有这种
漏洞的旧版操作系统时更是如此。

图 30:  碎片差异

在启用 Teardrop Attack SCREEN 选项后，只要设备检测到封包碎片中的这种差
异，就会丢弃该碎片。

IP 包头
安全设备检查片段偏移字段中的差异。

版本 包头长度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标识

活动时间 (TTL) 协议 包头校验和
20 

字节

片段偏移

源地址

目的地址

选项 ( 如果有 )

负荷

x D M

20 字节

封包碎片 #1

第二个碎片的开始位置 (800) 比第一个
碎片的结束位置 (820) 提前了 20 字节。
碎片 #2 的偏移与碎片 #1 的封包长度
不一致。这种差异会导致有些系统在
试图重组时发生崩溃。

800 字节

数据

封包碎片 #2

IP 包头

偏移 = 0
长度 = 820
更多碎片 = 1

20 字节

偏移 = 800
长度 = 620
更多碎片 = 0

600 字节

数据I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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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对 Teardrop 攻击的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区段是攻击始发的
位置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Teardrop Attack Protection，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tear-drop

WinNuke
WinNuke 是针对互联网上运行 Windows 的任何计算机的 DoS 攻击。攻击者将 TCP 
片段 [ 通常发送给设置了紧急 (URG) 标志的 NetBIOS 端口 139] 发送给具有已建连
接的主机。这样就产生 NetBIOS 碎片重叠，从而导致运行 Windows 的机器崩溃。
重新启动遭受攻击的机器后，会显示下列信息，指示已经发生了攻击 : 

An exception OE has occurred at 0028:[address] in VxD MSTCP(01) +
000041AE. This was called from 0028:[address] in VxD NDIS(01) + 
00008660. It may be possible to continue normally.

Press any key to attempt to continue.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your computer. You will lose any unsaved 
information in all applications.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图 31:  WinNuke 攻击指示器

如果启用了 WinNuke attack defense SCREEN 选项，则安全设备会扫描所有流入的
“Microsoft NetBIOS 会话服务”( 端口 139) 封包。如果观察到其中一个封包中设
置了 URG 标志，则设备将取消设置该 URG 标志，清除 URG 指针，转发修改后的
指针，然后在事件日志中写入一个条目，说明其已封锁了一个尝试的 WinNuke 
攻击。

窗口大小

目标端口是 139。

源端口号

包头长度

序列号

目标端口 : 139

保留

确认编号

TCP 包头

紧急指针

选项 ( 如果有 )

数据 ( 如果有 )

U
R
G

TCP 校验和

A
C
K

P
S
H

R
S
T

S
Y
N

F
I
N

URG 标志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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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对 WinNuke 攻击的保护，请执行下列操作，其中指定的区段是攻击始发的
位置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WinNuke Attack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winnuke
与操作系统相关的 DoS 攻击



第 4 章

内容监控和过滤

Juniper Networks 通过 ScreenOS 功能以及将 ScreenOS 与 Websense、SurfControl 
和 Kaspersky Lab 产品配合使用来提供对网络活动的广泛保护和控制。

本章将介绍如何配置设备，以执行片段和数据包重组，监控恶意 URL 的 HTTP 信
息流，以及与其它设备通信来执行防病毒扫描和 web 过滤。本章内容分为以下几
个部分 : 

第 50 页上的“碎片重组”

第 50 页上的“恶意 URL 保护”

第 51 页上的“应用程序层网关”

第 53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

第 53 页上的“外部防病毒扫描”

第 56 页上的“内部防病毒扫描”

第 61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防病毒扫描”

第 62 页上的“扫描应用程序协议”

第 69 页上的“更新嵌入式扫描器的防病毒模式文件”

第 71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器全局性设置”

第 75 页上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第 81 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 84 页上的“Web 过滤”

第 86 页上的“集成的 Web 过滤”

第 93 页上的“重定向 Web 过滤”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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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重组

通常情况下，网络转发设备 ( 如路由器或交换机 ) 并不重组其所收到的封包碎片。
通常，目标主机会在所有封包碎片到达后对它们进行重新构建。转发设备的主要功
能是有效地传递信息流。如果转发设备也需要将所有数据包排队、重组和重新分
段，则其效率将会受到不利影响。但是，将封包碎片传递通过防火墙是不安全的。
攻击者可以故意打碎封包，以隐藏防火墙将有可能检测到和封锁的信息流串。

ScreenOS 允许按照区段启用碎片重组。这样一来，安全设备便可扩大其检测和封
锁恶意 URL 串的功能。仅当设备被配置为 NAT 时，碎片重组才会发生在启用了应
用程序层网关 (ALG) 的信息流中。

恶意 URL 保护
除了 Web 过滤功能 ( 在第 93 页上的“重定向 Web 过滤”中进行了说明 ) 之外，
您还可以为每个区段定义多达 48 个恶意 URL 串模式 (其中每个恶意 URL 串可长达 
64 个字符 )，以提供区段级别的恶意 URL 保护。在启用了恶意 URL 封锁功能后，
安全设备将检查所有 HTTP 数据包的数据负荷。如果安全设备找到 URL，并检测到 
URL 串的开头 ( 这取决于指定的字符数 ) 与您定义的模式相匹配，则其会阻止该数
据包通过防火墙。

机智的攻击者认识到，URL 串是已知的，并可能会被防御，因此他们会故意打碎 
IP 数据包或 TCP 片段，以使该模式在逐一检查数据包的过程中无法识别。例如，
如果恶意 URL 串是 120.3.4.5/level/50/exec，则 IP 分片可能会将 URL 串分解为以
下几个部分 : 

第一个数据包 : 120

第二个数据包 : 3.4.5/level/50

第三个数据包 : /exec

当单独传输时，即使您将 URL 串定义为长度为 20 个字符的 
120.3.4.5/level/50/exec，URL 串碎片也会顺利通过安全设备而不被检测出来。第
一个封包中的字符串 "120." 与所定义的模式的第一部分相匹配，但它比所要求的 
20 个匹配字符长度要短。第二和第三个数据包中的字符串与所定义的模式的开头
不匹配，因此也将毫无阻碍地通过。

但是，如果重组这些封包，则碎片将组合形成设备可以封锁的可识别字符串。利用
碎片重组功能，设备可以将碎片缓存到队列中，将其重组为完整的数据包，然后检
查该数据包中的恶意 URL。根据此重组过程和后续检查的结果，设备将执行下列
操作之一 : 

如果设备发现了恶意 URL，则它将丢弃该数据包并在日志中输入事件。

如果设备不能完成重组过程，则对生存期施加时间限制，并丢弃碎片。

如果设备确定该 URL 不是恶意的，但重组的数据包太大而无法转发，则设备
会将该数据包分成多个数据包并将其转发。

如果设备确定该 URL 不是恶意的，且无需将其分解，则设备会转发该数据包。
碎片重组



第 4 章 : 内容监控和过滤
应用程序层网关
ScreenOS 为很多协议提供了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如 DNS、FTP、H.323 和 
HTTP 协议。在这些协议中，碎片重组可以是实施包括 FTP 和 HTTP 服务的策略中
的重要部分。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为 FTP-Get 和 FTP-Put 等协议筛选封包的能
力，要求其不仅检查封包包头，而且检查负载中的数据。

例如，可能存在拒绝从 Untrust 到 DMZ 区段的 Ftp-Put 的策略 :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ftp-put deny

如果安全设备找到 STOR filename，则客户端已发送请求，以将指定的文件存储到
服务器上，且设备封锁该数据包。

在允许策略中，Ftp-Get、Ftp-Put 和 Ftp 是不同的服务。例如，可能存在允许从 
Untrust 到 DMZ 区段的 FTP-Get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ftp-get permit

如果设备读到 RETR filename，则 FTP 客户端已发送请求，以从 FTP 服务器检索指
定的文件，且安全设备允许该数据包通过。

如果拥有两个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拒绝从 Untrust 到 DMZ 区段的 FTP-Put，另一个
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到 DMZ 区段的 FTP-Get，然后设备会封锁数据包。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ftp-put deny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ftp-get permit

为了抵制这种防御，攻击者可能会故意将单个 FTP-Put 数据包分解为两个数据包，
而这个数据包的负载中分别包含以下文本 : 

数据包 1: ST

数据包 2: OR filename

当分别检查每个数据包时，安全设备不会发现字符串 STOR filename，因此将允许
这两个数据包通过。

但是，如果重组这些数据包，则碎片将组合形成可识别字符串，安全设备将会对其
采取措施。利用碎片重组功能，设备可以将 FTP 碎片缓存到队列中，将其重组为
完整的数据包，然后检查该数据包是否存在完整的 FTP 请求。根据此重组过程和
后续检查的结果，设备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发现了 FTP-Put 请求，则设备将丢弃该数据包并在日志中输入事件。

如果设备不能完成重组过程，则对生存期施加时间限制，并丢弃碎片。

如果设备发现了 FTP-Get 请求，但重组的封包太大而无法转发，则设备会将该
数据包分成多个封包并将其转发。

如果发现 FTP-Get 请求，且无需将其分解，则设备将转发该数据包。

注意 : 对于拒绝策略，FTP-Put、Ftp-Get 和 FTP 服务在封锁所有数据包时行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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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封锁封包碎片中的恶意 URL
在本例中，定义下列三个恶意 URL 串，并启用恶意 URL 封锁选项 : 

恶意 URL 1

ID: Perl

Pattern: scripts/perl.exe

Length: 14

恶意 URL 2

ID: CMF

Pattern: cgi-bin/phf

Length: 11

恶意 URL 3

ID: DLL

Pattern: 210.1.1.5/msadcs.dll

Length: 18

长度的值表示必须在 URL 中出现的模式的字符数，对于正确匹配而言从第一个字
符开始。注意，对于 1 和 3，并非每个字符都是必需的。

然后启用碎片重组，以便对到达 Untrust 区段接口的 HTTP 信息流碎片进行 URL 
检测。

WebUI

Security > Screening > Mal-URL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D: perl
Pattern: scripts/perl.exe
Length: 14

Security > Screening > Mal-URL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D: cmf
Pattern: cgi-bin/phf
Length: 11

Security > Screening > Mal-URL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D: dll
Pattern: 210.1.1.5/msadcs.dll
Length: 18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选中 TCP/IP Reassembly for ALG 复选
框，然后单击 OK。
碎片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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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mal-url perl "scripts/perl.exe" 14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mal-url cmf "cgi-bin/phf" 11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mal-url dll "210.1.1.5/msadcs.dll" 18
set zone untrust reassembly-for-alg
save

防病毒扫描

病毒是一种可执行代码，会感染或附在其它可执行代码上，以便能实现自我复制。
某些恶意病毒会删除文件或锁定系统，而其它病毒只是感染文件并使用伪造数据耗
尽目标主机或网络的资源。

Juniper Networks 支持在所选安全设备上的内部和外部的防病毒 (AV) 扫描。有关安
全设备及所支持的防病毒扫描引擎的列表，请参阅 ScreenOS Release Notes。

对于 ISG 系列产品，您拥有下列两个防病毒解决方案 : 

互联网内容修改协议 (ICAP) 防病毒

该解决方案用于速度较低时，例如在 T-3 或部分 T-3 部署中。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53 页上的“外部防病毒扫描”。

基于策略的路由 (PBR)

该解决方案用于速度较高时，例如在 OC-3 部署中。在此情况下，ISG 上的 
PBR 可将特定信息流卸载到运行嵌入的防病毒扫描器 (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 的
高端安全设备中。有关此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134 页上的“高级 
PBR 范例”。有关此嵌入的防病毒扫描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上
的“内部防病毒扫描”。

外部防病毒扫描
安全设备将信息流重定向到外部互联网内容修改协议 (ICAP) 防病毒扫描服务器
后，外部防病毒扫描将会发生。安全设备上的 ICAP 客户端与外部 ICAP 扫描服务
器通信以提供下列功能 : 

支持 ICAP v1.0 并完全符合 RFC 3507

支持 Symantec Scan Engine 5.0 ICAP 服务器

可升级的防病毒扫描 ( 添加其它 ICAP 扫描服务器 )

多个安全设备 ( 防火墙 ) 共享同一 ICAP 扫描服务器

一组 ICAP 服务器中的负载均衡信息流

HTTP 和 SMTP 信息流的封装

支持 HTTP 信息流的定制 HTML 消息

支持定制 x 响应包头

支持与同一 ICAP 服务器的持久连接。
持久连接可减少处理开销及提高防病毒扫描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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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说明外部防病毒扫描如何与安全设备协同工作。

图 32:  外部扫描的工作方式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ICAP 客户端

Trust 区段

远程 FTP 
服务器

Untrust 区段

运行 
Symantec scan 
engine 5.0 的 
ICAP 服务器

1. 客户端建立一个 HTTP 或 SMTP 会话。

2. 安全设备上的防病毒配置文件确定是否发送数据以进行防病毒扫描。

3. 如果配置了扫描，将在防火墙和从 ICAP 扫描服务器组中选择的 ICAP 
服务器之间建立连接。

4. ICAP 客户端将扫描数据 ( 封装的 ICAP 格式 ) 发送到 ICAP 服务器，并
将其保存在内存中，直到 ICAP 服务器确认接收到该数据。

5. ICAP 服务器将包含全部内容的扫描结果返回到 ICAP 客户端。

• 如果未发现病毒，则将信息流转发到其目的地。

• 如果发现病毒，则将替换数据并通知目的地。对于 HTTP，使用定
制 HTML 消息来替换数据。如果未提供定制 HTML 消息，则将生成
日志事件来记录该病毒。

远程 
HTTP/SMTP
服务器
防病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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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模式

信息流经过防病毒扫描后，运行 Symantec Scan Engine 5.0 的 ICAP 服务器会提供
下列结果之一 : 

仅扫描。拒绝访问受感染的文件，但不对文件进行任何处理。

扫描并删除。删除所有受感染的文件，包括嵌入到存档文件中但并未修复的
文件。

扫描并修复文件。尝试修复受感染的文件，但对无法修复的文件不进行任何
处理。

扫描并修复或删除。尝试修复受感染的文件，并删除存档文件中所有无法恢复
的文件。

有关扫描行为和扫描结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CAP 服务器文档。

负载均衡 ICAP 扫描服务器

ScreenOS 5.4 外部防病毒扫描允许平衡在 ICAP 服务器组中配置的 ICAP 扫描服务
器的负载。至少需要该组中 ICAP 扫描服务器所使用的负载均衡算法。根据服务器
的使用状况和信息流量 ( 等待中的请求数 ) 对 ICAP 服务器进行负载均衡。不正常
的服务器将被跳过，且到达超载服务器的信息流会自动减少。

已配置的 ICAP 服务器可处于启用或禁用状态。已启用的 ICAP 服务器的状态可以
是使用中或不能使用。当 ICAP 服务器被配置为禁用时，该服务器将无法用于发出
新请求。

ICAP 服务器是通过一种探查机制进行监控的。例如，如果将探查时间间隔设置为 
30，则每隔 30 秒便会自动探查已启用的 ICAP 服务器，以确定其状态 ( 使用中或
不能使用 )。

对于下列情况，自动探查会返回不能使用的结果 : 

防火墙无法建立与 ICAP 服务器之间的成功的 TCP 连接

无效的 ICAP 服务器防病毒许可

对 ICAP options 请求的客户端错误响应

对 ICAP options 请求的服务器端错误响应

连续三次探查失败后，服务器将进入不能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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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防病毒扫描
当安全设备中的扫描引擎扫描信息流中的病毒时，会执行内部防病毒扫描。内部或
内嵌扫描引擎是 Juniper-Kaspersky 扫描引擎。

嵌入的扫描引擎可用于执行下列操作 : 

根据文件扩展名和内容类型启用 / 禁用扫描

例如，可设置一个支持可执行文件 (.exe) 扫描，但不支持文档文件 (.doc 或 
.pdf) 扫描的配置文件。

为特定应用程序协议配置解压缩层

在每个配置文件中，可以为每个协议 (HTTP/SMTP/POP3/IMAP/FTP) 配置不同
的解压缩级别。例如，根据网络环境的不同，您也许要为每个协议指定要解压
缩的嵌入 zip 文件数。

配置“即时消息”(IM)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有关扫描 IM 信息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IM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
描”。

配置要发送给发送方 / 接收方的有关已检测到的病毒和扫描错误的电子邮件通知

配置扫描等级以提供间谍软件和网页仿冒保护

在缺省情况下，Juniper-Kaspersky 扫描引擎提供 高的安全级别。除了阻止所
有病毒 ( 包括多形态病毒及其它高级病毒 )，该扫描引擎还提供了入站间谍软
件和网页仿冒保护。

间谍软件保护。间谍软件保护功能通过允许您阻止传入的间谍软件、广告软
件、击键信息收集器和相关的恶意软件来防止恶意信息流侵入您的企业，从而
为 Juniper Networks 反间谍软件和反广告软件解决方案添加了另一层保护。

此解决方案完善了 Juniper Networks IDP ( 入侵检测和防护，Intrusion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产品，这些产品可提供间谍软件 phone-home 保护 
( 即，在便携式计算机 / 台式计算机 / 服务器受感染时，阻止间谍软件发送敏
感数据 )。

网页仿冒保护。网页仿冒保护功能允许您阻止试图诱使用户进入伪造 ( 网页仿
冒 ) 站点从而窃取机密数据的电子邮件。

注意 :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要求在安全设备上安装防病毒许可。如果使用外部防病毒扫描
器，将不需要防病毒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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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选择以下两个选项之一来更改缺省的扫描安全级别 : 

基本的流行病毒扫描。尽管该扫描等级通过扫描大多数流行病毒来提供较
低的安全等级，但是它提供了增强的性能。要启用基本的流行病毒扫描，
请输入下面的命令 : 

set av scan-mgr pattern-type itw

扩展的扫描。在标准扫描中，该扫描等级通常包含更为杂乱的间谍软件/广
告软件。虽然它对间谍软件的扫描范围更广一些，但其返回的扫描结果的
误报率也会更高。要启用扩展扫描，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av scan-mgr pattern-type extended

标准选项 (set av scan-mgr pattern-type standard) 是缺省值。

IM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即时消息”(IM) 网络包含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及连接它们所需的协议。

IM 客户端

每个 IM 客户端都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 

想要与之通信的伙伴列表或其他朋友名单。

显示进行中的文本聊天的单独窗口 - 用户键入其消息并在此窗口中查看其通信
者的响应。

用于音频和视频聊天及用户间文件传输的附加功能。

所有主要 IM 客户端会越过简单文本聊天而转入到更全面更复杂的通信中，包
括实时语音和视频呼叫。

ScreenOS 支持流行的公共 IM 应用程序扫描，例如 : 

AOL Instant Messenger (AIM)

网络寻呼机 (ICQ)

Yahoo! Messenger (YMSG)

MSN Messenger

此发行版本 ScreenOS 中的防病毒扫描功能适用于以下 IM 服务 : 

文本聊天消息

组聊天消息

文件传输 / 文件共享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修改缺省的扫描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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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服务器

IM 服务器维护用户帐户的目录，并跟踪哪些用户为在线用户，多数情况下还跟踪
用户间的路由消息。IM 服务器实时运行，当两个用户键入完每个文本行时，在这
两个用户之间来回发送消息。服务器也会传递有关目录中的各个用户的可用性的实
时信息，例如，在用户联机并更改其状态消息时。

每个 IM 服务器均通过分配的端口号在互联网上与其客户端进行通信。但当拒绝策
略封锁缺省端口时，IM 客户端可使用其它端口登录。典型端口号包括下表所示的
端口号 : 

IM 协议

IM 网络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模型，用于对服务器进行认证以及使用下表所示的协
议来与其它客户端通信 : 

由于各个 IM 应用程序的专有协议会经常更新，因此，ScreenOS 提供了可配置参
数来控制防火墙行为。请参阅支持的客户端和协议版本的产品“发行说明”。但
是，ScreenOS 将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处理不受支持的协议版本的信息流 : 

Best Effort: 使用现有协议知识处理信息流

Pass: 传递信息流，而不对其进行扫描

IM 应用程序 服务端口号 代理

AIM 5190 SOCKS 4、SOCKS 5、
HTTP、 HTTPS

ICQ 5190

YMSG 50501 (443 和 80)

1.除端口 5050 外，确保允许信息流在端口 443 (HTTPS)
和 80 (HTTP) 上通过。

SOCKS 4、SOCKS 5、
HTTP

MSN Messenger 1863 SOCKS 4、SOCKS 5、
HTTP

注意 : 加密格式的 AIM 或 ICQ 信息流通信不支持防病毒扫描。

IM 应用程序 支持的协议

AIM/ICQ 用于采用实时协议进行通信的开放式系统 (OSCAR)

YMSG Yahoo Messenger 服务网关协议 (YMSG)

MSN Messenger 移动状态通知协议 (M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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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消息安全问题

通常，蠕虫病毒会在即时消息服务中传播并以 URL 形式出现。这些 URL 出现在
“伙伴”列表中，因此它们可被访问。如果单击了 URL，蠕虫病毒便会感染 PC 并
传播给“伙伴”列表中的每个人。

“伙伴列表”也会通向社会工程。当人们从计算机系统的合法用户获取信息 ( 特别
是允许他们获得访问特定系统的未经授权的访问权限的信息 ) 时，将出现社会工程。

文件传输服务是另一种安全风险，即时消息应用程序可在其中发送特洛伊和病毒。

IM 安全问题

即时消息 (IM) 服务容易受到病毒、蠕虫和特洛伊等的攻击，所采用的手段为 : 

伙伴列表

蠕虫可通过 IM 服务器传播，因为它通常在即时消息中以 URL 形式出现。这些 
URL 通常看似出自“伙伴”列表中的某个成员。如果单击此类恶意 URL，则蠕
虫病毒将感染 PC 并很容易传播给“伙伴”列表中的每个成员。

社会工程

当攻击者从系统或服务的合法用户那里以非法手段获取如伙伴列表等机密信息 
( 攻击者随即利用这些信息获取未经授权的访问权限 ) 时，将出现社会工程。

文件传输

当文件通过 IM 会话从一个用户向另一用户发送时，非常容易传播特洛伊和
病毒。

扫描聊天消息

当为防病毒而启用设备时，防火墙会处理在 IM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发送的数据
包。防火墙将检测数据包中单个聊天消息的起点，并保留随后的数据包，直到聊天
消息完成为止。已完成的消息被发送到防病毒扫描引擎，以使用下表所示的步骤进
行病毒扫描。

如果 ... 聊天消息 结果

发现病毒 被丢弃。 病毒丢弃通知消息被转发到原始消息的
目的地。

出现扫描错误 ( 扫描错误
允许被禁用 )

被丢弃。 扫描错误丢弃通知消息被转发到原始消息
的目的地。

防病毒扫描完成，未出现
病毒或扫描错误

被转发到其目的地。 消息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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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文件传输

防火墙将处理在 IM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过通信的数据包。通常，文件共享表
明获得文件，而 AIM 文件传输包括发送文件、获得文件和发送目录。当防火墙检
测到文件传输命令时，将出现以下情形 : 

防病毒扫描结果
出于某些原因防病毒扫描可能不会发生。当设备被配置为外部扫描时，设备只需将
信息流重定向到外部 ICAP 服务器。有关防病毒扫描行为和结果的信息，请参阅 
ICAP 服务器文档。

如果设备配置了内部防病毒扫描，get av stat 命令会显示扫描失败。除了下列扫描
代码结果以外，此命令还会生成包含有关扫描结果的详细信息的事件日志。

Scan Code: Clear
Scan Code: Infect
Scan Code: Psw Archive File
Scan Code: Decompress Layer
Scan Code: Corrupt File
Scan Code: Out Of Resource
Scan Code: Internal Error
Scan Code: Error
Scan Eng: Error: 
Fail Mode: 

在下面的方案中，信息流将被丢弃，替换数据会被转发到其目的地 : 

防病毒扫描引擎将返回以下扫描错误之一，相应的配置丢弃设置会被启用

max-decompress-layer setting is exceeded

password protected file

corrupted file

out of resource

当防病毒扫描导致资源耗尽错误状况时，文件将被丢弃或基于 
max-content-size 设置传送，但 out-of-resource 计数器的值会增加。

如果文件大小为 ...
文件传输 / 文件
共享 结果

<= AV max_content_size 发生防病毒扫描 发现病毒。文件内容被病毒通知消息取代。

扫描错误 ( 防病毒扫描错误允许被禁用 )。
文件内容将被扫描错误通知消息所取代。

> AV max_content_size 
(max_content_size drop 
被启用 )

忽略防病毒扫描 丢弃文件并将丢弃通知消息转发到原始消息
的目的地。

> AV max_content_size 
(max_content_size drop 
被禁用 )

忽略防病毒扫描 将文件转发到其目的地。

注意 : 此发行版本的 ScreenOS 不支持通过防火墙的即时消息 P2P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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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扫描引擎将返回上述任一扫描错误并禁用 fail-mode permit

文件传输的大小超过防病毒 max-content-size 设置，并启用 max-content-size 
drop

有关防病毒扫描失败 ( 包括数据无法成功扫描的实例 ) 的信息，请参阅第 62 页上
的“扫描应用程序协议”。

有关防病毒扫描所生成的错误消息的列表，请参阅 ScreenOS Message Log Reference 
Guide。

基于策略的防病毒扫描
防病毒扫描配置文件提高了防病毒扫描的灵活性和精确度。基于配置文件的扫描
允许您将配置文件配置为扫描信息流并将配置文件分配给策略。基于策略的扫描
允许您 : 

为防病毒扫描选择特定的数据信息流

提高性能及控制防病毒扫描引擎

要配置基于策略的扫描，必须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配置策略中所使用的防病毒配置
文件 : 

1. 启动防病毒配置文件环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启动内部防
病毒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2. 将配置文件 ( 已预定义了用于内部防病毒的 ns-profile) 配置为在网络信息流中
检查下表所示协议。

3. 退出防病毒配置文件环境。

4. 将防病毒配置文件分配给防火墙策略。( 只能将一个防病毒配置文件链接到一
个策略。) 

要应用防病毒保护，需要在安全策略中引用防病毒配置文件。当安全设备接收
到应用需要防病毒扫描的策略的信息流时，会将所收到的内容引导到防病毒扫
描器 ( 内部或外部 )。

5. 保存配置文件。

注意 : 如果设置了 max-decompress-layer 以便在超出 decompress layer 设置时丢弃数据
包，替换文件将被发送到接收方。然而，MSN 服务器不发送替换文件或有关下载
失败的错误消息。

协议 请参阅

文件传输协议 (FTP) 第 63 页上的“扫描 FTP 信息流”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第 64 页上的“扫描 HTTP 信息流”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 (IMAP) 第 65 页上的“扫描 IMAP 和 POP3 信息流”

邮局协议，版本 3 (POP3) 第 65 页上的“扫描 IMAP 和 POP3 信息流”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第 67 页上的“扫描 SMTP 信息流”

互联网内容修改协议 (ICAP) 第 68 页上的“将信息流重定向到 ICAP 防病毒
扫描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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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显示了防病毒配置文件如何与防病毒扫描器 ( 内部或外部 ) 协同工作。

图 33:  防病毒配置文件与防病毒扫描器协同工作的方式

扫描应用程序协议
内部嵌入的防病毒扫描引擎支持对特定应用程序层事务的扫描，并允许选择要扫描
的内容 (FTP、HTTP、IMAP、POP3 或 SMTP 信息流 )。例如，通过对某些内容不进
行扫描可提高扫描性能。同样，仅支持 HTTP 和 SMTP 协议的外部防病毒扫描。

本部分将讨论如何配置下列应用程序协议以进行防病毒扫描 : 

第 63 页上的“扫描 FTP 信息流”

第 64 页上的“扫描 HTTP 信息流”

第 65 页上的“扫描 IMAP 和 POP3 信息流”

第 67 页上的“扫描 SMTP 信息流”

可为上述各应用程序进行以下一项或多项配置 : 

2

3

4

5

6

Untrust 区段

远程 FTP 
服务器

Trust 区段

 Local
FTP 客户端

如果未发现病毒，则将数据
转发给其初始目的地。

客户端建立一个与服务器的连接，并
启动一个会话。

Scan Manager 监控所有从客户端发来的
请求，并提取协议特定的数据。

防病毒配置文件确定是否应发送
该请求以进行防病毒扫描。

如果将数据配置为扫描，则数据将
被发送到 “扫描”引擎进行扫描。

如果发现病毒，则根据防病毒
配置文件设置记录消息并发送
电子邮件通知。

注意 : 您需要评估风险并在安全和性能之间达成 佳平衡。

命令 说明

decompress-layer 指定在内部防病毒扫描器执行病毒扫描之前，可解压缩的嵌套压缩文件
的层数。

extension list 指定扩展名列表名称 (string)，以包括或排除已定义的扩展名。

scan-mode 指定扫描引擎扫描特定协议的信息流的方式。

timeout 指定特定协议的防病毒会话的超时值。

http skipmime 忽略指定的 MIME 列表，不对其进行防病毒扫描。
注意 : 禁用 skipmime 可允许安全设备扫描所有类型的 HTTP 信息流，
而不考虑 MIME 内容类型。

email-notify 仅将已检测到的 IMAP、POP3 和 SMTP 信息流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
发送方或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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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FTP 信息流

对于文件传输协议 (FTP) 信息流，安全设备监控控制通道，并在检测到用于传输数
据的 FTP 命令之一 (RETR、STOR、STOU、APPE 或 NLST) 时，对通过数据通道发
送的数据进行扫描。

根据扫描结果以及您配置失败模式行为的方式，安全设备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图 34:  F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如果数据 并 安全设备

未被感染 通过数据通道将数据传送到 FTP 客户端

包含病毒 丢弃来自数据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控制通道向 FTP 客户端发送病
毒通知消息

超出 大内容大小 设置了 drop 丢弃来自数据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控制通道向 FTP 客户端发送
“文件过大”消息

超出 大内容大小 取消设置 drop 通过数据通道将未经检查的数据传送到 FTP 客户端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取消设置 fail mode 
( 丢弃 )

丢弃来自数据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控制通道向 FTP 客户端发送
“扫描错误”消息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允许 fail mode ( 设置
了 traffic permit )

通过数据通道将数据传送到 FTP 客户端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设置了 drop 丢弃来自数据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控制通道向 FTP 客户端发送
“超出 大消息设置”消息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取消设置 drop 通过数据通道将数据传送到 FTP 客户端

Trust 区段

远程
FTP 服务器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控制通道

数据通道

Untrust 区段

本地
FTP 客户端

1. 本地 FTP 客户端打开通向 FTP 服务器的 FTP 控制通道，并请求传输
一些数据。

2. FTP 客户端和服务器就服务器发送所请求的数据时需要通过的数据
通道进行协商。安全设备截取数据并将其传送给其内部防病毒扫描
引擎，由该引擎来扫描其中的病毒。

3.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数据转发到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通过数据通道用丢弃消息替换该数据，并通过控
制通道发送一条消息，报告数据已被感染。

* 如果被扫描的数据超出了 大内容设置或者扫描不能成功完成，则设备
会根据失败模式的设置情况而执行其它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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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HTTP 信息流

对于 HTTP 信息流，安全设备将扫描 HTTP 响应和 HTTP 请求 (get、post 和 put 命
令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检查 HTTP 下载内容，也就是包含在 web 服务器针对来自
客户端的 HTTP 请求所发出的响应中的 HTTP 数据。内部防病毒扫描器还将扫描上
载内容，例如，当 HTTP 客户端完成 web 服务器上的问卷调查时，或者当客户端
在始发自 web 服务器的电子邮件中编写消息时。

根据扫描结果以及您配置失败模式行为的方式，安全设备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图 35:  HT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如果数据 并 安全设备

未被感染 将数据传送到 HTTP 客户端

包含病毒 丢弃数据并向 HTTP 客户端发送病毒通知消息

超出 大内容大小 设置了 drop 丢弃数据并向 HTTP 客户端发送“文件过大”消息

超出 大内容大小 取消设置 drop 将数据传送到 HTTP 客户端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取消设置 fail mode 
( 丢弃 )

丢弃数据并向 HTTP 客户端发送“扫描错误”消息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设置了 traffic permit 
( 允许 fail mode)

将数据传送到 HTTP 客户端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设置了 drop 丢弃来自数据通道的数据，并通过控制通道向 HTTP 客户端发送
“超出 大消息设置”消息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取消设置 drop 通过数据通道将数据传送到 HTTP 客户端

Trust 区段

远程
Web 服务器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Untrust 区段

本地
HTTP 客户端

1.  HTTP 客户端向 web 服务器发送 HTTP 请求。

2.  安全设备截取请求，并将该数据传送到内部防病毒扫
描器，由扫描器扫描其中的病毒。

3.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请求转发到 web 服务器。

• 如果有病毒，则丢弃请求，并向客户端发送 HTTP 消
息，报告请求已被感染。

* 如果被扫描的数据超出了 大内容设置或者扫描不能成功完成，则安全
设备会根据失败模式的设置情况而执行其它相应的操作。

4.  web 服务器响应 HTTP 请求。

5.  安全设备截取 HTTP 响应并将该数据传送给其内部防病
毒扫描引擎，由该引擎来扫描其中的病毒。

6.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响应转发到 HTTP 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丢弃响应，并向客户端发送 HTTP 消
息，报告响应已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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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MIME 扩展

在缺省情况下，HTTP 扫描不扫描由以下任意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 (MIME) 内容
类型和子类型 ( 当跟在一个斜线后出现时 ) 组成的 HTTP 实体 : 

Application/x-director

Application/pdf

Image/

Video/

Audio/

Text/css

Text/html

为了改善性能，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不扫描上述 MIME 内容类型。由于大多
数 HTTP 实体都由上述内容类型组成，因此 HTTP 扫描只适用于一小部分 HTTP 实
体，例如 有可能包含病毒的内容类型 application/zip 和 application/exe。

要改变 HTTP 扫描行为，使得安全设备不考虑 MIME 内容类型而扫描所有 HTTP 信
息流，请输入下列命令 :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unset av http skipmime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扫描 IMAP 和 POP3 信息流

对于 IMAP 和 POP3 信息流，安全设备在将信息流发送到本地 IMAP 或 POP3 客户
端之前，将信息流从本地邮件服务器重定向到内部防病毒扫描器。根据扫描结果以
及您配置失败模式行为的方式，安全设备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数据 并 安全设备

未被感染 将消息传送到 IMAP 或 POP3 客户端。

包含病毒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内容类型更改为 text/plain，用以下通知替换消息正文，将其发送到 IMAP 或 
POP3 客户端，并通知发送方 : 

VIRUS WARNING.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Virus Name: virus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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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IMAP 和 POP3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超出 大内容大小

或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或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设置了 drop

取消设置 fail mode 
( 丢弃 )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内容类型更改为 "text/plain"，用以下通知替换消息正文，并将其发送到 IMAP 
或 POP3 客户端 : 

Content was not scanned for viruses because reason_text_str (code number), and 
it was dropped.

reason_text_str 可能是以下某一项 : 

The file was too large.

An error or a constraint was found.

The maximum content size was exceed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essages was exceeded.

将检测到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给发送方 / 接收方。

超出 大内容大小

或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或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取消设置 drop

设置了 traffic 
permit ( 允许 fail 
mode)

取消设置 drop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原始消息传送到 IMAP 或 POP3 客户端，对其原始主题行进行如下修改 : 

original_subject_text_str (No virus check because reason_text_str, code number)

将检测到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给发送方 / 接收方。

如果数据 并 安全设备

DMZ 区段

互联网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Untrust 区段

本地
邮件服务器

1.  IMAP 或 POP3 客户端从本地邮件服务器下载电子邮件消息。

2.  安全设备截取电子邮件消息，并将该数据传送到内部防病毒扫描器，由扫
描器扫描其中的病毒。

3.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消息转发到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发送一条消息给客户端，报告感染情况。

* 如果被扫描的消息超出了 大内容设置或者扫描不能成功完成，则安全设备
会根据失败模式的设置情况而执行其它相应的操作。

Trust 区段

IMAP 或 POP3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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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SMTP 信息流

对于 SMTP 信息流，安全设备在将信息流发送到本地邮件服务器之前，将信息流从
本地 SMTP 客户端重定向到内部防病毒扫描器。根据扫描结果以及您配置失败模式
行为的方式，安全设备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数据 并 安全设备

未被感染 将消息传送给 SMTP 接收方。

包含病毒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内容类型更改为 text/plain，用以下通知替换消息正文，将其发送到 SMTP 接收
方，并通知发送方 : 

VIRUS WARNING.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Virus Name: virus_name

超出 大内容大小

或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或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设置了 drop

取消设置 fail mode 
( 丢弃 )

设置了 drop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内容类型更改为 text/plain，用以下通知替换消息正文，并将其发送到 SMTP 
接收方 : 

Content was not scanned for viruses because reason_text_str (code number), and it 
was dropped.

reason_text_str 可能是以下某一项 : 

The file was too large.

An error or constraint was found.

The maximum content size was exceed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messages was exceeded

将检测到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给发送方 / 接收方。

超出 大内容级别

或

不能成功完成扫描

或

超出 大并发消息数

drop 已被禁用

设置了 traffic 
permit ( 允许 fail 
mode)

取消设置 drop

设置了 email 
notification 

将原始消息传送到 SMTP 接收方，对其原始主题行进行如下修改 : 

original_subject_text_str (No virus check because reason_text_str, code number)

将检测到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给发送方 / 接收方。

注意 : 由于 SMTP 客户端指的是发送电子邮件的实体，所以客户端实际上可能是另一个 
SM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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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SM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

将信息流重定向到 ICAP 防病毒扫描服务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通过使用互联网内容修改协议 (ICAP) 与外部防病毒扫描
引擎进行通信。ScreenOS 5.4 仅支持 HTTP 和 SMTP 信息流的重定向。

要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支持外部 ICAP 防病毒扫描，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使用 set icap 命令配置外部 ICAP 扫描服务器。

2. 配置 ICAP 配置文件并指定下列一个或多个命令 : 

Trust 区段

互联网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Untrust 区段

 SMTP 客户端

A. SMTP 客户端将电子邮件消息发送到本地邮件服务器。

B. 安全设备截取电子邮件消息，并将数据传送到内部防
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扫描其中的病毒。

C.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消息转发到本地服务器。

• 如果有病毒，则发送一条消息给客户端，报告感染
情况。

* 如果被扫描的消息超出了 大内容设置或者扫描不能成功完成，则安全设备会根据失败模式的设置情况
而执行其它相应的操作。

4. 远程邮件服务器通过 SMTP 将电子邮件消息转发到本地
邮件服务器。

5. 安全设备截取电子邮件消息，并将该数据传送到内部防
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扫描其中的病毒。

6.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 
• 如果没有病毒，则将消息转发到本地服务器。

• 如果有病毒，则发送一条消息给远程服务器，报告感
染情况。

DMZ 区段

远程邮件服务器

命令 说明

timeout 指定特定协议 (HTTP 或 SMTP) 的防病毒会话的超时值。

http skipmime 忽略 MIME 列表中的特定文件，不对其进行防病毒扫描。
注意 : 禁用 skipmime 列表将允许安全设备扫描所有类型的 HTTP 信息
流，而不考虑 MIME 内容类型。

email-notify 仅将已检测到的 SMTP 信息流的病毒或扫描错误通知发送方或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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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Objects > Antivirus > ICAP Serve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CAP AV Server Name: ICAP_Server1
Enable: ( 选择 ), Scan Server Name/IP: 1.1.1.1
Scan Server Port: 1344, Scan URL: /SYMCScan-Resp-AV
Probe Interval: 10, Max Connections: 

CLI

set icap server icap_server1 host 1.1.1.1
save

设置 ICAP 服务器时，它会自动启用。

更新嵌入式扫描器的防病毒模式文件
内部防病毒扫描要求将防病毒模式数据库加载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并
定期更新模式文件。

开始更新防病毒模式文件之前，请确保设备提供下列支持 : 

预订防病毒签名服务

要订购防病毒签名服务，必须先对设备进行注册。在预订有效期内，您可以加载当
前版本的数据库，并将数据库更新到可用的新版本。启动防病毒签名服务的过程随
下列情况之一而变化 : 

如果您购买了拥有防病毒功能的安全设备，可以在初始购买后的短期内加载防
病毒模式文件。但是，您必须注册该设备并订购防病毒签名服务，才能继续获
得模式的升级版本。

如果您正在升级当前的安全设备使其使用内部防病毒扫描，则必须注册该设备
并订购防病毒签名服务，才能开始加载防病毒模式文件。在完成注册过程后，

多必须等待 4 小时，然后才能启动防病毒模式文件下载。

先决条件 说明

有效的防病毒许可密钥 av_v2_key

对互联网的访问 您的设备具有连接到互联网的路由

DNS 和端口设置 验证 DNS 设置和端口 80

防病毒签名服务 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预订防病毒签名服务”

注意 : 有关防病毒签名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30 页上的“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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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防病毒模式

图 38 和图 39 说明了模式文件的更新方式。请按照如下方式更新防病毒模式文件: 

1. 在安全设备上，指定模式更新服务器的 URL 地址。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图 38:  更新模式文件 - 步骤 1

2. 安全设备下载服务器初始化文件后，将检查模式文件是否有效。随后，设备对
该文件进行分析以获取有关该文件的信息，包括文件版本、大小以及模式文件
服务器的位置。

3. 如果安全设备上的模式文件已过期 ( 或者由于是第一次加载文件而不存在 )，
并且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预订仍然有效，则设备将从模式文件服务器自动检索
更新的模式文件。

图 39:  更新模式文件 - 步骤 2

4. 设备会将新模式文件保存到闪存和 RAM 内存中，并覆盖现有文件 ( 如果有的
话 )。

当新病毒传播时，添加对模式文件的更新。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定期自动更新模式
文件，也可手动更新该文件。

安全设备
文件传输请求

互联网

更新服务器

Juniper-Kaspersky URL =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注意 : ScreenOS 包含用于认证与模式更新文件服务器通信的 CA 证书。

安全设备

防病毒模式文件传输

互联网

模式文件请求

防病毒模式文件 防病毒模式文件

模式文件
服务器

注意 : 当预订到期后，更新服务器将不再允许您更新防病毒模式文件。
防病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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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Automatic Update

在本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每 120 分钟自动更新一次模式文件。( 缺省的防病毒
模式更新时间间隔是 60 分钟。) 例如，如果模式更新服务器位于 URL 地址 :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则按照如下方式配置自动更新 :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Scan Manag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attern Update Server: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Auto Pattern Update: ( 选择 ), Interval: 120 minutes (10~10080)

CLI

set av scan-mgr pattern-update-url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interval 120

save

范例 : 手动更新

在本例中，将手动更新模式文件。模式更新服务器位于下列 URL 地址 :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Scan Manag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attern Update Server: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5gt
Update Now: ( 选择 )

CLI

exec av scan-mgr pattern-update

set 命令不是必需的，因为 URL 地址是缺省值。

防病毒扫描器全局性设置
可修改防病毒扫描器设置以满足网络环境的需求。CLI 中的全局 scan-mgr 命令用
于配置“扫描管理器”，它是与扫描引擎相互作用的防病毒组件。例如，set 或 
get av scan-mgr CLI 命令将设置控制参数的全局命令 ( 例如 max-content-size、
max-msgs、pattern-type、pattern-update 和 queue-size)。

以下各部分介绍了防病毒扫描器的全局性设置 : 

第 72 页上的“防病毒资源分配”

第 72 页上的“失败模式行为”

第 72 页上的“ 大内容大小和 大消息数 ( 仅限内部防病毒 )”

第 73 页上的“HTTP Keep-Alive”

第 74 页上的“HTTP Trickling ( 仅限内部防病毒 )”

使用 get av all 或 get av scan-mgr 查看设备上的全局防病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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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资源分配

恶意用户可能会同时生成大量的信息流，以试图消耗所有可用资源并降低防病毒扫
描器扫描其它信息流的能力。为了防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对于来自单个来源的信息
流一次可消耗的防病毒资源，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为其规定一个 大百
分比。缺省的 大百分比是 70%。可以将此设置更改为介于 1% 和 100% 之间的
任意值，其中 100% 表示对来自单个来源的信息流可消耗的防病毒资源不施加任
何限制。

WebUI

CLI

set av all resources number
unset av all resources

上面的 unset av 命令将每个来源的 大防病毒资源百分比恢复为缺省值 (70%)。

失败模式行为

失败模式是当安全设备不能完成扫描操作 ( 允许未经检查的信息流或封锁它 ) 时所
应用的行为。在缺省情况下，如果无法完成扫描，设备将封锁启用了防病毒检查的
策略所允许的信息流。可以将缺省行为从封锁改为允许。

当防病毒扫描引擎正在扫描文件且耗尽内存 ( 通常是在解压缩文件时 ) 时，将根据
资源耗尽 (set av scan-mgr out-of-resource) 设置 ( 而不是失败模式设置 ) 来丢弃或
传送内容。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Global: 选中 Fail Mode Traffic Permit 以允许未经检查
的信息流，或清除该选项的复选框以封锁未经检查的信息流，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v all fail-mode traffic permit
unset av all fail-mode traffic

上面的 unset av 命令将失败模式行为还原为缺省值 ( 封锁未经检查的信息流 )。

大内容大小和 大消息数 ( 仅限内部防病毒 )
针对 大内容大小和 大消息数的扫描管理器设置仅受内部防病毒支持。ICAP 防
病毒不支持 大内容大小和 大消息数设置。

在某些设备上，内部防病毒扫描器一次 多可检查 256 条消息和 10 兆字节的解压
缩文件内容。“ 大内容大小”和“ 大消息数”的值与设备有关 ( 请参阅产品发
行说明 )。

如果接收到的消息总数或内容大小同时超过其设备限制，则在缺省情况下扫描器将
丢弃内容而不对病毒进行检查。对于较慢的链接 ( 例如 ISDN)，将 
max-content-size 值减少到一个较小的值 (set av scan-mgr max-content-size 20)，
这样防病毒扫描不会超时。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配置此选项。

注意 : 在某些安全设备上，“ 大内容大小”的缺省值为 10 MB。但是，如果启用了 
DI，我们建议您将值配置为 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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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扫描器可以同时接收并检查 4 条大小为 4 兆字节的消息。如果同时接收到 9 
条大小为 2 兆字节的消息，扫描器将丢弃 后两个文件的内容而不对其进行扫
描。可以更改此缺省行为，以使扫描器传送信息流而不是将其丢弃，方法如下 :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Scan Manager 

内容过大 : 如果文件大小超过 10,000 KB，请选择 permit 以传递信息流

或者

消息溢出 : 如果文件数超过设备上的消息 大数，则选择 permit，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av scan-mgr max-content-size drop
unset av scan-mgr max-msgs drop

当防病毒扫描引擎正在扫描文件且耗尽内存 ( 通常是在解压缩文件时 ) 时，将根据
资源耗尽 (set av scan-mgr out-of-resource) 设置而非 fail-mode (set av all failmode) 
设置 来丢弃或传送内容。

HTTP Keep-Alive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使用 HTTP "keep-alive" 连接选项，该选项不发送 TCP 
FIN 来指示数据传输已终止。HTTP 服务器必须以其它方式表明已发送了所有数
据，例如，通过发送 HTTP 包头中的内容长度，或通过某些形式的编码。( 服务器
所使用的方法因服务器类型而异 )。此方法在执行防病毒检查时保持打开 TCP 连
接，这样就会减少等待时间和改进处理器性能。

您可以更改安全设备的缺省行为，以便使用 HTTP "close" 连接选项来指示数据传
输已终止。( 必要时，设备将连接标题字段中的标记从 "keep-alive" 更改为 
"close"。) 通过此方法，当完成其数据传输时，HTTP 服务器会发送 TCP FIN 以关
闭 TCP 连接，并表明该服务器已发送完数据。当接收到 TCP FIN 时，设备就拥有
了来自服务器的所有 HTTP 数据，并可指示防病毒扫描器开始扫描。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Global: 选中 Keep Alive 以使用 "keep-alive" 连接选
项，或清除该选项的复选框以使用 "close" 连接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v http keep-alive
unset av http keep-alive

注意 : "keep-alive" 不如 "close" 连接方法安全。如果发现 HTTP 连接在防病毒扫描检查
过程中超时，可以更改此缺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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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Trickling ( 仅限内部防病毒 )
HTTP trickling 是指将指定数量的未扫描 HTTP 信息流转发到请求 HTTP 的客户
端，以防止浏览器窗口在扫描管理器检查下载的 HTTP 文件时发生超时。( 安全设
备在传输整个扫描文件之前转发少量数据。) 在缺省情况下禁用 HTTP trickling。要
启用 HTTP trickling 并使用缺省的 HTTP trickling 参数，请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Global: 选中 Trickling Default 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v http trickling default

在使用缺省参数时，如果 HTTP 文件的大小为 3MB 或更大，则安全设备将采用 
trickling。每发送 1MB 的扫描信息流，设备便会转发 500 字节的内容。

如果浏览器在防病毒扫描期间超时，ScreenOS 允许配置更精确的 trickling 选项。
如果安全设备需要更多时间扫描信息流或当信息流较慢时，浏览器便会超时。根据
环境自定义时间和数据的值，以触发 HTTP trickling，如下所示 :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Global: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rickling: 
Custom: ( 选择 )

Minimum Length to Start Trickling: number1.
Trickle Size: number2.
Trickle for Every KB Sent for Scanning: number3.
Trickle Timeout: number4.

CLI

set av http trickling threshold number1 segment-size number3 trickle-size number2 
timeout number4

四个数值变量有以下含义 : 

number1: 触发 trickling 所需的 小的 HTTP 文件大小 ( 单位为千字节 )。如
果浏览器由于下载速度慢而超时，则减小该值以尽快触发 trickling。

number2: 安全设备转发的未扫描信息流大小 ( 非零值 ) ( 以字节为单位 )。

number3: 安全设备对其应用了 trickling 的信息流块的大小 (单位为千字节 )。

number4: 触发 trickling 事件的时间 ( 以秒为单位 )。当达到初始大小 
(number1) 时，将开始基于时间的 trickling。值 0 表示基于时间的 trickling 
被禁用。

注意 : 内部防病毒仅支持 HTTP trickling。但对于 YMSG，会为聊天和文件传输禁用 
trickling。ICAP 防病毒不支持 HTTP trickling。

注意 : 细流到客户端浏览器的数据显示为微小的、不可用的文件。由于 trickling 是通过
不加扫描地转发少量数据到客户端来实现的，因此病毒代码有可能包含在安全设
备细流到客户端的数据中。我们建议用户删除此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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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WebUI 中禁用 HTTP trickling (Security > Antivirus: 单击 Trickling 部
分的 Disable) 或用 CLI 命令 unset av http trickling enable 禁用它。但是，如
果正在下载的文件大于 8MB，并且禁用了 HTTP trickling，则浏览器窗口将可
能会超时。

防病毒配置文件
策略使用防病毒配置文件来确定要进行防病毒检查的信息流，以及根据检查结果所
要执行的操作。ScreenOS 支持以下类型的配置文件 : 

预定义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ScreenOS 支持两个预定义的配置文件 : 缺省值，ns-profile ( 只读 ) 和 
scan-mgr profile ( 读写 )。仅内部内嵌防病毒支持这两个配置文件。

当从 ScreenOS 5.2 或较早版本升级到 ScreenOS 5.3 或更高版本后，将自动生
成 scan-mgr profile，以实现向后兼容性。将生成 scan-mgr profile 以迁移全
局扫描管理器命令。

“扫描管理器”是管理扫描引擎的防病毒组件。有关扫描管理器选项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器全局性设置”。

scan-mgr profile 会执行以下命令，这样，此时便可在配置文件环境中输入这
些命令 : 

set ftp decompress-layer 2
set http decompress-layer 2
set imap decompress-layer 2
set pop3 decompress-layer 2
set smtp decompress-layer 2
set http skipmime enable
set http skipmime mime-list ns-skip-mime-list

例如，get av profile ns-profile 或 get av profile scan-mgr 命令显示所支
持协议的配置文件设置 : 

device->get av profile ns-profile
ftp Setting:

status: enable
mode: scan-intelligent
decompress layer: 3
timeout: 180 seconds
include ext list: N/A
exclude ext list: N/A

http Setting:
status: enable
mode: scan-intelligent
decompress layer: 2
timeout: 180 seconds
include ext list: N/A
exclude ext list: N/A
skip scanning:text/html;text/css;audio/;video/;image/;
application/x-director

---

定制防病毒配置文件

创建自己的防病毒配置文件以定制每个协议的设置。 多可为每个 vsys (及根 ) 
定义 8 个防病毒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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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防病毒配置文件分配给防火墙策略

防火墙策略只能与一个防病毒配置文件相链接。执行以下操作以将防病毒配置文件
与防火墙策略相链接。

WebUI

Policy > Policies: 在要链接到防病毒配置文件的策略上单击 Edit，然后选择 
Antivirus Profile 下的配置文件。单击 OK。

CLI

device-> set policy id policy_num av ns-profile

以下各部分介绍如何启动防病毒配置文件和配置文件设置 : 

第 76 页上的“启动内部防病毒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第 76 页上的“范例 : 对所有信息流类型进行 ( 内部防病毒 ) 扫描”

第 77 页上的“范例 : 仅对 SMTP 和 HTTP 信息流进行防病毒扫描”

第 78 页上的“防病毒配置文件设置”

启动内部防病毒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以下命令将启动名为 jnpr-profile 的定制防病毒配置文件，该文件在缺省情况下被
配置为扫描 FTP、HTTP、IMAP、POP3 和 SMTP 信息流。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选择 New 并输入配置文件名 jnpr-profile，然后
单击 OK。

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device(av:jnpr-profile)->

device->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device(av:jnpr-profile)->

进入防病毒配置文件环境后，所有后续命令的执行都将修改指定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jnpr-profile)。

范例 : 对所有信息流类型进行 ( 内部防病毒 ) 扫描

在本例中，将防病毒扫描器配置为检查 FTP、HTTP、IMAP、POP3、IM 和 SMTP 
信息流。由于预计扫描器将处理大量信息流，因此还会将超时值从 180 秒 ( 缺省设
置 ) 增加到 300 秒。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输入 profile_name，然后单击 OK。

在缺省情况下，对全部六种协议的信息流进行扫描。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更改超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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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set http enable
(av:jnpr-profile-> set http timeout 300
(av:jnpr-profile)-> set ftp enable
(av:jnpr-profile)-> set ftp timeout 300
(av:jnpr-profile)-> set imap enable
(av:jnpr-profile)-> set imap timeout 300
(av:jnpr-profile)-> set pop3 enable
(av:jnpr-profile)-> set pop3 timeout 300
(av:jnpr-profile)-> set smtp enable
(av:jnpr-profile)-> set smtp timeout 300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范例 : 仅对 SMTP 和 HTTP 信息流进行防病毒扫描

在缺省情况下，防病毒扫描器检查 FTP、HTTP、IMAP、POP3 和 SMTP 信息流。
可更改缺省行为，以使扫描器只检查特定类型的网络信息流。

还可更改每个协议的超时值。在缺省情况下，如果安全设备在接收到所有数据后未
开始扫描，则防病毒扫描操作将于 180 秒后超时。值的范围是 1 到 1800 秒。

在本例中，将防病毒扫描器配置为检查所有 SMTP 和 HTTP 信息流。将两个协议的
超时值均恢复为缺省值 : 180 seconds。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选择 New 并输入配置文件名  jnpr-profil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otocols to be scanned: 
HTTP: ( 选择 )
SMTP: ( 选择 )
POP3: ( 清除 )
FTP: ( 清除 )
IMAP: ( 清除 )

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set smtp timeout 180
(av:jnpr-profile)-> set http timeout 180 
(av:jnpr-profile)-> unset pop3 enable
(av:jnpr-profile)-> unset ftp enable
(av:jnpr-profile)-> unset imap enable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注意 : 内部防病毒扫描器仅检查特定的 HTTP Web 邮件模式。Yahoo!、Hotmail 和 AOL 
邮件服务的模式是预先定义的。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更改超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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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配置文件设置

可为每个应用程序协议配置下列扫描选项 : 

第 78 页上的“解压缩文件附件”

第 78 页上的“基于文件扩展名的防病毒扫描”

第 79 页上的“基于 HTTP 内容类型的防病毒扫描”

第 79 页上的“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发送方和接收方”

第 80 页上的“范例 : 丢弃大文件”

解压缩文件附件

当安全设备接收到内容时，内部防病毒扫描器解压缩任何压缩的文件。在执行病毒
扫描之前，可以将内部防病毒扫描器配置为 多解压缩四个嵌套压缩文件。

例如，如果消息包含一个压缩的 .zip 文件，而该压缩文件中含有另一个压缩的 .zip 
文件的，则存在两个压缩层，解压缩这两个文件需要将 decompress-layer 设置为 2。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选择 New 或 Edit 编辑现有的配置文件。将 
Decompress Layer 更新为 2，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set smtp decompress-layer 2

某些协议会在传输数据时使用内容编码。防病毒扫描引擎需要对此层进行解码，该
层被视为病毒扫描前的解压缩级别。

基于文件扩展名的防病毒扫描

ScreenOS 支持三种扫描模式 : 

scan-all。防病毒引擎将所有文件转发到扫描引擎中，以进行病毒扫描。

scan-intelligent。防病毒引擎使用内置算法决定是否需要扫描文件。

此缺省 scan-intelligent 选项指定防病毒引擎使用一种算法来扫描信息流中 常
见和流行的病毒，包括确保文件类型正确无误，并且未直接感染其它文件。尽
管此选项不如 scan-all 的涵盖范围广，但它可实现更好的性能

scan-extension。防病毒引擎转发文件，以便基于扩展、排除和包含列表进行
扫描 ( 请参阅以下部分 )。

文件扩展名列表用于确定哪些文件将接受某个特定协议的防病毒扫描。您可选择包
含文件扩展名列表，也可选择排除文件扩展名列表。

当某个消息的文件扩展名在“包含”文件扩展名列表中时，扫描该消息。如果文件
扩展名在“排除”文件扩展名列表中，则不会扫描该消息。如果文件扩展名不在这
两个列表中，则将根据缺省的文件扩展名扫描设置做出扫描决定。由于缺省的文件
扩展名位于扫描引擎数据库中，所以它是只读的。使用 get av scan-mgr 命令来查
看扫描引擎缺省文件扩展名列表。各协议没有预定义的文件扩展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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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防病毒扫描器配置为按扩展名扫描 IMAP 信息流，并排除具有下列扩展名的文件: 
.ace、.arj 和 .chm。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Ext-list >New > 输入扩展名列表名称 (elist1)，然后输
入扩展名列表 (ace;arj;chm)。单击 OK。

Security > Antivirus >Profile > 选择配置文件进行 Edit > 选择 IMAP > 选择
以下选项，然后单击 OK: 

Enable
Scan Mode: Scan by Extension
Exclude Extension List: elist1

CLI
set av extension-list elist1 ace;arj;chm
set av profile test1
(av:test1)-> set imap scan-mode scan-ext
(av:test1)-> set imap extension-list exclude elist1

基于 HTTP 内容类型的防病毒扫描

您可使用此选项来确定必须接受防病毒扫描的 HTTP 信息流。HTTP 信息流被归类
到缺省的预定义“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MIME) 类型中，如 
application/x-director、application/pdf、image 等。

可将防病毒配置文件配置为忽略包含特定 MIME 类型的 MIME 列表。缺省的预定义 
MIME 列表是 ns-skip-mime-list。Yahoo Messenger 文件传输忽略了在 MIME 列表
中指定的 MIME 扩展，因为它使用 HTTP 协议。作为 HTTP GET/PUT 操作的一部
分，所有文件的内容类型包头均被指定为文本或 html。

在本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扫描所有类型的 HTTP 信息流，而不管 MIME 内容类
型如何 :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 选择配置文件以进行 Edit> 选择 HTTP 并清
除 Skipmime Enable 选项。单击 OK。

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unset av http skipmime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有关 MIME 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发送方和接收方

电子邮件通知选项仅适用于 IMAP、POP3 和 SMTP 协议。可将防病毒配置文件配
置为将扫描错误或病毒信息通知给发送方或接收方。

当在电子邮件消息中发现病毒时，警告消息的内容 ( 病毒名称、源 / 目标 IP) 将包
含在一条通知级消息中。该警告级消息将通过 SMTP 协议经由电子邮件进行发送。

当在消息中发生扫描错误时，该扫描错误消息的内容应包含在警告级消息中。该消
息将通过 SMTP 协议经由电子邮件进行发送。
防病毒扫描 7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80
在本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执行下列操作 : 

在检测到病毒时通知发送方

在出现扫描错误时通知发送方和接收方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 选择配置文件以进行 Edit> 选择 IMAP，然
后单击 OK。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otocols to be scanned: 

Email Notify > 选择 Virus Sender
Email Notify > 选择 Scan-error Sender
Email Notify > 选择 Scan-error Recipient

CLI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set imap email-notify virus sender
(av:jnpr-profile)-> set imap email-notify scan-error sender
(av:jnpr-profile)-> set imap email-notify scan-error recipient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范例 : 丢弃大文件

在本例中，将防病毒扫描器配置为 多可解压缩三个彼此嵌套的压缩文件的 HTTP 
信息流。也可将扫描器配置为在以下情况下丢弃内容 : 同时接收到的消息总数超过
四个时，或者已解压缩内容的总大小超过配置值时。ScreenOS 可处理的总的解压
缩文件内容大小专用于至少 10 MB 的设备。

“ 大并发消息数”和“ 长队列长度”的缺省值表明，在任何特定时刻，防病毒
扫描器可检查的并发消息总数为 256。第 257 条消息将根据配置予以丢弃或予以
传送。

WebUI

Security > Antivirus > Scan Manag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ontent Oversize: Drop Max Content Size: 3000 KB (20~10000)
Msg Overflow: Drop Max Concurrent messages is 256

Security > Antivirus > Profile: 选择 Edit > HTT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File decompression: 3 layers (1~4)

CLI
set av scan-mgr max-msgs drop
set av scan-mgr max-content-size 3000
set av scan-mgr max-content-size drop
set av profile jnpr-profile
(av:jnpr-profile)-> set http decompress-layer 3
(av:jnpr-profile)-> exit
save

注意 : 解压缩文件内容大小的缺省值是每个消息，而非正在检查的并发消息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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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垃圾邮件过滤

垃圾邮件包括不需要的电子邮件消息，它们通常是由商业实体、怀有恶意的实体或
欺诈性实体发送的。反垃圾邮件功能会对所传输的消息进行检查以识别垃圾邮件。
当设备检测到被视为垃圾邮件的消息时，会丢弃该消息，或用一个预先编制的字符
串标记该消息字段。

这种反垃圾邮件功能并不打算代替反垃圾邮件服务器，只是对其进行完善。配置该
命令可防止内部企业电子邮件服务器接收和分发垃圾邮件。企业用户可从内部电子
邮件服务器检索电子邮件，而无需通过防火墙。这应是企业环境中的一种典型配置。

Juniper Networks 反垃圾邮件使用经常更新的基于 IP 的垃圾邮件阻塞服务，该服
务使用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的信息。由于该服务非常稳固，且很少出现误报的情况，
所以不必调整或配置黑名单。但是，您可选择将特定域和 IP 添加到本地白名单或
黑名单，这可由设备在本地实施。

为防止收到垃圾邮件或减少所收到的垃圾邮件消息的数量，可配置一个反垃圾邮件
配置文件。可在策略中使用该配置文件来检测和滤出可疑的垃圾邮件消息。反垃圾
邮件配置文件允许您指定 IP 地址、电子邮件、主机名或域名的列表，将其确定为
恶意的 ( 垃圾邮件 ) 或善意的 ( 非垃圾邮件 )。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可包括以下几种
类型的列表 : 

基于公用的黑名单或白名单

如果连接来自邮件转发代理，则设备可使用被视为善意 ( 白名单 ) 或恶意 ( 黑
名单 ) 的设备列表，过滤该连接的源 IP 地址。

定制的已定义黑名单或白名单

基于域名的黑名单或白名单。

对于使用域名的连接，设备可使用此类被视为善意或恶意的名单进行过滤。

基于通讯簿的黑名单或白名单。

设备可使用此类名单来基于发送方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域进行过滤。在缺省
情况下，任何电子邮件服务器都应接受其自身用户的电子邮件。

黑名单和白名单
反垃圾邮件功能要求防火墙与“垃圾邮件阻塞列表”(SBL) 服务器建立互联网连
接。必须提供“域名服务”(DNS) 以对 SBL 服务器进行访问。防火墙在 SMTP 发送
方 ( 或中继代理 ) 的源头执行反向 DNS 查找，添加 SBL 服务器的名称 ( 如 
sbl-server) 作为授权域。然后，DNS 服务器将每个请求转发至 SBL 服务器，后者将
向防火墙返回一个值。

另外，还可以配置本地黑名单和白名单。此时，在缺省情况下，系统将首先对黑 /
白名单的本地数据库执行检查。如果未发现该主机名，防火墙将继续在互联网的 
SBL 服务器中进行查询。

注意 : 此版本仅支持适用于 SMTP 协议的反垃圾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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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
以下命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反垃圾邮件配置示例，通过该配置来防止 smtp 服务器 
( 或中继服务器 ) 收到垃圾电子邮件。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ail-server SMTP permit log anti-spam 

ns-profile

在下例中，防火墙对 spammer.org 进行测试，查看它是在白名单中还是在黑名单中。

exec anti-spam testscan spammer.org

如果黑名单中包含 spammer.org，则设备可能生成以下输出 : 

AS: anti spam result: action Tag email subject, reason: Match local blacklist

或者，如果白名单中包含 spammer.org，则设备可能生成以下输出 : 

AS: anti spam result: action Pass, reason: Match local whitelist

有关创建黑名单或白名单的信息，请参阅第 83 页上的“定义黑名单”和第 83 页
上的“定义白名单”。

过滤垃圾邮件信息流

在以下示例中，含有垃圾邮件的 SMTP 信息流穿越安全设备。但是，ScreenOS 将
按照 DNS 名称或 IP 地址检查是否存在垃圾邮件。

以下命令提供了一个过滤垃圾邮件信息流的示例。

device-> exec anti-spam test 2.2.2.2
AS: anti spam result: action Tag email subject, reason: Match local black list
exec anti-spam testscan spammer.org
AS: anti spam result: action Tag email subject, reason: Match local black list

丢弃垃圾邮件消息

执行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命令而不必指定更多的选项，就可将 CLI 置于
新的或现有的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环境中。例如，以下命令定义了一个名为 ns-profile 
的配置文件，然后进入 ns-profile 环境指示设备丢弃可疑的垃圾邮件消息 : 

device->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device(ns-profile)-> set default action drop

进入反垃圾邮件环境后，所有后续命令的执行都将修改指定的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 
( 本例中为 ns-profile)。要保存更改，必须先退出反垃圾邮件环境，然后输入 save 
命令 : 

device(ns-profile)-> exit
devic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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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黑名单
使用黑名单命令可向本地反垃圾邮件黑名单添加 IP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主机名
或域名，或将这些项目从该名单中删除。黑名单中的每个条目都可标识一个可能的
垃圾邮件发送者。

要定义“黑名单”，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启动配置文件环境 (ns-profile)。

2. 为配置文件提供一个黑名单条目，以阻止与主机名 www.wibwaller.com 之间建
立连接。

3. 退出垃圾邮件环境并将配置文件应用于现有策略 (id 2)。

device->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set blacklist www.wibwaller.com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2 anti-spam ns-profile

定义白名单
使用白名单命令可向本地白名单添加 IP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主机名或域名，或
将这些项目从该名单中删除。白名单中的每个条目都可标识并非可疑垃圾邮件发送
者的实体。下表显示了一些可能的实体。

要定义“白名单”，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启动配置文件环境 (ns-profile)。

2. 为配置文件提供一个白名单条目，该条目允许与主机名 www.fiddwicket.com 
建立连接。

3. 退出垃圾邮件环境并将配置文件应用于现有策略 (id 2)。

device->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set whitelist www.fiddwicket.com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2 anti-spam ns-profile

定义缺省操作
使用缺省命令来指定设备处理被视为垃圾邮件的消息的方式。设备可丢弃垃圾邮件
消息，或者通过对其进行标记而将其标识为垃圾邮件。

可将标记置于消息包头或是主题行中。

要定义垃圾邮件的缺省操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1. 启动配置文件环境 (ns-profile)。

2. 指定被视为垃圾邮件的电子邮件消息已将字符串 "This is spam" 添加到消息
包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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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出垃圾邮件环境并将配置文件应用于现有策略 (id 2)。

device->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set default action tag header "This is spam"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2 anti-spam ns-profile

启用垃圾邮件阻塞列表服务器
使用 sbl 命令可启用外部垃圾邮件阻塞 SBL 服务，该服务使用黑名单标识已知垃
圾邮件来源。该服务将回复设备关于某个 IP 地址是否属于已知垃圾邮件发送者的
查询。

范例 : 这些命令将执行以下任务 : 

1. 启动配置文件环境 (ns-profile)。

2. 启用缺省反垃圾邮件服务。

3. 退出垃圾邮件环境并将配置文件应用于现有策略 (id 2)。

device-> set anti-spam profile ns-profile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set sbl default-server-enable
device(anti-spam:ns-profile)->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2 anti-spam ns-profile

测试反垃圾邮件
使用命令 exec anti-spam testscan <IP addr> 可使安全设备扫描已知的垃圾邮件发
送者 IP 地址。

范例 : 以下命令将测试 IP 地址 12.13.2.3 是否存在垃圾邮件 : 

device-> set console dbuf 
device-> exec anti-spam testscan 12.13.2.3
device-> get dbuf stream
anti spam result: action Pass, reason: No match

Web 过滤

Web 过滤使您能够管理互联网访问，阻止对不适当 web 内容的访问。ScreenOS 提
供了两种 web 过滤解决方案 : 

集成的

选择支持集成的 web 过滤解决方案的安全设备，该解决方案采用来自 
SurfControl 的 Content Portal Authority (CPA) 服务器。

注意 : 集成的 web 过滤要求在安全设备上安装许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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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 web 过滤使您能够通过将 web 过滤配置文件绑定到防火墙策略上，允
许或阻止对请求站点的访问。web 过滤配置文件指定了 URL 类别，以及当安
全设备接收到访问每个类别中的 URL 的请求时所执行的操作 ( 允许或阻止 )。
URL 类别或者由 SurfControl 预定义和维护，或者由用户定义。有关配置集成
的 web 过滤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第 86 页上的“集成的 Web 过滤”。

重定向

选择支持 web 过滤解决方案的安全设备，该方案将 SurfControl 和 Websense 
服务用于 SurfControl 或 Websense 服务器。

在重定向 web 过滤中，安全设备将 TCP 连接中的 HTTP 请求发送给 Websense 
服务器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使您能够根据其 URL、域名和 IP 地址来阻止或
允许对不同站点的访问。有关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第 93 
页上的“重定向 Web 过滤”。

使用 CLI 启动 Web 过滤模式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启用 web 过滤。如果使用的是 CLI，则执
行下列步骤来配置两种 web 过滤解决方案中的一种 : 

1. 选择协议。

例如，使用 set url protocol type { sc-cpa | scfp | websense } 命令来选择
协议。

2. 启动 web 过滤模式。

执行 set url protocol { sc-cpa | scfp | websense } 命令可将 CLI 置于 web 过滤
环境中。启动 web 过滤环境后，所有后续命令的执行都将应用于该 web 过滤
模式。

表 3 显示了进入和退出以下三种不同的 web 过滤模式的命令。

表 3:  进入和退出 Web 过滤模式

注意 : 使用集成的 web 过滤管理 HTTPS 信息流。重定向 web 过滤不支持 HTTPS 信息流。

集成的 Web 过滤 重定向至 SurfControl 服务器 重定向至 Websense 服务器

1. 选择协议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cpa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fp set url protocol type websense 

2. 启动 web 
过滤环境

set url protocol sc-cpa 

(url:sc-cpa)-> :

set url protocol scfp 

(url:scfp)-> :

set url protocol websense 

(url:websense)-> :

3. 退出 web 
过滤模式

(url:sc-cpa)-> :exit (url:scfp)-> :exit (url:websense)->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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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 Web 过滤
要启用 web 过滤，首先将 web 过滤配置文件绑定到某个防火墙策略。使用集成的 
web 过滤时，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将截取每个 HTTP 请求，并通过对其 URL 
进行分类，然后将 URL 类别与 web 过滤配置文件进行匹配，来确定是允许还是阻
止对请求站点的访问。web 过滤配置文件定义了安全设备接收到访问 URL 的请求
时所执行的操作 ( 允许或阻止 )。

URL 类别是按内容组织的 URL 列表。安全设备使用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
别来确定被请求的 URL 的类别。SurfControl Content Portal Authority (CPA) 服务器
负责维护包含各种类型 web 内容 ( 被分成大约 40 个类别 ) 的 大数据库。第 88 
页上的“定义 URL 类别 ( 可选 )” 中显示了 URL 类别的部分列表。

有关 SurfControl URL 类别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SurfControl 网站，网址为 
http://www.surfcontrol.com。除了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外，还可以对 
URL 进行分组并根据需要创建类别。有关创建用户定义的类别的信息，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定义 URL 类别 ( 可选 )”。

当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试图与 Un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建立 HTTP 连接时，事件的
基本顺序如下 : 

1. 安全设备检查应用于信息流的防火墙策略 : 

如果没有该信息流的防火墙策略，设备将丢弃信息流。

如果有防火墙策略并且该策略启用了 web 过滤，设备将截取所有 HTTP 
请求。

2. 设备将检查是否存在绑定到防火墙策略的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如果不存在，
设备将使用缺省配置文件 ns-profile。

3. 设备将确定请求的 URL 的类别是否已经存入高速缓存。如果未存入，设备会将
该 URL 发送到 SurfControl CPA 服务器进行分类，然后将结果存入高速缓存。

4. 设备确定了该 URL 的类别之后，即会检查该类别是否位于绑定到防火墙策略
的 web 过滤配置文件中。

如果该类别位于配置文件中，则设备将按照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内容来阻止
或允许对该 URL 的访问。

如果该类别不在配置文件中，则设备将执行所配置的缺省操作。

本部分将介绍以下集成的 web 过滤主题 : 

第 87 页上的“SurfControl 服务器”

第 93 页上的“重定向 Web 过滤”

第 87 页上的“Web 过滤高速缓存”

第 87 页上的“配置集成的 Web 过滤”

第 92 页上的“范例 : 集成的 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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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Control 服务器

SurfControl 有三个服务器位置，每个都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 : 美洲、亚太地
区以及欧洲 / 中东 / 非洲。缺省主服务器是美洲服务器，而缺省备份服务器是亚太
地区服务器。可以更改主服务器，而安全设备将根据主服务器自动选择备份服务
器。( 亚太地区服务器是美洲服务器的备份服务器，而美洲服务器是其它两台服务
器的备份服务器。)

SurfControl CPA 服务器定期更新其类别列表。由于更新列表时 CPA 服务器不通知
其客户端，因此安全设备必须定期轮询 CPA 服务器。在缺省情况下，设备每两周
查询一次 CPA 服务器，以进行类别更新。可以更改此缺省设置以支持您的网络环
境。也可以通过进入 web 过滤环境并执行 exec cate-list-update 命令来手动更新
类别列表。要手动更新类别列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exec cate-list-update

Web 过滤高速缓存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 URL 类别存入高速缓存。该操作可减少每次设备接收
先前请求的 URL 的新请求时访问 SurfControl CPA 服务器的开销。可根据网络环境
的性能和内存要求来配置高速缓存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缺省的高速缓存大小与平台
有关，缺省超时为 24 小时。

在下例中，将高速缓存大小更改为 500 千字节 (KB)，将超时值更改为 18 小时。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Selection > 选择 Integrated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Cache: ( 选择 )
Cache Size: 500 (K)
Cache Timeout: 18 (Hours)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set cache size 500
device(url:sc-cpa)-> set cache timeout 18
device(url:sc-cpa)-> exit
device-> save

配置集成的 Web 过滤

要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启用 web 过滤，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第 88 页上的“设置域名服务器”

2. 第 88 页上的“启用 Web 过滤”

3. 第 88 页上的“定义 URL 类别 ( 可选 )”

4. 第 89 页上的“定义 Web 过滤配置文件 ( 可选 )”

5. 第 91 页上的“启用 Web 过滤配置文件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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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将对上述的每个步骤进行详细介绍。

1. 设置域名服务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集成了“域名系统”(DNS) 支持，允许您既可使用 IP 地
址也可使用域名来识别位置。必须至少配置一个 DNS 服务器，以便安全设备可将 
CPA 服务器名称解析为一个地址。有关 DN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97 页上的
“域名系统支持”。

2. 启用 Web 过滤

可以使用 Web UI 或 CLI 命令在安全设备上启用集成的 web 过滤。如果使用的是 
CLI，则必须先进入 web 过滤环境，然后才能输入特定于集成 web 过滤的命令。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Selection: 选择 Integrated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接着选择 Enable Web Filtering via CPA 
Server，并再次单击 Apply。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cpa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set enable
device(url:sc-cpa)-> exit
device-> save

device(url:sc-cpa)-> prompt 表明您已经进入集成的 web 过滤环境，现在即可配置
集成的 web 过滤参数。

3. 定义 URL 类别 ( 可选 )
类别是按内容分组的 URL 列表。有两种类型的类别 : 预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
SurfControl 维护着约 40 个预定义的类别。第 88 页上的表 4 中显示了 URL 类别的
部分列表。有关 SurfControl 开发的 URL 类别的完整列表及每个类别的说明，请访
问 SurfControl 网站，网址为 http://www.surfcontrol.com。

要查看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的列表，请执行以下命令 :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s > Predefined category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cpa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get category pre

所显示的 URL 类别列表与表 4 类似。

表 4:  SurfControl URL 类别的部分列表

类型 代码 类别名称

Predefine 76 Advertisements

Predefine 50 Arts & Entertainment

Predefine 3001 Chat

Predefine 75 Computing &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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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的类别列表显示类别及其 SurfControl 内部代码。尽管无法在类别中列出 
URL，但是可以通过使用 SurfControl 网站 ( 网址 : www.surfcontrol.com) 上的 Test 
A Site 功能来确定某个网站的类别。

除了可以使用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外，还可对 URL 进行分组并创建特
定于您的需要的类别。每种类别 多可有 20 个 URL。创建类别时，可以添加站点
的 URL 或 IP 地址。当向用户定义的类别中添加 URL 时，设备将执行 DNS 查找，
将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并将此信息存入高速缓存。当用户尝试使用站点的 IP 地址
访问某个站点时，设备将检查已存入高速缓存的 IP 地址列表并尝试对主机名进行
解析。

由于许多站点具有动态 IP 地址，因此它们的 IP 地址定期发生变化。当试图访问某
个站点时，用户可键入设备上的存入高速缓存的列表中所没有的 IP 地址。因此，
如果您知道要添加到类别中的站点的 IP 地址，请同时输入站点的 URL 和 IP 地址。

在下例中，创建一个名为 Competitors 的类别并添加下列 URL: www.games1.com 
和 www.games2.com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Category Name: Competitors
URL: www.games1.co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RL: www.games2.com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set category competitors url www.games1.com
device(url:sc-cpa)-> set category competitors url www.games2.com
device(url:sc-cpa)-> exit
device-> save

4. 定义 Web 过滤配置文件 ( 可选 )
web 过滤配置文件由一组分配了下列操作之一的 URL 类别组成 : 

Permit - 安全设备允许访问此类别中的网站。

Block - 安全设备不允许访问此类别中的网站。当设备阻止对此类网站的访问
时，浏览器中会出现一条指出该 URL 类别的消息。

Black List - 安全设备始终阻止对此名单中的网站的访问。可创建一个用户定义
的类别或使用预定义的类别。

White List - 安全设备始终允许对此名单中的网站的访问。可创建一个用户定义
的类别或使用预定义的类别。

注意 : 如果某个 URL 同时存在于用户定义的类别和预定义的类别中，设备会将该 URL 
与用户定义的类别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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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了一个名为 ns-profile 的缺省配置文件。该配置文
件列有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及其操作。不能编辑此缺省配置文件。要查
看预定义的配置文件，请使用以下命令 :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s > Predefined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get profile ns-profile

安全设备将显示预定义的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 

Profile Name: ns-profile
Black-List category: None
White-List category: None
Default Action: Permit

Category Action

如果 HTTP 请求中的 URL 不在缺省配置文件中所列出的任何类别中，则安全设备
的缺省操作是允许访问该站点。

可通过下列方法创建定制配置文件 : 复制现有配置文件，使用新名称保存该配置文
件，然后对其进行编辑。请在 WebUI 中执行以下步骤来复制 ns-profile。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s > Custom: ns-profile: 选择 Clone。

还可创建您自己的 web 过滤配置文件。当创建 web 过滤配置文件时，您可以 : 

添加用户定义的类别和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

为黑名单和 / 或白名单指定一个类别

更改缺省操作

Advertisements block
Arts & Entertainment permit
Chat permit
Computing & Internet permit
.
.
.
Violence block
Weapons block
Web-based Email permit
other permit

注意 : 必须使用 WebUI 来复制 ns-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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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将创建一个缺省操作为 permit 的名为 my-profile 的定制配置文件。然
后，取出在前例中创建的类别，并将其添加到操作为 block 的 my-profile 中。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rofile Name: my-profile
Default Action: Permi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ubscribers Identified by: 
Category Name: Competitors ( 选择 )
Action: Block ( 选择 )
Configure: Add ( 选择 )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cpa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set profile my-profile other permit 
device(url:sc-cpa)-> set profile my-profile competitors block
device(url:sc-cpa)-> exit
device-> save

5. 启用 Web 过滤配置文件和策略

防火墙策略可允许或拒绝两点间指定类型的单向信息流。( 有关防火墙策略的信
息，请参阅第 2-145 页上的“策略”。)可以在策略中同时启用防病毒 (AV) 扫描和
集成的 web 过滤。( 有关防病毒扫描的信息，请参阅第 53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

在策略中启用 web 过滤，并将配置文件绑定到该策略。当在策略中启用集成的 
web 过滤时，安全设备将截取所有的 HTTP 请求。如果存在绑定到该策略的 web 
过滤配置文件，设备将按以下顺序将内向 HTTP 请求中的 URL 与配置文件中的类
别相匹配 : 

1. 黑名单

2. 白名单

3. 用户定义的类别

4. SurfControl 预定义的 URL 类别

如果设备无法确定请求的 URL 的类别，则会根据配置文件中的缺省配置来阻止或
允许访问。

注意 : 要使用 CLI 配置缺省操作，请为 Other 类别指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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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web 过滤配置文件和策略流程图

如果设备确定 URL 属于允许的类别，而且对此策略启用了防病毒扫描，则设备将
对该内容进行病毒扫描。如果设备确定 URL 属于被阻止的类别，则将关闭 TCP 连
接，向用户发送警示消息，并且不执行防病毒扫描。

范例 : 集成的 Web 过滤

在本例中，将执行下列步骤以在安全设备上启用集成的 web 过滤，并阻止对 
competitors 的站点的访问。

1. 创建名为 Competitors 的类别。

2. 将以下 URL 添加到该类别中 : www.comp1.com 和 www.comp2.com。

3. 创建名为 my-profile 的配置文件，并添加 Competitors 类别。

4. 将 my-profile 应用到防火墙策略。

WebUI

1. Web 过滤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 选择 Integrated (SurfControl)，然后单
击 Apply。然后，选择 Enable Web Filtering via CPA Server，并再次单击 
Apply。

2. URL 类别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 > Custom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Category Name: Competitors
URL: www.comp1.co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RL: www.comp2.com

HTML 请求

N N N N

Y Y Y Y

Block URL Permit URL 按定义 Block/Permit 按定义 Block/Permit

在

黑名单中吗 ?
在

白名单中吗 ?
在用户定义的

类别中吗 ?
在预定义的

类别中吗 ?
缺省操作 -
Block/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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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b 过滤配置文件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file > Custom Profil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Profile Name: my-profile
Default Action: Permit

Category Name: Competitors ( 选择 )
Action: Block ( 选择 )
Configure: Add ( 选择 )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Web Filtering: ( 选择 ), my-profile
Action: Permit

CLI

1. Web 过滤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cpa
device(url:sc-cpa)-> set enable

2. URL 类别
device(url:sc-cpa)-> set category competitors url www.comp1.com
device(url:sc-cpa)-> set category competitors url www.comp2.com

3. Web 过滤配置文件
device(url:sc-cpa)-> set profile my-profile other permit 
device(url:sc-cpa)-> set profile my-profile competitors block
device(url:sc-cpa)-> exit

4. 防火墙策略
device-> set policy id 23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url-filter
device-> set policy id 23
device(policy:23)-> set url protocol sc-cpa profile my-profile
device(policy:23)-> exit
device-> save

重定向 Web 过滤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利用 Websense Enterprise Engine 或 SurfControl Web 
Filter 支持重定向 web 过滤，二者都使您能够根据不同站点的 URL、域名和 IP 地
址来阻止或允许对它们的访问。安全设备可以直接链接到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web 过滤服务器。

图 41 显示当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试图与 Un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建立 HTTP 连接时
事件的基本顺序。但是，web 过滤确定所请求的 URL 是被禁止的。

注意 : 有关 Websense 的其它信息，请访问 www.websense.com。有关 SurfControl 的其
它信息，请访问 www.surfcontr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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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被阻止的 URL

如果服务器允许访问该 URL，则 HTTP 连接尝试过程中的事件序列如图 42 所示。

图 42:  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允许 URL

有关重定向 Web 过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 : 

第 95 页上的“虚拟系统支持”

第 95 页上的“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第 98 页上的“范例 : 重定向 Web 过滤”

HTTP 客户端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web-filter

TCP 三方握手

HTTP Get 请求

Blocked URL 
Message
TCP RST

Web 过滤服务器 
( 在 Trust 区段中 )

Web 过滤器
请求

Web 过滤器回复 : 
"block"

Trust 区段

SYN

ACK

HTTP GET

BLCK URL

RST

安全设备截取并缓存 HTTP GET 请求。然后
设备将请求的 URL 发送到 web 过滤服务
器。web 过滤服务器回复一条 "block" 消息。

安全设备丢弃 HTTP 数据包并向源发送一条 
"blocked URL" 消息。然后关闭连接，并向源
和目标地址发送 TCP RST。

RST

SYN/ACK

Untrust 区段

HTTP 服务器

HTTP 客户端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http permit url-filter

TCP 三方握手

HTTP Get 请求

转发 HTTP 
GET 请求

Web 过滤服务器 
( 在 Trust 区段中 )

URL 过滤器
请求

URL 过滤器回复 : 
"permit"

Trust 区段

SYN

ACK

HTTP GET

安全设备截取并缓存 HTTP GET 请求。然后设备将请
求的 URL 发送到 URL 过滤服务器。 Web 过滤服务器
回复一条 "permit" 消息。

SYN/ACK

Untrust 区段

HTTP 服务器

HTTP GET

HTTP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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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支持

带有虚拟系统 (vsys) 的安全设备 多支持八个不同的 web 过滤服务器 - 保留一个服
务器供根系统使用，此服务器可与任何数目的虚拟系统共享，而其余七个 web 过
滤服务器供虚拟系统专用。根级管理员可以在根级和 vsys 级配置 web 过滤模块。
vsys 级管理员可为其本身的 vsys 配置 URL 模块 ( 如果该 vsys 拥有其专用的 web 
过滤服务器 )。如果 vsys 级管理员使用根级 web 过滤服务器设置，则该管理员可
以看到 ( 但不能编辑 ) 根级 web 过滤设置。

或者，带有使用 Websense web 过滤服务器的虚拟系统的设备可共享所有八个 
Websense 服务器，而不仅仅是根服务器。每个 Websense 服务器都可支持任何数
目的虚拟系统，从而允许您平衡这八个服务器之间的信息流负载。

要配置多个虚拟系统以连接至一个 Websense Web 过滤服务器，根级或 vsys 管理
员必须执行下列步骤 : 

1. 为每个 vsys 创建一个帐户名。使用下列 CLI 命令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websense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websense
device(url:websense)-> set account name

当 vsys 中的主机发出一个 URL 请求时，该请求包括此帐户名。Websense 服
务器可利用该名称来确定是哪个 vsys 发送了该 URL 请求。

2. 为共享 Websense Web 过滤服务器的每个 vsys 配置相同的 web 过滤服务器设
置和系统级参数。下一部分包含有关配置 web 过滤设置和参数的信息。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要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执行重定向 web 过滤，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设置域名系统 (DNS) 服务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集成了“域名系统”(DNS) 支持，允许您既可使用 IP 地
址也可使用域名来识别位置。必须至少配置一个 DNS 服务器，以便安全设备可将 
CPA 服务器名称解析为一个地址。有关 DN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97 页上的
“域名系统支持”。

2. 建立与 Web 过滤服务器的通信

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与下列服务器之一进行通信 : 

Websense 服务器

使用“SurfControl 内容过滤协议”(SCFP) 的 SurfControl 服务器

可与多达八个 web 过滤服务器建立通信。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 选择 Redirect (Websense) 或 Redirect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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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进入 web 过滤环境以进行 SurfControl (scfp) 或 Websense (websense) 重定向过
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5 页上的“使用 CLI 启动 Web 过滤模式”。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 websense | scfp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 websense | scfp }
device(url:scfp)-> set server { ip_addr | dom_name } port_num timeout_num

在系统级配置下列 web 过滤设置以进行 web 过滤服务器通信 : 

Source Interface: 设备发起 Web 过滤请求到 web 过滤服务器的源。

Server Name: 运行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完
全合格的域名”(FQDN)。

Server Port: 如果更改了服务器上的缺省端口，则必须同时更改安全设备上的
该缺省端口。(Websense 的缺省端口是 15868，而 SurfControl 的缺省端口是 
62252。)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文档。

Communication Timeout: 设备等待 web 过滤服务器响应的时间间隔 ( 以秒为
单位 )。如果服务器在该时间间隔内没有响应，设备将阻止或允许该请求。对
于该时间间隔，可以输入一个介于 10 和 240 之间的值。

如果具有多个虚拟系统的设备与 Websense 服务器相连，则这些虚拟系统可共享该
服务器。要将多个虚拟系统配置为共享 Websense 服务器，请使用下列 CLI 命令为
每个 vsys 创建一个帐户名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websense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websense
device(url:websense)-> set account name

配置 vsys 名称后，即可定义 web 过滤服务器的设置以及应用 web 过滤时希望安全
设备采取的行为的参数。如果在根系统中配置这些设置，它们也可应用到与根系统
共享 web 过滤配置的任何 vsys。对于 vsys，根管理员和 vsys 管理员必须分别对设
置进行配置。共享同一个 Websense web 过滤服务器的虚拟系统必须具有相同的 
web 过滤设置。

3. 启用根级和 vsys 级的 Web 过滤

必须在系统级启用 web 过滤。对于以设备为主机的虚拟系统，必须在要应用 web 
过滤的每个系统中启用 web 过滤。例如，如果希望根系统和 vsys 应用 web 过滤，
则需要在根系统和该 vsys 中启用 web 过滤。

要启用 web 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 选择 Redirect (Websense) 或 Redirect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

启用 Web 过滤复选框。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 websense | scfp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 websense | scfp }
device(url:scfp)-> set confi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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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系统级启用 web 过滤时，HTTP 请求会被重定向至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此操作允许设备检查所有 HTTP 信息流是否拥有需要 web 过滤的策略 ( 在
该系统中定义 )。如果在系统级禁用 web 过滤，则设备将忽略策略中的 web 过滤
部分，并将策略视为 "permit" 策略。

4. 定义系统级行为参数

定义在应用 web 过滤时希望系统 ( 根或 vsys) 使用的参数。一组参数可应用到根系
统以及与根系统共享 web 过滤配置的任何 vsys。其它参数组可应用到具有专用 
web 过滤服务器的虚拟系统。

选项如下 : 

If connectivity to the server is lost: 如果安全设备失去与 web 过滤服务器之间
的连接，您可指定 Block ( 阻止 ) 还是 Permit ( 允许 ) 所有 HTTP 请求。

Blocked URL Message Type: 如果选择 NetPartners Websense/SurfControl，
安全设备将转发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的 "block" 响应中接收到的消
息。如果选择 Juniper Networks，设备将发送此前在 Juniper Networks 
Blocked URL Message 字段内输入的消息。

Juniper Networks Blocked URL Message: 这是封锁某站点后安全设备返回给
用户的消息。您可以使用从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发来的消息，也
可以创建一条要从设备发送的消息 ( 多可为 500 个字符 )。

要配置这些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 选择 Redirect (Websense) 或 Redirect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

CLI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 websense | scfp }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 websense | scfp }
device(url:scfp)-> set fail-mode permit 
device(url:scfp)-> set deny-message use-server 

5. 在各策略中启用 Web 过滤

将设备配置为根据策略连接 web 过滤服务器。

要在策略中启用 web 过滤，请使用以下内容之一 : 

WebUI

Policy > Policies > 单击 Edit ( 编辑希望 web 过滤应用的策略 )，然后选中 Web 
Filter 复选框。

从下拉框中选择 web 过滤配置文件。

注意 : 如果选择 Juniper Networks，则 Websense 提供的某些功能 ( 如重定向 ) 将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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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policy from zone to zone src_addr dst_addr service permit url-filter

范例 : 重定向 Web 过滤

在本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执行下列操作 : 

1. 设置接口，使其与 IP 地址为 10.1.2.5、端口号为 62252 ( 缺省 ) 的 SurfControl 
服务器协同工作，并在 Trust 安全区段拥有 web 过滤服务器。

2. 对从 Trust 区段的主机发往 Untrust 区段的主机的所有出站 HTTP 信息流执行 
web 过滤。如果设备失去与 web 过滤服务器的连接，则设备允许出站 HTTP 
信息流。当 HTTP 客户端请求访问被禁止的 URL 时，设备将发送下列消息 : 
"We're sorry, but the requested URL is prohibited. Contact 
ntwksec@mycompany.com."

3. 将这两个安全区段设置为位于 trust-vr 路由域中，Untrust 区段的接口为 
ethernet3 且 IP 地址为 1.1.1.1/24，Trust 区段的接口为 ethernet1 且 IP 地址为 
10.1.1.1/24。由于 web 过滤服务器不在其中任一个设备接口的直接子网中，
因此为过滤服务器添加一个通过 ethernet1 和位于 10.1.1.250 的内部路由器的
路由。

4. 将策略配置为启用 web 过滤，以便 Trust 到 Untrust 允许从任意源地址到任意
目标地址的 HTTP 服务。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注意 : 设备可报告 Websense 或 SurfControl 服务器的状态。要更新状态报告，请单击 
WebUI 中的 Server Status 图标 :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 选择 Redirect (Websense) 或 Redirect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
Web 过滤



第 4 章 : 内容监控和过滤
2. Web 过滤服务器

Security > Web Filtering > Protocol: 选择 Redirect (SurfControl)，然后单击 
Apply。然后输入以下内容，并再次单击 Apply: 

Enable Web Filtering: ( 选择 )
Server Name: 10.1.2.5
Server Port: 62252
Communication Timeout: 10 (seconds)
If connectivity to the server is lost … all HTTP requests: Permit
Blocked URL Message Type: Juniper Networks
Juniper Blocked URL Message: We're sorry, but the requested URL is 

prohibited.Contact ntwksec@mycompany.com.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250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Web Filtering: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Web 过滤服务器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type scfp
device-> set url protocol scfp
device(url:scfp)-> set server 10.1.2.5 62252 10
device(url:scfp)-> set fail-mode permit 
device(url:scfp)-> set deny-message "We're sorry, but the requested URL is 

prohibited. Contact ntwksec@mycompany.com."
device(url:scfp)-> set config enable 
Web 过滤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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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10.1.1.250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url-filter
save
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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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检查

您可以在策略中启用“深入检查”(DI)，以检查允许的信息流，并且当 ScreenOS 
中的 DI 模块发现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时采取措施。本章的以下部分将介绍策略中
的 DI 元素，并说明如何配置它们 : 

第 102 页上的“概述”

第 105 页上的“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第 111 页上的“攻击对象和组”

第 113 页上的“支持的协议”

第 115 页上的“状态式签名”

第 116 页上的“TCP 流式签名”

第 116 页上的“协议异常”

第 117 页上的“攻击对象组”

第 120 页上的“禁用攻击对象”

第 120 页上的“攻击操作”

第 128 页上的“暴力攻击操作”

第 131 页上的“攻击记录”

第 133 页上的“将定制服务映射到应用程序”

第 137 页上的“定制的攻击对象和组”

第 137 页上的“用户定义的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

第 141 页上的“TCP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第 143 页上的“可配置的协议异常参数”

第 144 页上的“排除”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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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安全区级为 HTTP 组件启用 DI。本章 后一节介绍 SCREEN 选项 : 

第 148 页上的“HTTP 组件的点状封锁”

第 148 页上的“ActiveX 控件”

第 148 页上的“Java Applet”

第 148 页上的“EXE 文件”

第 149 页上的“ZIP 文件”

概述

“深入检查”(DI) 是过滤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允许的信息流的机制。DI 检查
第 3、4 层封包包头和第 7 层应用程序的内容和协议特性，以试图检测和防止可能
出现的任何攻击或异常行为。图 43 显示了封包如何经历第 3 层检查。

图 43:  状态式防火墙检查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通过在区段级 ( 而非策略级 ) 设置的 SCREEN 选项，来
检测第 3 层和第 4 层 (IP 和 TCP) 的异常信息流模式。第 8 页上的“IP 地址扫
描”、第 9 页上的“端口扫描”和第 32 页上的“网络 DoS 攻击”中介绍的各种
泛滥攻击都是 IP 和 TCP 信息流异常检测的范例。

状态式防火墙检查
匹配 ?

丢弃
数据包

是

允许 ?

会话中的初始封包与策略的
第 L3、L4 层是否匹配 ?

或者 ...

现存会话中的封包的状态与
会话表的预期值是否匹配 ?

该策略允许或拒绝此封包 ?

状态式签名、协议异常和 
( 某些安全设备上的 )

执行攻击
响应操作

发现
攻击 ?DI?

否

转发封包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TCP 流检查

丢弃
数据包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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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全设备接收到会话的第一个封包时，它将检查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和目的 IP 地
址 ( 第 3 层检查 )，并检查 TCP 片段或 UDP 数据报报头中的源和目的端口号与协议 
( 第 4 层检查 )。如果第 3 和 4 层组件的信息与策略中指定的标准相匹配，则设备
对该封包执行指定的操作 - permit、deny 或 tunnel。当接收到已建立会话的封包
时，设备会将该封包与会话表中的状态信息进行比较，以确定其是否属于该会话。

如果您在应用到此封包上的策略中启用了 DI，并且策略操作是 "permit" 或 
"tunnel"，则安全设备将进一步检查该封包及其关联的数据流中的攻击。设备将扫
描封包以检查与一个或多个攻击对象组中定义的模式相匹配的模式。攻击对象可以
是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您可以自行定义它们，也可将它们从数据库服务器下载到
安全设备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1 页上的“攻击对象和组”和第 137 页
上的“定制的攻击对象和组”。) 

根据策略中指定的攻击对象，安全设备可能会执行下列检查 ( 请参阅图 44): 

检查包头值和负载数据中的状态式攻击签名

将所传送协议的格式与该协议的 RFC 和 RFC 扩展中指定的标准相比较，以确
定是否可能有人出于恶意而将其改变

图 44:  防火墙检查与深入检查

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攻击，将执行为匹配的攻击对象所属的攻击对象组指定的操作: 
关闭、关闭客户端、关闭服务器、丢弃、丢弃封包、忽略或无。如果未发现攻击，
将转发封包。( 有关攻击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攻击操作”。)

注意 : 如果指定的操作是 tunnel，则暗指允许概念。注意，如果您在操作为 tunnel 的策
略中启用 DI，则安全设备将在加密出站封包之前和解密入站封包之后，执行指定
的 DI 操作。

注意 : 获取并加载高级模式许可密钥后，可使用深入检查 (DI) 功能。( 如果是从 
ScreenOS 5.0.0 之前的版本进行升级，模式将自动变为“高级”。在此情况下，
不需要高级模式许可密钥。) 您需要先订购该项服务，然后才能从数据库服务器
下载签名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30 页上的“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
活”。

首先 : 防火墙检查 ( 网络层 ): SRC IP、
DST IP、 SRC 端口、 DST 端口、

防火墙

然后 : 深入检查 ( 网络和应用层 ): SRC IP、 DST 
IP、 SRC 端口、 DST 端口、

深入检查

服务 ( 协议 ) 和负荷数据和服务 ( 协议 )

负荷数据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负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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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概念性地将一个 set policy 命令分为两部分 - 核心部分和 DI 组件 : 

核心部分包含源区段及目的区段、源地址及目的地址、一项或多项服务、以及
一项操作。

DI 组件指示安全设备 : 检查策略的核心部分所允许的信息流，以查找与一个或
多个攻击对象组中的攻击对象相匹配的模式。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攻击对象，
将执行为相应组所定义的操作。

以下的 set policy 命令包含一个 DI 组件 : 

图 45:  设置策略命令中的 DI 组件

以上命令指示安全设备 : 允许从 Un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发送到 DMZ 区段中的
目的地址 "websrv1" 的 HTTP 信息流。它也指示设备检查该策略所允许的所有 
HTTP 信息流。如果信息流中的任一模式与攻击对象组 "HIGH:HTTP:ANOM" 中定
义的某一攻击对象匹配，则设备将丢弃封包并发送 TCP RST 通知给源地址和目的
地址处的主机，从而关闭连接。

可以通过使用 ID 号来输入现有策略环境。例如 :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注意 : 也可以向 set policy 命令的核心组件添加其它扩展信息 : VPN 和 L2TP 通道引用、时
间表引用、地址转换规范、用户认证规范、防病毒检查、日志记录、计数、信息
流管理设置，等等。尽管这些扩展信息是可选的，但策略的核心组成元素 - 源区
段及目的区段、源地址及目的地址、服务和操作 - 是必需的。( 全局策略是一个例
外，这种策略中不指定源区段和目的区段 : set policy global src_addr dst_addr service 
action。有关全局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48 页上的“全局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srvl http permit attack HIGH:HTTP action close

信息流与第 L3 层和第 L4 
层组件匹配时的操作

攻击组
安全设备检测到
攻击时的操作

深入检查组件

服务

目的地址

源地址

目的区段

源区段

策略的核心部分

注意 : 命令提示符发生了变化，表明后续命令将位于特定策略环境内。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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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输入与单个策略相关的几个命令，则输入策略环境将会很方便。例如，下面
的一组命令将创建一个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发出的 HTTP 和 
HTTPS 信息流发送到 DMZ 区段中的 websrv1 和 websrv2，并查找高级和关键的 
HTTP 状态式签名和协议异常攻击 :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srv1 ht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dst-address websrv2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https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drop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exit
device-> save

以上配置同时允许 HTTP 和 HTTPS 信息流，但只查找 HTTP 信息流中的攻击。为
了能够向策略环境中添加攻击对象组，必须首先在顶级命令中指定 DI 攻击和操
作。在上例中，可以添加 CRITICAL:HTTP:SIGS、HIGH:HTTP:ANOM 和 
HIGH:HTTP:SIGS 攻击对象组，因为您首先配置了对 CRITICAL:HTTP:ANOM 组进行 
DI 的策略。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包含所有预定义的攻击对象，按照协议和严重性级别编组为
攻击对象组。Juniper Networks 在位于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 的服务器上存储攻击对象数
据库。

预定义的签名包
攻击对象数据库分为四个签名包、基数、服务器保护、客户端保护和蠕虫缓解。由
于签名包中有限的设备内存和增强的协议支持，此方法很理想。表 5 介绍了每个
预定义的签名包和威胁防护。

表 5:  预定义的签名包

注意 : 可以对策略中的每个攻击对象组指定不同的攻击操作。如果安全设备同时检测到
多个攻击，将应用 严重的操作，即上例中的“关闭”。有关七个攻击操作的详
细信息 ( 包括它们的严重性级别 )，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攻击操作”。

签名包 说明 威胁防护

基数1 已为远程机构和分支机构以及小型 / 中型企业
优化的、所选客户端 / 服务器的签名集和蠕虫
保护。

包括蠕虫、客户端到服务器和服务器到客户端的签名
示例，这些签名用于面向互联网的协议和服务，如 
HTTP、DNS、FTP、SMTP、POP3、IMAP、
NetBIOS/SMB、MS-RPC、P2P 和 IM (AIM、YMSG、
MSN 和 IRC)。

服务器保护 用于需要服务器基础结构 ( 如 IIS 和 Exchange) 
的周边防御和符合性的小型 / 中型企业以及大型
企业的远程机构和分支机构。

主要侧重于保护服务器群组。它包括一整套面向服务
器的协议，如 HTTP、DNS、FTP、SMTP、IMAP、
MS-SQL 和 LDAP。也包括目标服务器的蠕虫签名。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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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列出了预定义的签名包及其对应 URL。

表 6:  用于预定义的签名包的 URL
 

更新签名包
Juniper Networks 在位于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 的攻
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上存储了四个预定义的签名包。要获得对此数据库服务器的访
问权限，必须首先为设备订购下节介绍到的 DI 签名服务。

有四个方法可更新数据库 : 

第 107 页上的“立即更新”

第 108 页上的“自动更新”

第 109 页上的“自动通知和立即更新”

第 110 页上的“手动更新”

开始更新攻击对象之前

在开始下载和更新攻击对象前，必须进行以下操作 : 

1. 注册安全设备并得到授权代码。

2. 购买认证密钥并激活“深入检查”的订购。

3. 验证设备上的系统时钟和“域名系统”(DNS) 设置是否准确。

客户端保护 用于需要主机 ( 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 ) 的周
边防御和符合性的小型 / 中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
的远程机构和分支机构。

主要侧重于防止用户在互联网上冲浪时获得恶意软
件、特洛伊木马病毒等。它包括一整套面向客户端的
协议，如 HTTP、DNS、FTP、IMAP、POP3、P2P 和 
IM (AIM、YMSG、MSN 和 IRC)。也包括目标客户端
的蠕虫签名。

蠕虫缓解 用于大型企业的远程机构和分支机构以及小型 /
中型企业，以提供 全面的对蠕虫攻击的防御。

包括流式签名并主要侧重于提供全面的蠕虫保护。检
测所有协议的服务器到客户端以及客户端到服务器的
蠕虫攻击。

1.由于新增强功能所需的内存分配原因，仅为 NS-5XT/GT 设备提供了严重级别为 “关键”的 DI 签名。

签名包 说明 威胁防护

签名包 URL

基数 ( 缺省 )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使用此 URL。

服务器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server

客户端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client

蠕虫缓解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worm

注意 : 也可以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下载签名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ion Guide。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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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30 页上的“预定服务的注册与激活”。

WebUI

Configuration > Date/Time

Network > DNS > Host

4. 单击 Update Now 按钮。

请注意，该选项仅在您检索“深入检查”订购密钥后才可用。

然后，安全设备尝试与服务器联系，缺省 URL 为 :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 ；或者，如果您在 
Database Server 字段中输入一个不同的 URL，它将尝试联系输入的 URL。
第 106 页上的表 6 列出了预定义的签名包及其对应的 URL。

稍后，将出现一条消息指示更新是否成功。如果更新失败，则将检查事件日志
以确定失败的原因。

立即更新

Immediate Update 选项允许您立即使用数据库服务器上存储的签名包更新安全设
备上的签名包。为执行此操作，必须首先配置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设置。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46)，您将来自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的预定义签名包立即保
存到安全设备上。

请勿设置在安全设备上更新数据库的时间表。而是将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立即保存到
安全设备中。

图 46:  立即更新 DI 签名

WebUI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Signature Pack: Client
单击 Update Now 按钮。

注意 : 在首次下载签名包后，必须重新设置安全设备。以后，在每次下载后，都不必重
新设置设备。

攻击对象数据库
服务器

https://services.netscreen 
.com/restricted/sigupdates

攻击对象
数据库

2. 数据库更新

互联网

1. 更新请求

本地安全设备

攻击对象
数据库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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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attack db sigpack client
exec attack-db update
Loading attack database.............
Done.
Done.
Switching attack database...Done
Saving attack database to flash...Done.

自动更新

Automatic Update  选项，如果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版本比设备上以前加载的数据库
版本更新，则将在用户预定的时间下载签名包。Juniper Networks 定期用新发现的
攻击模式更新签名包。因此，由于数据库不断地发生变化，您也必须定期更新安全
设备上的签名包。为执行此操作，必须首先配置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设置。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47)，设置一个时间表，使得每星期一 04:00 更新安全设备上
的数据库。在到达该预定时间时，设备将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版本与设备上的数据库
版本进行比较。如果服务器上的版本比设备上的版本更新，则安全设备自动用较新
版本替代其数据库。

例如，选择“服务器”来更新服务器上的签名包。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表 6，其中
列出了预定义的签名包及其对应的 URL。

图 47:  自动更新 DI 签名

WebUI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ignature Pack: Server
Update Mode: Automatic Update
Schedule: 

Weekly on: Monday
Time (hh:mm): 04:00

CLI

set attack db sigpack server
set attack db mode update
set attack db schedule weekly monday 04:00
save

S  M  T  W  T  F  S

本地安全设备

1. 自动更新检查

互联网

2. 立即更新数据库 攻击对象数据库 https://services.juniper 
.com/restricted/sigupdates

攻击对象数据库
服务器

攻击对象数据库

注意 : 如果您预定每月执行更新，而在某个月份中并没有您所选择的日期 ( 例如，多个
月份中没有 31 日 )，则安全设备将在该月使用可能的 后日期。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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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通知和立即更新

Automatic Notification 和 Immediate Update 选项允许在用户预定的时间内检查
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数据是否比安全设备上的数据更新。如果服务器上的数据更新一
些，则在您登录到安全设备后，在 WebUI 的主页上会出现通知，在 CLI 中也会出
现通知。然后可输入 exec attack-db update 命令，或在 WebUI 的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页面中单击 Update Now 按钮，以将服务器上的签名包
保存到设备中。为使检查服务器的半自动操作过程起作用，必须首先配置攻击对象
数据库服务器设置。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48)，设置时间表，使得每天上午 07:00 检查安全设备上的数
据库。

当您接收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已更新的通知时，单击 WebUI 的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页面上的 Update Now 按钮，或输入 exec attack-db 
update 命令，以将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保存到设备中。

例如，通过以下操作来更新“客户端”的签名包。请参阅第 106 页上的表 6，其中
列出了预定义的签名包及其对应的 URL。

图 48:  通知签名更新

WebUI

1. 预定的数据库检查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ignature Pack: Client
Update Mode: Automatic Notification
Schedule: 

Daily
Time (hh:mm): 07:00

2. 立即更新数据库

当您接收到一个通知，说明服务器上的攻击数据库比安全设备上的数据库更新
时，请执行下列操作 :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Signature pack: Client
单击 Update Now 按钮。

S  M  T  W  T  F  S

本地安全设备

1. 自动更新检查

互联网

2. 立即更新数据库 攻击对象数据库

https://services.juniper 
.com/restricted/sigupdates

攻击对象数据库
服务器

攻击对象数据库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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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预定的数据库检查
set attack db sigpack client
set attack db mode notification
set attack db schedule daily 07:00

2. 立即更新数据库

当您接收到一个通知，说明服务器上的攻击数据库比安全设备上的数据库更新
时，请执行下列操作 : 

exec attack-db update

手动更新

Manual Update 选项，允许您首先使用浏览器将签名包下载到本地目录或 TFTP 服
务器目录中。然后可使用 WebUI ( 从本地目录 ) 或 CLI ( 从 TFTP 服务器目录 ) 在安
全设备上加载签名包。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49)，您手动地将 新的签名包保存到本地目录 
"C:\netscreen\attacks-db" ( 如果要使用 WebUI 加载数据库 ) 或 C:\Program 
Files\TFTP Server ( 如果要使用 CLI 加载数据库 )。然后从本地目录加载安全设备上
的数据库。

对于自动更新，安全设备自动向 URL 添加下列元素 : 

安全设备的序列号

设备上运行的 ScreenOS 的主版本号

平台类型

当您手动更新 DI 签名时，必须自行添加这些元素。在本例中，序列号是 
0043012001000213，ScreenOS 版本是 5.4，平台是 NetScreen-208 (ns200)。因
此，产生的 URL 是 :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5.4/ns200/attacks.bin?s
n=0043012001000213

注意 : 在执行数据库立即更新之前，可以使用 exec attack-db check 命令来检查服务器
上的攻击对象数据库是否比安全设备上的更新一些。

注意 : 在下载签名包后，也可以将其发送到本地服务器上并进行设置，以便其它安全设
备进行访问。然后其它设备的 admin 必须将数据库服务器 URL 更改为此新位置
的 URL。他们可以在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页面上的 
Database Server 字段中输入新 URL，或者可使用下列 CLI 命令 : set attack db 
server url_string。
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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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手动更新 DI 签名

1. 下载签名包

要将签名包保存到本地服务器中，请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以下 URL: 请参
阅第 106 页上的表 6，其中列出了预定义的签名包及其对应的 URL。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restricted/sigupdates/5.4/ns200/attacks.bin?s
n=0043012001000213

将 attacks.bin 保存到本地目录 "C:\netscreen\attacks-db" ( 如果要通过 WebUI 
加载 )，或者保存到 TFTP 服务器目录 C:\Program Files\TFTP Server ( 如果要使
用 CLI 加载 )。

2. 更新签名包

WebUI

Configuration > Update > Attack Signatur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eep Inspection Signature Update: 
Load File: Enter C:\netscreen\attacks-db\attacks.bin

或者

单击 Browse 并导航到该目录，选择 attacks.bin，然后单击 Open。

如果下载服务器、客户端或蠕虫保护签名包，则输入相应的文件名。

CLI

save attack-db from tftp 10.1.1.5 attacks.bin to flash

攻击对象和组

攻击对象是一些状态式签名、流式签名 ( 在 NetScreen-5000 系列上 ) 和协议异常，
安全设备使用它们来检测旨在破坏网络上的一个或多个主机的攻击。攻击对象先按
照协议类型再按照严重性编排成组。当您将“深入检查”(DI) 添加到策略时，设备
将检查该策略允许的信息流，查找任何与所引用的攻击对象组中的模式相匹配的
模式。

本地安全设备 1. 手动数据库下载

互联网

Admin: 10.1.1.5 
C:\netscreen\attacks-db 

C:\Program Files\TFTP Server

攻击对象数据库

URL =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 
/restricted/sigupdates/5.4/ns200/attacks 
.bin?sn=0043012001000213

攻击对象数据库
服务器

攻击对象数据库

2. 手动数据库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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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攻击对象和组

策略的 DI 组件中所引用的攻击对象组必须以策略允许的同一服务类型作为目标。
例如，如果策略允许 SMTP 信息流，则攻击对象组必须以针对 SMTP 信息流的攻击
为目的。以下策略举例说明有效的配置 :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smtp permit attack CRIT:SMTP:SIGS action 
close

下一个策略是错误的，因为该策略允许 SMTP 信息流，但攻击对象组却用于 POP3 
信息流 :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smtp permit attack CRIT:POP3:SIGS action 
close

第二个策略的配置是错误的，如果执行该策略，将使安全设备消耗不必要的资源，
来检查 SMTP 信息流中永远无法找到的 POP3 攻击对象。如果策略 2 同时允许 
SMTP 和 POP3 信息流，则可以配置 DI 组件以检查 SMTP 攻击对象和 / 或 POP3 攻
击对象。

set group service grp1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smtp
set group service grp1 add pop3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grp1 permit attack CRIT:SMTP:SIGS action 

close
set policy id 2 attack CRIT:POP3:SIGS action close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srv1 http permi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scripts/\.\.%c1%9c\.\./.*

匹配！

websrv1
1.2.2.5:80Untrust: ethernet3 1.1.1.1/24; DMZ: ethernet2 1.2.2.1/24

安全设备检测到封包中的攻击对象。设备向源和
目标发送 TCP RST 通知，丢弃封包并关闭连接。

Attack Group: HIGH:HTTP:SIGS

远程主机 
1.1.1.3:25611

Untrust 区段

PUT \[/users/.*\.asp\].*

/\[scripts/iisadmin/ism\.dll\?http/dir\].

ACK

SYN

SYN/ACK

RSTRST

Payload: …

SRC IP
1.1.1.3 1.2.2.5

DST IP SRC PT
25611 80

DST PT PROTO
HTTP

DMZ 区段

安全设备

revlog/.

*revlog/.*

/phorum/plugin/replace/pluring.php?*p

.*%255(c|C).* .*\[.asp::$data\].*
攻击对象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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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协议
对于以下协议和应用程序，“深入检查”(DI) 模块支持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和协议
异常攻击对象 : 

表 7:  基本网络协议

协议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定义

DNS 是 是 域名系统 (DNS) 是用于将域名转换为 IP 地址的数据库系统，例如 
www.juniper.net = 207.17.137.68。

FTP 是 是 “文件传输协议”(FTP) 是用于在网络上的计算机间交换文件的协议。

HTTP 是 是 “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是主要用于从 Web 服务器向 Web 客户端传输信息的
协议。

IMAP 是 是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IMAP) 是可提供内向电子邮件存储和检索服务的协议，用
户可使用其所带的选项下载他们的电子邮件或者将电子邮件留在 IMAP 服务器上。

NetBIOS 是 是 NetBIOS ( 网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 是一个应用程序接口，它允许用户工作站上的
应用程序访问网络传输 ( 例如 NetBEUI、SPX/IPX 和 TCP/IP) 所提供的网络服务。

POP3 是 是 “邮局协议版本 3”(POP3) 是可提供内向电子邮件存储和检索服务的协议。

SMTP 是 是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是用于在邮件服务器之间传输电子邮件的协议。

Chargen 是 是 字符产生器协议

DHCP 是 是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用于通过服务器控制主机 ( 正在运行客户端 ) 关键网络参
数。DHCP 向后兼容 BOOTP。

Discard 是 是 放弃协议是一种有用的调试和测量工具。放弃服务只是丢弃其接收的所有数据。

Echo 是 是 “回应”协议是一种用于测试和测量用途的互联网协议。主机可能连接到一台支
持“回应”协议的服务器 ( 在 TCP 或 UDP 端口 7 上 )。服务器将会发回它所接收
的所有数据。

Finger 是 是 “Finger 用户信息”协议是一种为远程用户信息程序提供接口的简单协议。

Gopher 是 是 Gopher 是一种用于分布式文档搜索和检索的互联网协议。

ICMP 是 是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是一种与 IP 紧密集成时所需的协议。在 IP 封包中递送
的 ICMP 信息用于与网络操作相关的带外信息。

IDENT 是 是 “标识”协议提供一种确定特定 TCP 连接的用户识别方法。

LDAP 是 是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是一组用于访问信息目录的协议。

LPR 是 是 行式打印机假脱机程序

NFS 是 是 “网络文件系统”(NFS) 协议在网络上提供了共享文件的透明的远程访问。NFS 
协议设计为横跨不同机器、操作系统、网络体系和传输协议。

NNTP 是 是 “网络新闻传输协议”指定一种使用可靠的基于流的新闻传输对新闻进行分配、
查询、检索和张贴的协议。

NTP 是 是 “网络时间协议”和“简单网络时间协议”用于使计算机客户端或服务器的时间
与另一服务器或参考时间源 ( 如无线电、卫星接收器或调制解调器 ) 的时间同步。

Portmapper 是 是 “端口映射程序协议”将 RPC 程序和版本号映射到专用于传输的端口号。

RADIUS 是 是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是一种由许多“网络服务提供商”(ISP) 使用的认
证和计费系统。

rexec 是 是 远程执行。

rlogin 是 是 当用户连接到互联网主机使用本地用户接口时，就会发生“远程登录”。

rsh 是 是 远程外壳。

RTSP 是 是 “实时流协议”是一种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应用程序级的协议，用于控制具有实时
属性的数据传输。它建立并控制了单个或多个时间同步的连续媒体流，如音频和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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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即时消息应用程序

表 9:  对等连接 (P2P) 网络应用程序

SNMPTRAP 是 是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一种 SNMP 应用程序，使用 SNMP TRAP 操作发送信息
给网络管理者。

SSH 是 是 “安全外壳协议”是一种用于在不安全网络上进行安全远程登录和其它安全网络
服务的协议。

SSL 是 是 “安全套接字层”是一种用于使用安全加密系统通过互联网传送私有文档的协议。

syslog 是 是 “系统日志协议”用于在网络上传送事件通知消息。

Telnet 是 是 Telnet 协议是一种用于 TCP/IP 网络的终端仿真程序。该协议使您可以与网络上其
它的服务器通信。

TFTP 是 是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是一种用于传输文件的简单协议。TFTP 使用“用户数据
报协议”(UDP) 但不提供安全功能。

VNC 是 是 “虚拟网络计算”是一种用于远程控制另一台计算机的桌面协议。

Whois 是 是 “网络目录服务协议”是一种基于查询 / 响应服务器的 TCP 事务，该查询 / 响应
服务器为互联网用户提供网络范围的目录服务。

协议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定义

协议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定义

AIM 是 是 America Online Instant Messaging (AIM) 是“美国在线”的即时消息应用程序。

MSN Messenger 是 是 Microsoft Network Messenger (MSN Messenger) 是微软提供的即时消息服务。

Yahoo!
Messenger

是 是 Yahoo! Messenger 是 Yahoo! 提供的即时消息服务。

IRC 是 是 Internet Relay Chat 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协议，其 简单的客户端是能够连接到服
务器的任何套接字程序。

协议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定义

BitTorrent 是 否 BitTorrent 是一个 P2P 文件发布工具，可使下载文件的每个人将文件上传给其他
人，从而提供了一种将同一文件发布给一个大型群组的有效方式。

DC
(Direct Connect)

是 否 DC (Direct Connect) 是一个 P2P 文件共享应用程序。DC 网络使用集线器来连接
用户组，经常要求它们共享一定数量的字节或文件。通过为所连接的用户创建
小型公共组，许多集线器可以对所需的特定区段起作用。

eDonkey 是 否 eDonkey 是使用“多源文件传输协议”(MFTP) 的分散式 P2P 文件共享应用程
序。eDonkey 网络支持两种应用程序 : 客户端和服务器。客户端连接到网络并共
享文件。服务器对客户端起会聚集线器的作用。

Gnutella 是 是 Gnutella 是没有任何集中服务器的 P2P 文件共享协议和应用程序。有一些使用 
Gnutella 协议的其它应用程序，例如 BearShare、Limewire、Morpheus 和 
ToadNode。

KaZaa 是 否 KaZaa 是使用 FastTrack 协议的分散式 P2P 文件共享应用程序。KaZaa 主要用于
共享 MP3 文件。

MLdonkey 是 否 MLdonkey 是一个 P2P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可以运行在多个平台上，并可访问多
个 P2P 网络，例如 BitTorrent、DC、eDonkey、FastTrack (KaZaa 及其它 ) 以及 
Gnutella 和 Gnutella2。

Skype 是 否 Skype 是一个免费 P2P 互联网电话服务，它允许用户通过 TCP/IP 网络 ( 如互联
网 ) 互相交谈。

SMB 是 是 SMB ( 服务器消息块 ) 是用于在计算机间共享诸如文件和打印机等资源的协议。
SMB 运行在 NetBIOS 协议的顶层。

WinMX 是 否 WinMX 是一个 P2P 文件共享应用程序，它允许客户端同时与多个服务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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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

如果安全设备拥有对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 的访问权限，则可以
看到所有预定义攻击对象组的内容和预定义攻击对象的说明。打开浏览器，并在地
址栏中输入下列 URL 之一 :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AIM.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DNS.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FTP.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GNUTELLA.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HTTP.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IMAP.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MSN.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NBDS.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NBNAME.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POP3.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SMTP.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MSRPC.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SMB.html
http://help.juniper.net/sigupdates/english/YMSG.html

以上每个 URL 都链接到 HTML 页面，其中包含适用于特定协议的预定义攻击对象
的列表 - 按照严重性编成组。要查看某个攻击对象的说明，请单击其名称。

状态式签名
攻击签名是当特定攻击正在进行时的模式。该签名可以是第 3 层或第 4 层信息流
模式，例如当某个地址发送很多封包到位于另一个地址处的不同端口号时 ( 请参阅
第 9 页上的“端口扫描”)，也可以是文本模式，例如当恶意 URL 字符串出现在单
个 HTTP 或 FTP 封包的数据负荷中时。该字符串也可以是特殊的代码段或封包包头
中的特定值。但是，在搜索文本模式时，安全设备中的“深入检查”(DI) 模块不仅
查找封包中的签名，也在封包的特定部分中查找该签名 ( 即便是封包碎片或片段 )，
在会话存在期内的特定时间发送的封包内查找，以及在由连接发起方或响应方发送
的封包内查找。

当检查文本模式时，DI 模块会考虑参与者作为客户端或服务器时的角色，并监控会
话的状态，从而缩小搜索范围，只搜索与攻击者使用该模式的攻击相关的那些元素。
使用环境信息来改进封包检查可以大大减少错误的警报 ( 或“主动错误信息”)，
并避免不必要的处理。术语“状态式签名”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 : 在参与者的角色
和会话状态的环境内查找签名。

注意 : 许多列出的 P2P 应用程序使用它们自己的专有协议。

协议 状态式签名 协议异常 定义

MSRPC 是 是 MSRPC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 是一种用于在远程计算机上运行进程的机制。

注意 : 由于支持规则表达式，DI 模块可以在搜索模式时使用通配符。因此，单个攻击签
名定义可以适用于多种攻击模式的变体。有关规则表达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8 页上的“规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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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到考虑出现签名的环境的优点，在启用 DI 模块检测 EXPN Root 攻击时，请
注意模块检查封包的方式。攻击者使用 EXPN Root 攻击来扩展和暴露邮件服务器
上的邮寄列表。为了检测 EXPN Root 攻击，安全设备在“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会话的控制部分中搜索签名 "expn root"。设备只检查控制部分，因为这是
唯一会发生攻击的部分。如果 "expn root" 出现在会话的任何其它部分，则不是一
个攻击。

利用简单的文本封包签名检测技术，即使签名 "expn root" 出现在 SMTP 连接的数
据部分，也就是电子邮件消息的正文中，该签名也可以触发警报。例如，如果您正
在给同事写关于 EXPN Root 攻击的邮件，则单个封包签名检测器会将此邮件当作
一次攻击。通过使用状态式签名，DI 模块可以区分预示攻击的文本字符串和无害
的字符串。

TCP 流式签名
和状态式签名一样，TCP 流式签名是当攻击正在进行时存在的模式。但是，当检查
信息流中的状态式签名时，DI 模块只在特定环境内搜索。当 DI 模块检查信息流中
的 TCP 流式签名时，它不考虑环境。两种类型的签名的另一个区别是 : 尽管状态式
签名可以是预定义的或用户定义的，但 TCP 流式签名必须是用户定义的。当您将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添加到攻击对象组后，即可在应用 DI 的策略中引用该组。( 有
关 TCP 流式签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1 页上的“TCP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流式签名独立于协议，因此在匹配信息流方面更加灵活。流式签名可检查协议解码
器不能检查的信息流。然而，这种灵活性影响性能和资源消耗。

由于流式签名消耗资源并影响性能，因此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它们。Stream256 签名
以同样方式运行，但并不与整个流相匹配，它们只与流的前 256 字节相匹配。因
此，它们消耗较少的资源，对性能的影响也较小。

协议异常
搜索协议异常的攻击对象检测与 RFC 和通用 RFC 扩展中定义的标准有偏差的信息
流。对于签名攻击对象，必须使用预定义的模式或创建新模式；因此，它们只能检
测已知的攻击。当捕捉新攻击或不能用文本模式定义的攻击时，协议异常检测特别
有用。

注意 : 对于拥有预定义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的协议列表，请参阅第 113 页上的“支持的
协议”。

注意 : 只能在高端系统上定义 TCP 流式签名。

注意 : 有关具有预定义协议异常攻击对象的协议列表，请参阅第 113 页上的“支持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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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对象组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组包含用于特定协议的攻击对象。对于每个协议，这些组分为协
议异常组和状态式签名组，然后粗略地按照严重性加以组织。三个攻击对象组严重
性级别是关键、高级和中级。

Critical ( 关键 ): 包含与试图躲避检测、导致网络设备崩溃或获得系统级访问权
限的攻击相匹配的攻击对象。

High (高级): 包含与下述攻击相匹配的攻击对象: 试图破坏设备、获得对网络设
备的用户级访问权、或者激活以前在设备上加载的特洛伊木马程序。

Medium (中级 ): 包含与下述攻击相匹配的攻击对象 : 检测侦查尝试、试图通过
目录遍历或信息漏洞来访问关键信息。

Low ( 低级 ): 包括与试图获取非关键信息或用扫描工具扫描网络的攻击相匹配
的攻击对象。

Info ( 信息 ): 包括与正常的无害信息流相匹配的攻击对象，该信息流包括 
URL、DNS 查找失败、SNMP 公共组字符串和对等连接 (P2P) 参数。可以使用
信息攻击对象来获取有关网络的信息。

更改严重性级别

尽管攻击对象组是按照协议和严重性级别 (critical、high、medium) 进行分类的，
但每个攻击对象都有其本身的特定严重性级别 : critical、high、medium、low、
info。这些攻击对象严重性级别可映射到事件日志条目严重性级别，如下所示 : 

表 11:  攻击对象严重性级别

例如，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某个攻击的严重性级别为 "Medium"，则事件日志中的
相应条目的严重性级别将为 "Warning"。

可以覆盖策略中引用的攻击对象组中的所有攻击对象的缺省严重性级别。可通过以
下方式在策略级别执行此项操作 : 首先输入现有策略的环境，然后再为该策略所引
用的所有攻击对象组分配新的严重性级别。

攻击对象严重性级别 - 映射到 - 事件日志条目严重性级别

Critical Critical

High Error

Medium Warning

Low Notification

Inf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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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明如何通过 WebUI 和 CLI 更改策略中引用的攻击对象组的严重性级别 : 

WebUI

Policies > Edit ( 对于现有的策略 ): 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 Deep Inspection: 在 Severity 下拉列表中选择严重性选项，然后单击 
OK。

CLI

device-> set policy id number
device(policy:number)-> set di-severity { info | low | medium | high | critical }

如要将每个攻击对象的严重性级别恢复为其原始设置，可再次输入策略环境，并执
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Policies > Edit ( 对于现有的策略 ): 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 Deep Inspection: 在 Severity 下拉列表中选择 Default，然后单击 OK。

CLI

device-> set policy id number
device(policy:number)-> unset di-severity

范例 : 针对 P2P 的深入检查

在本例中，允许 Trust 区段中的任何主机使用 HTTP、DNS 和 Gnutella 服务发起与 
Untrust 区段中的任何主机之间的对等连接 (P2P) 会话。然后将“深入检查”(DI) 
应用到所允许的信息流，检查以下攻击对象组中定义的状态式签名和协议异常 : 

HIGH:HTTP:SIGS

INFO:GNUTELLA:ANOM

INFO:HTTP:SIGS

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签名或异常行为，将中断连接并向客户端发送 TCP RST 以关
闭会话。在缺省情况下，还将启用记录任何被发现的攻击。

注意 :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定义这样一个策略 : 允许 Untrust 区段中的任何主机发
起与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之间的 P2P 会话。

注意 : 有关安全设备可以执行的各种攻击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攻击操
作”。有关记录检测到的攻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1 页上的“攻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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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DNS

> 单击 Multiple，选择 GNUTELLA 和 HTTP，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
配置页。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Severity: Default
Group: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Severity: Default
Group: INFO:GNUTELLA: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Severity: Default
Group: INFO: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CLI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dns permi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gnutella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http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INFO:GNUTELLA:ANOM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INFO:HT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1)-> exit
save

注意 : 由于在缺省情况下将启用记录检测到的攻击，所以不必通过 CLI 命令对记录进行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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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攻击对象
当在策略中引用了一个攻击对象组时，安全设备将检查策略应用到的信息流，查找
与该组中的任何攻击对象相匹配的模式。某些时候，如果某个特定攻击对象反复产
生主动错误信息 ( 即错误地将合法信息流解释为攻击 )，您可能不想使用该攻击对
象。如果问题是由于定制的攻击对象所导致的，则只需从其定制的攻击对象组中删
除该攻击对象即可。不过，您无法删除预定义攻击对象组中的预定义攻击对象。在
该情况下， 好的方法就是禁用该对象。

注意 : 预定义攻击对象仅在禁用它的根系统或虚拟系统 (vsys) 中被禁用。例如，在
根系统中禁用预定义攻击对象并不会自动在任何虚拟系统中禁用它。同样，在一个 
vsys 中禁用某个攻击对象也不会影响任何其它 vsys 中的该对象。

要禁用某个攻击对象，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WebUI

Objects > Attacks > Predefined: 在要禁用的攻击对象的 Configure 栏中，清
除复选框。

CLI

set attack disable attack_object_name

要重新启用先前禁用的攻击对象，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Objects > Attacks > Predefined: 在要禁用的攻击对象的 Configure 栏中，选
中复选框。

CLI

unset attack disable attack_object_name

攻击操作

当安全设备检测到攻击时，将执行您为攻击组所指定的操作，该攻击组包含与该攻
击相匹配的对象。七个操作按严重性程度由高到低列出如下 : 

Close ( 服务器连接，并将 RST 发送给客户端和服务器 )

对 TCP 连接使用此选项。安全设备丢弃连接，并将 TCP RST 发送给客户端 ( 源 ) 
和服务器 ( 目标 )。由于传送 RST 通知是不可靠的，因此，通过向客户端和服
务器都发送 RST，更有可能让至少一方获得该 RST 并关闭会话。

注意 : 禁用攻击对象不会改善吞吐量性能。

注意 : 客户端总是会话的发起方，也就是策略中的源地址。服务器总是响应方或目的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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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Server ( 服务器连接，并将 RST 发送给服务器 )

对于从不可信的客户端到受保护服务器的入站 TCP 连接，请使用此选项。如果
客户端企图发起攻击，则安全设备将丢弃连接，并仅给服务器发送 TCP RST，
使其在客户端还未完成时清除资源。

Close Client ( 服务器连接，并将 RST 发送给客户端 )

对于从受保护的客户端到不可信服务器的出站 TCP 连接，请使用此选项。例
如，如果服务器发送恶意 URL 字符串，则安全设备将丢弃连接，并仅给客户
端发送 RST，使其在服务器还未完成时清除资源。

Drop ( 服务器连接而不向任一方发送 RST)

对于 UDP 或其它非 TCP 连接 ( 如 DNS)，请使用此选项。安全设备丢弃会话中
的所有封包，但不发送 TCP RST。

Drop Packet ( 丢弃特定的封包，但不切断连接 )

此选项丢弃出现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的封包，但不终止会话本身。使用此选项
丢弃残缺的封包而不中断整个会话。例如，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来自某个 AOL 
代理的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则丢弃一切信息将会中断所有 AOL 服务。反
之，仅丢弃封包将停止有问题的封包，而不会停止所有其它封包的流动。

Ignore ( 在检测到攻击签名或异常后，安全设备编写一个日志条目，并停止检
查或忽略连接的其余部分 )

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则会生成一个事件日志条目，但不
切断会话本身。在实现“深入检查”(DI) 的初始设置阶段，使用此选项来揪出
主动错误信息。此外，当服务将标准端口号用于非标准协议活动时，请使用此
选项；例如，Yahoo Messenger 将端口 25 (SMTP 端口 ) 用于传输非 SMTP 信息
流。安全设备对每个会话发记录一次 ( 使其不会用主动错误信息填写日志 )，
但不采取措施。

None ( 无操作 )

在实现“深入检查”(DI) 的初始设置阶段，当首次识别攻击类型时很有用。当
检测到攻击签名或协议异常时，安全设备在事件日志中写入一个条目，但不对
信息流本身采取措施。安全设备继续检查该会话中的后续信息流，并且如果检
测到其它攻击签名和异常，则记录日志条目。

可以创建一个引用多个攻击对象组的策略，每个组各有一个不同的操作。如果安全
设备同时检测到了属于不同的攻击对象组的多个攻击，则将应用其中一个攻击对象
组所指定的 严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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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攻击操作 - 关闭服务器、关闭、关闭客户端

在本例中有三个区段 : Trust、Untrust 和 DMZ。您已完成了对攻击的分析，并断定
您需要下列三个策略 : 

策略 ID 1: 允许从 Un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发向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websrv1 和 websrv2) 的 HTTP、HTTPS、PING 和 FTP-GET 信息流。

策略 ID 1 的攻击设置 : 

CRITICAL:HTTP:ANOM, CRITICAL:HTTP:SIGS

HIGH:HTTP:ANOM, HIGH:HTTP:SIGS

MEDIUM:HTTP:ANOM, MEDIUM:HTTP:SIGS

CRITICAL:FTP:SIGS

对所有攻击对象组的操作 : Close Server

Logging: Enabled ( 缺省设置 )

选择丢弃连接，并仅向受保护的 web 服务器发送 TCP RST 通知，使其能终止
会话和清除资源。您预料攻击来自 Untrust 区段。

策略 ID 2: 允许从 Trust 区段中的任何地址发向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websrv1 和 websrv2) 的 HTTP、HTTPS、PING 和 FTP 信息流

策略 ID 2 的攻击设置 : 

CRITICAL:HTTP:ANOM, CRITICAL:HTTP:SIGS

HIGH:HTTP:ANOM, HIGH:HTTP:SIGS

MEDIUM:HTTP:ANOM, MEDIUM:HTTP:SIGS

CRITICAL:FTP:SIGS

对所有攻击对象组的操作 : Close

Logging: Enabled ( 缺省设置 )

选择丢弃连接，并向受保护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发送 TCP RST 通知，使得不管攻
击的严重性级别如何，它们都能终止会话和清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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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ID 3: 允许从 Trust 区段的任何地址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任何地址的 
FTP-GET、HTTP、HTTPS、PING 信息流

策略 ID 3 的攻击设置 : 

CRITICAL:HTTP:ANOM, CRITICAL:HTTP:SIGS

HIGH:HTTP:ANOM, HIGH:HTTP:SIGS

MEDIUM:HTTP:ANOM, MEDIUM:HTTP:SIGS

CRITICAL:FTP:SIGS

对所有攻击对象组的操作 : Close Client

Logging: Enabled ( 缺省设置 )

选择丢弃连接，并仅向受保护的客户端发送 TCP RST 通知，使其能终止其会话
和清除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您预料攻击来自不可信的 HTTP 或 FTP 服务器。

尽管这些策略允许 HTTP、HTTPS、Ping 和 FTP-Get 或 FTP，但安全设备仅对 
HTTP 和 FTP 信息流激活 DI。所有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51:  DI 攻击操作

ethernet3 
1.1.1.1/24

DI (Trust -> Untrust) 
HTTP: Crit, High, 
Med; FTP: Crit; 
Action: Close-client

websrv1 
1.2.2.5/24

websrv2 
1.2.2.6/24

Un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2 
1.2.2.1/24

Trust 区段

DMZ 区段

DI (Trust -> DMZ) 
HTTP:Crit, High, 
Med; FTP:Crit; 
Action:Close

DI (Untrust -> DMZ) 
HTTP:Crit, High, Med; 
FTP:Crit 
Action:Clos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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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Service Op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 全选 )
Other services: Ping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srv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srv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6/32
Zone: DMZ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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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ID 1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srv1

> 单击 Multiple，选择 websrv2，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Service: HTTP

> 单击 Multiple，选择 FTP-GET、HTTPS、PING，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
本策略配置页。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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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ID 2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srv1

> 单击 Multiple，选择 websrv2，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Service: HTTP

> 单击 Multiple，选择 FTP-GET、HTTPS、PING，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
本策略配置页。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6. 策略 ID 3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 单击 Multiple，选择 FTP-GET、HTTPS、PING，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
本策略配置页。

Action: Permit
攻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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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2.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websrv1 1.2.2.5/32
set address dmz websrv2 1.2.2.6/32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4. 策略 ID 1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websrv1 ht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dst-address websrv2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ftp-get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https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ping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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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ID 2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dmz any websrv1 ht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set policy id 2
device(policy:2)-> set dst-address websrv2
device(policy:2)-> set service ftp
device(policy:2)-> set service https
device(policy:2)-> set service ping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set attack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2)-> exit

6. 策略 ID 3
set policy id 3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client
set policy id 3
device(policy:3)-> set service ftp-get
device(policy:3)-> set service https
device(policy:3)-> set service ping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set attack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client
device(policy:3)-> exit
save

暴力攻击操作
典型的暴力攻击操作是通过发送大量信息流来完成的，这些信息流为了试图获取网
络访问而具有不同的源端口或 IP。为了有效地防止未来的尝试，ScreenOS 允许您
关联策略中每个攻击组的 IP 操作。

根据为 DI 支持的协议所设置的临界值来检测暴力攻击。例如，

set di service protocol-name value

除 DI 操作外，还可使用 IP 操作命令来配置暴力攻击操作，此配置的使用时间可与
为指定目标所配置的时间长度相同。如果您的安全设备检测到一个暴力攻击，则请
选择下列一项操作并予以执行 : 

Notify: 安全设备记录该事件，但不会对超时设置中指定时段的目标定义相匹配
的进一步的信息流执行任何操作。

Block: 安全设备记录该事件，并丢弃与超时设置中指定时段的目标定义相匹配
的所有进一步的信息流。

Close: 安全设备记录该事件，丢弃与超时设置中指定时段的目标定义相匹配的
所有进一步的信息流，并将 TCP 信息流的重置信号 (RST) 发送到源地址及目的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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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攻击对象

表 12 列出了 ScreenOS 5.4 中的暴力攻击对象和可与 IP 操作配合使用的临界参数。

表 12:  暴力攻击对象

暴力攻击目标

目标选项指定一组必须匹配的元素，以使安全设备将封包视为暴力攻击的一部分。
在指定超过期限到达的 IP 封包中指定的组元素必须与安全设备所检测到的作为暴
力攻击一部分的封包中的元素相匹配，这样后续的封包才会被视为同一攻击的一部
分。缺省目标定义是 Serv。可以选择表 13 中所示的下列目标定义中的任何一个。

表 13:  目标选项

暴力攻击名称 参数

HTTP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s

HTTP 暴力搜索尝试 brute_search

IMAP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s

LDAP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s

MS-RPC IsSystemActive 请求泛滥 不可配置 - 32 次尝试

MS-SQL 登录暴力 不可配置 - 4 次尝试

POP3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

RADIUS 暴力认证尝试 failed_auth

SMB 暴力目录创建 / 删除 不可配置 - 200 次尝试

SMB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

FTP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

Telnet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

VNC 暴力登录尝试 failed_login

目标选项 匹配元素

Serv 源 IP、目的 IP、目的端口和协议

Src-IP 源 IP 地址

Zone-Serv 源安全区段、目的 IP、目的端口号和协议

Dst-IP 目的 IP 地址

Zone 源安全区段

( 入口接口被绑定到的安全区段；即，攻击封包开始
的源安全区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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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攻击超时

超时是暴力攻击检测之后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安全设备执行与指定的目标参数相匹
配的封包上的 IP 操作。缺省超时为 60 秒。

范例 1
在本例中，为策略中的每个组配置一个 IP 操作和现有的 DI 操作。以下 CLI 命令可
封锁暴力攻击对象 (“HTTP 暴力登录尝试”或“HTTP 暴力搜索”) 45 秒。
HIGH:HTTP:ANOM 攻击组中的所有其它攻击都配置一个 close DI 操作。

在此 ScreenOS 的发行版本中，只有配置了服务器到客户端签名攻击后，才能执行 
S2C HTTP 协议解码。HTTP:Brute-Force，如果在策略中配置了 HTTP 服务器到客
户端签名攻击，则会检测服务器到客户端的异常攻击。在下例中，
HTTP:HIGH:SIGS 具有服务器到客户端的签名攻击，从而在策略中添加 
HTTP:HIGH:SIGS 以及 HTTP:HIGH:ANOM。

CLI

device> get attack group HIGH:HTTP:ANOM
GROUP "HIGH:HTTP:ANOM" is pre-defined. It has the following members
ID     Name  
1674 HTTP:INVALID:INVLD-AUTH-CHAR 
1675 HTTP:INVALID:INVLD-AUTH-LEN 
1711 HTTP:OVERFLOW:HEADER 
1713 HTTP:OVERFLOW:INV-CHUNK-LEN 
1717 HTTP:OVERFLOW:AUTH-OVFLW 
5394 HTTP:EXPLOIT:BRUTE-FORCE 
5395 HTTP:EXPLOIT:BRUTE-SEARCH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Any permit attack 

MEDIUM:HTTP:ANOM action none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Any permit attack 

MEDIUM:HTTP:HIGH:SIGS action none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ip-action block 

target dst-ip timeout 45

如果配置的攻击组没有任何暴力攻击协议异常，将不会实施 IP 操作。

范例 2
在本例中，为每个攻击组关联一个 IP 操作，关联的时间长度为指定主机的已配置
的时间长度。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attack POP3 BRUTE FORCE 
Login Attempt action close ip-action notify target serv timeout 60

范例 3
在本例中，缺省的临界 FTP 暴力登录尝试值为每分钟 8 次尝试。如果位于 IP 地址
为 192.168.2.2 的用户为弄清用户帐户名和密码而对位于 10.150.50.5 的 FTP 服务
器进行 FTP 暴力登录尝试，则在攻击者一分钟内进行 8 次 FTP 登录尝试时，该尝
试将被检测到。

如果将 IP 操作配置为对 "serv" 目标 "Block" 120 秒，则通过 TCP ( 协议 ) 端口 21 
(dst 端口 ) 从 192.168.2.2 (src IP) 发送到 10.150.50.5 (dst IP) 的所有信息流将被封
锁 120 秒。

请注意，某些 IP 操作目标可能影响与另一策略匹配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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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记录

可以对每个策略的每个攻击组启用记录检测到的攻击。换句话说，在同一策略内，
可以应用多个攻击组并只对其中的某些攻击组有选择性地启用记录检测到的攻击。

在缺省情况下，启用记录。您可能想禁用记录这样的攻击 : 对您而言，其优先级较
低，且您未对其给予过多的关注。禁用记录这类攻击有助于防止事件日志变得混乱 
( 由于存在从不打算对其进行查看的条目 )。

范例 : 按攻击组禁用记录

在本例中，将在策略中引用以下五个攻击组，并只对前两个攻击组启用记录 : 

HIGH:IMAP:ANOM

HIGH:IMAP:SIGS

MEDIUM:IMAP:ANOM

LOW:IMAP:ANOM

INFO:IMAP:ANOM

该策略将应用到从 Trust 区段中的所有主机发往 DMZ 区段中的一个名为 "mail1" 
的邮件服务器的 IMAP 信息流。只要上述五个攻击组中的任何预定义 IMAP 攻击对
象与某个攻击相匹配，安全设备即会关闭连接。不过，它仅针对与前两组中的攻击
对象相匹配的检测到的攻击创建日志条目。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10/32
Zone: D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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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1

Service: IMAP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HIGH:IMAP:ANOM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HIGH:IMA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IMAP:ANOM
Action: Close
Log: ( 清除 )

Group: LOW:IMAP:ANOM
Action: Close
Log: ( 清除 )

Group: INFO:IMAP:ANOM
Action: Close
Log: ( 清除 )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dmz mail1 1.2.2.10/32

2. 策略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dmz any mail1 imap permit attack 

HIGH:IMA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IMA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IMA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1)-> unset attack MEDIUM:IMAP:ANOM logging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LOW:IMA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1)-> unset attack LOW:IMAP:ANOM logging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INFO:IMAP:ANOM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1)-> unset attack INFO:IMAP:ANOM logging
device(policy:1)-> exit
devic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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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制服务映射到应用程序

当在含“深入检查”(DI) 组件的策略中使用定制服务时，必须明确指定在该服务上
运行的应用程序，以使 DI 模块能够正确工作。例如，如果您为 FTP 创建了一个运
行在非标准端口号 ( 如 2121) 上的定制服务 ( 请参阅图 52)，则可以在策略中按照
如下方式引用该定制服务 : 

set service ftp-custom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2121-2121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ftp-srv1 custom-ftp permit

但是，如果您将 DI 组件添加到引用定制服务的策略中，则此 DI 组件将不能识别应
用程序，因为该应用程序正在使用非标准端口号。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ftp-srv1 custom-f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图 52:  映射定制服务

为避免此问题，必须通知 DI 模块，FTP 应用程序正在端口 2121 上运行 ( 请参阅
图 53)。实际上，必须将“应用程序层”中的协议映射到“传输层”中的特定端口
号。可以在策略级完成这种绑定 : 

set policy id 1 application ftp

当您将 FTP 应用程序映射到定制服务 "custom-ftp" 并配置 DI，使其检查引用 
custom-ftp 的策略中的 CRITICAL:FTP:SIGS 攻击对象组定义的攻击时，DI 模块在端
口 2121 上执行检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ftp-srv1 custom-ftp permit attack 
CRITICAL:F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set policy id 1 application ftp

图 53:  将定制服务映射到攻击对象组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FTP ( 端口 21)

防火墙允许在端口 2121 上的 
custom-ftp 信息流。

互联网

ftp-srv1

custom-ftp ( 端口 2121)

但是， DI 模块将检查未使用的端口 21 上的 CRITICAL:FTP 攻击。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DI 模块检查端口 2121 上的 
CRITICAL:FTP:SIGS 攻击。

防火墙允许在端口 2121 上的 custom-ftp 信息流。

互联网

ftp-srv1

custom-ftp ( 端口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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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将应用程序映射到定制服务上

在本例中，定义名为 "HTTP1" 的定制服务，使用目的端口 8080。对于允许将 
HTTP1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的任何地址发送到 DMZ 区段中名为 "server1" 的 
web 服务器的策略，将 HTTP 应用程序映射到该定制服务上。然后将“深入检查”
(DI) 应用到在端口 8080 上运行的允许 HTTP 信息流。该策略的 DI 设置如下 : 

攻击对象组 : 

CRITICAL:HTTP:ANOM, CRITICAL:HTTP:SIGS

HIGH:HTTP:ANOM, HIGH:HTTP:SIGS

MEDIUM:HTTP:ANOM, MEDIUM:HTTP:SIGS

对所有攻击对象组的操作 : Close Server

Logging: Enabled ( 缺省设置 )

WebUI

1. 定制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HTTP1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0
Source Port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8080
Destination Port High: 808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 Address/Netmask: 1.2.2.5/32
Zone: D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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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1

Service: HTTP1
Application: HTTP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Group: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CLI

1. 定制服务
set service HTTP1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80-8080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server1 1.2.2.5/32

3. 策略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server1 HTTP1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HIGH: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HTTP:ANOM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server
device(policy:1)->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1 application http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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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HTTP 攻击的应用程序至服务映射

一些已知的 HTTP 攻击使用 TCP 端口 8000。发布本指南时，当前在“深入检查”
(DI) 攻击对象数据库中存在两种这样的攻击 : 

3656, App: HP Web JetAdmin Framework Infoleak

DOS:NETDEV:WEBJET-FW-INFOLEAK ( 位于攻击对象组 MEDIUM:HTTP:SIGS 中 )

3638, App: HP Web JetAdmin WriteToFile Vulnerability, 

DOS:NETDEV:WEBJET-WRITETOFILE ( 位于攻击对象组 CRITICAL:HTTP:SIGS 中 )

但是，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仅将端口 80 上的 TCP 信息流当作 HTTP。因此，
如果安全设备接收到使用端口 8000 的 TCP 信息流，将不会把它视为 HTTP。因
此，DI 引擎不扫描这样的 HTTP 信息流以查找攻击，即使发生了攻击也检测不到
它们 - 除非您将 HTTP 作为应用程序映射到某个使用端口 8000 的定制服务上。

在本例中，您将使用非标准端口 8000 的信息流与 HTTP 相关联以检测上述攻击。

WebUI

1. 定制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HTTP2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0
Source Port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8000
Destination Port High: 8000

2.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2
Application: HTTP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Group: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Log: ( 选择 )

注意 : 一般来说，如果您正在网络中运行使用非标准端口号的某些服务，并且想让 DI 
引擎扫描该信息流，您必须将非标准端口号与服务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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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定制服务
set service HTTP2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00-8000

2. 策略
device->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HTTP2 permit attack 

CRITICAL:HT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attack MEDIUM:HTTP:SIGS action close
device(policy:1)-> exit
device-> set policy id 1 application http
save

定制的攻击对象和组

您可以定义新的攻击对象和对象组，以定制“深入检查”(DI) 应用，来 好地满足
自己的需要。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可以是状态式签名，在 NetScreen-5000 上，也
可以是 TCP 流式签名。也可以调整各种参数来修改预定义协议异常攻击对象。

用户定义的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
可以为 FTP、HTTP 和 SMTP 创建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在创建攻击对象时，执行
下列步骤 : 

命名攻击对象。( 所有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名称必须以 "CS:" 开头。)

选择 DI 搜索的环境。( 对于创建攻击对象时可以使用的所有环境的完整列表，
请参阅第 A-I 页上的“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

定义签名。( 第 138 页上的“规则表达式”介绍定义签名时可以使用的规则表
达式。)

给攻击对象分配严重性级别。( 有关严重性级别的信息，请参阅第 117 页上的
“更改严重性级别”。)

然后必须将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放在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组中供策略使用。

注意 : 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组只能包含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不能在同一个攻击对象组
中混用预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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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表达式

在输入签名的文本字符串时，可以输入由普通字符组成的字母数字字符串，按照字
符搜索精确的匹配，或者可使用规则表达式来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可能匹配的字符
集。ScreenOS 支持以下规则表达式，如表 14 所示。

表 14:  ScreenOS 支持的规则表达式

用途 元字符 范例 含义

直接二进制匹配 ( 八进制 )1 \Ooctal_number \0162
匹配 : 

162

精确匹配此八进制数 : 162

直接二进制匹配 ( 十六进制 )2 \Xhexadecimal_number\X \X01 A5 00 00\X
匹配 : 

01 A5 00 00

精确匹配四个十六进制数 : 

01 A5 00 00

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characters\] \[cat\]
匹配 : 

Cat, cAt, caT

CAt, CaT, CAT

cat, cAt

匹配 cat 中的字符而不区分
每个字符的大小写

匹配任何字符 . c . t
匹配 : 

cat, cbt, cct, … czt

cAt, cBt, cCt, … cZt

c1t, c2t, c3t, … c9t

匹配 c- 任何字符 -t

零次或多次匹配前一个字
符，而不仅一次

* a*b+c
匹配 : 

bc

bbc

abc

aaabbbbc

匹配 a 零次、一次或多次，后
面 b 一次或多次， 后 c 一次

一次或多次匹配前一个字符 + a+b+c
匹配 : 

abc

aabc

aaabbbbc

匹配 a 一次或多次，后面 b 
一次或多次， 后 c 一次

零次或一次匹配前一个字符 ? drop-?packet
匹配 : 

drop-packet

droppacket

匹配 drop-packet 或 
droppacket

组表达式 ( )

前一个或后一个字符 - 通常
与 ( ) 配合使用

| (drop | packet)
匹配 : 

drop

packet

匹配 drop 或 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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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用户定义的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

在本例中，您拥有 DMZ 区段中的一个 FTP 服务器、一个 web 服务器以及一个邮
件服务器。为用户定义的签名对象定义以下攻击对象，如表 15 所示。

表 15:  用户定义的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

然后将它们编组为名为 "DMZ DI" 的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组，并在策略中引用它，
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发到 DMZ 区段中的服务器的信息流。

WebUI

1. 攻击对象 1: ftp-stor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ftp-stor
Attack Context: FTP Command
Attack Severity: Medium
Attack Pattern: STOR

2. 攻击对象 2: ftp-user-dm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ftp-user-dm
Attack Context: FTP User Name
Attack Severity: Low
Attack Pattern: dmartin

字符范围 [start-end] [c-f]a(d | t)
匹配 : 

cad, cat

dad, dat

ead, eat

fad, fat

匹配所有以 c、d、e 或 f 开
头、中间含字母 a 且以字母 d 
或 t 结尾的字符串

下列字符的相反值 [^character] [^0-9A-Z]
匹配 : 

a, b, c, d, e, … z

匹配小写字母

1.八进制是以 8 为基数的记数系统，只使用数字 0-7。
2.十六进制是以 16 为基数的记数系统，使用通常的 0-9 数字，并使用字母 A-F 表示十进制值为 10-15 的十六进制数字。

用途 元字符 范例 含义

对象名 用途

cs:ftp-stor 阻止某人在 FTP 服务器上放置文件

cs:ftp-user-dm 拒绝登录名为 dmartin 的用户的 FTP 访问

cs:url-index 在任何 HTTP 请求中，封锁含有已定义的 URL 的 HTTP 封包

cs:spammer 封锁从含有 "spam.com" 的电子邮件地址发出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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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攻击对象 3: url-index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url-index
Attack Context: HTTP URL Parsed
Attack Severity: High
Attack Pattern: .*index.html.*

4. 攻击对象 4: spammer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spammer
Attack Context: SMTP From
Attack Severity: Info
Attack Pattern: .*@spam.com

5. 攻击对象组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下列定制
攻击对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CS:DMZ DI

选择 cs:ftp-stor，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选择 cs:ftp-user-dm，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
动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选择 cs:url-index，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
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选择 cs:spammer，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
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 单击 Multiple，选择 FTP，然后单击 OK 以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S:DMZ DI
Action: Close Server
Log: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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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攻击对象 1: ftp-stor
set attack cs:ftp-stor ftp-command STOR severity medium

2. 攻击对象 2: ftp-user-dm
set attack cs:ftp-user-dm ftp-username dmartin severity low

3. 攻击对象 3: url-index
set attack cs:url-index http-url-parsed index.html severity high

4. 攻击对象 4: spammer
set attack cs:spammer smtp-from .*@spam.com severity info

5. 攻击对象组
set attack group "CS:DMZ DI"
set attack group "CS:DMZ DI" add cs:ftp-stor
set attack group "CS:DMZ DI" add cs:ftp-user-dm
set attack group "CS:DMZ DI" add cs:url-index
set attack group "CS:DMZ DI" add cs:spammer

6.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http permit attack "CS:DMZ DI" action 

close-server
set policy id 1
device(policy:1)-> set service ftp
device(policy:1)-> exit
save

TCP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状态式签名在特定应用中是基于环境的，如 FTP 用户名或 SMTP 包头字段。TCP 
流式签名查找任何种类的 TCP 信息流中所有位置的模式，而不管所使用的应用协
议是什么。

由于没有预定义的 TCP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您必须定义它们。在创建签名攻击对
象时，定义下列组件 : 

攻击对象名称 ( 所有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名称必须以 "CS:" 开头。)

对象类型 (“流”)

模式定义

严重性级别

图 54:  TCP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的范例

注意 : 只能在 NetScreen-5000 系列系统上定义 TCP 流式签名。

 set attack "CS:A1" stream ".*satori.*" severity critical

名称 类型 定义 严重性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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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用户定义的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在本例中，定义一个流式签名对象 ".*satori.*"。将其命名为 "CS:A1"，并将其严重
性级别定义为“关键”。由于策略只能引用攻击对象组，因此，创建名为 
"CS:Gr1" 的一个组，然后将该对象添加到该组中。 后，定义引用 CS:Gr1 的一个
策略，并且指示安全设备 : 如果该模式出现在此策略所适用的任何信息流中，则切
断连接并将 TCP RST 发送给客户端。

WebUI

1.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A1
Attack Context: Stream
Attack Severity: Critical
Attack Pattern: .*satori.*

2.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组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CS:Gr1

选择 Available Members 栏中的 CS:A1，然后单击 << 将其移动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S:Gr1
Action: Close Client
Log: ( 选择 )

CLI

1.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
set attack "CS:A1" stream ".*satori.*" severity critical

2. 流式签名攻击对象组
set attack group "CS:Gr1"
set attack group "CS:Gr1" add "CS:A1"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attack CS:Gr1 action close-clien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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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置的协议异常参数
可以修改协议异常攻击对象的某些参数。尽管 Juniper 定义协议异常攻击对象来查
找偏离在 RFC 和通用 RFC 扩展中所定义的协议标准的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执行过
程都遵守这些标准。如果您发现某个协议异常攻击对象的应用程序正在产生大量的
主动错误信息，您可以修改其参数以更好地匹配网络中该协议的认同用法。

范例 : 修改参数

在本例中，将为以下参数设置较大的值以减少使用缺省设置时所产生的主动错误信
息的数量 : 

对于以下参数，将为其设置较小的值以检测安全设备使用缺省设置时检测不到的
异常行为 : 

WebUI

CLI

set di service smb failed_logins 8
set di service gnutella max_ttl_hops 10
set di service aim max_flap_length 5000
set di service aim max_oft_frame 5000
save

注意 : 有关所有可配置参数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中的 di 命令。

协议参数 缺省值 新值

SMB - 每分钟登录失败的 大次数 失败 4 次 失败 8 次

Gnutella - 大活动时间 (TTL) 跳跃数 8 个跳跃 10 个跳跃

协议参数 缺省值 新值

AOL Instant Messenger (AIM) - OSCAR 文件传输 (OFT) 文件
名 大长度。

OSCAR = 用于实时通信的开放式系统，AIM 客户端使用的
协议。

10,000 字节 5,000 字节

AOL Instant Messenger - FLAP 帧 ( 由总长度为 6 字节的 
FLAP 包头外加数据组成 ) 的 大长度。

OSCAR 使用 FLAP 协议创建连接并打开 AIM 客户端之间的
通道。

10,000 字节 5,000 字节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修改协议异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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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通常使用攻击对象来匹配表示恶意或异常活动的模式。不过，也可以使用它们来匹
配表示善意或合法活动的模式。使用这种方法时，只有当某种类型的信息流与某一
特定模式不相匹配时才会发生错误。要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攻击对象，应使用排除的
概念。

攻击对象排除的一个很有用的应用就是封锁除使用正确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之外
的所有其它登录尝试。虽然定义所有无效用户名和密码相当困难，但定义正确的用
户名和密码，之后再应用排除以反选安全设备将其视为攻击的对象 ( 即除了指定攻
击对象之外的所有对象 ) 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范例 : 攻击对象排除

在本例中，( 请参阅图 55) 将定义两个攻击对象 : 其中一个指定了登录到 FTP 服务
器所需的正确用户名，而另一个则指定了正确的密码。然后对这两个攻击对象应用
排除，使得安全设备封锁所有使用除攻击对象中所定义的用户名或密码之外的任何
其它用户名或密码登录该服务器的尝试。

本例使用以下设置 : 

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是 admin1 和 pass1。

FTP 服务器位于 DMZ 区段中的 1.2.2.5 处。其地址名为 ftp1。

对从 Untrust 和 Trust 区段中的所有主机发往该服务器的 FTP 信息流应用 DI。

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将创建以下两个攻击对象 : 

攻击对象 #1: 

Name: CS:FTP1_USR_OK

Negation: enabled

Context: ftp-username

Pattern: admin1

Severity: high

攻击对象 #2: 

Name: CS:FTP1_PASS_OK

Negation: enabled

Context: ftp-password

Pattern: pass1

Severity: high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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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这两个对象都放到名为 CS:FTP1_LOGIN 的攻击对象组中，并在两个策略中
引用该攻击对象组，这两个策略允许 FTP 信息流从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流向 DMZ 
区段中的 ftp1。

图 55:  攻击对象排除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ethernet2 
1.2.2.1/24

登录尝试 : 

Untrust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DMZ

登录尝试 : 
User Name: admin1 
Password: pass1

ethernet3 
1.1.1.1/24

LAN

LAN

注意 : 为简单起见，未显示 Untrust 区段中
的外部路由器。其地址为 1.1.1.250。

FTP 服务器 
"ftp1" 1.2.2.5

登录尝试 : 

Password: pass1

互联网
User Name: 123456 
Password: 123456 

User Name: admin1登录尝试 : 
User Name: anon
Password: logos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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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t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DMZ

3. 攻击对象 1: CS:FTP1_USR_OK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FTP1_USR_OK
Attack Context: ftp-username
Attack Severity: High
Attack Pattern: admin1
Pattern Negation: ( 选择 )

4. 攻击对象 2: CS:FTP1_PASS_OK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ttack Name: CS:FTP1_PASS_OK
Attack Context: ftp-password
Attack Severity: High
Attack Pattern: pass1
Pattern Negation: ( 选择 )

5. 攻击对象组

Objects > Attacks > Custom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下列定制
攻击对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CS:FTP1_LOGIN

选择 CS:FTP1_USR_OK，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
移动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选择 CS:FTP1_PASS_OK，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Selected Members 栏中。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 选择 ) 1.1.1.250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1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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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S:FTP1_LOGIN
Action: Drop
Log: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1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 单击 Deep Inspection，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 以输入每个攻击对象
组，然后单击 OK 返回基本策略配置页 : 

Group: CS:FTP1_LOGIN
Action: Drop
Log: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ftp1 1.2.2.5/32

3. 攻击对象
set attack CS:FTP1_USR_OK ftp-username not admin1 severity high
set attack CS:FTP1_PASS_OK ftp-password not pass1 severity high
set attack group CS:FTP1_LOGIN
set attack group CS:FTP1_LOGIN add CS:FTP1_USR_OK
set attack group CS:FTP1_LOGIN add CS:FTP1_PASS_OK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ftp1 ftp permit attack CS:FTP1_LOGIN action 

drop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any ftp1 ftp permit attack CS:FTP1_LOGIN action drop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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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组件的点状封锁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选择性地封锁通过 HTTP 发送的 ActiveX 控件、Java 
applet、.zip 文件和 .exe 文件。这些组件对网络安全造成的危险是 : 它们为不可信
方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其有可能载入而后控制受保护网络中的主机上的应用程序。

当在安全区段中启用对这些组件的一个或多个封锁时，安全设备将检查每个到达绑
定到该区段的接口的 HTTP 包头。设备检查包头中列出的内容类型，看看其是否指
示封包负荷中有任何目标组件。如果内容类型是 Java、.exe 或 .zip，并且已配置安
全设备使其封锁这些 HTTP 组件类型，则设备将封锁封包。如果内容类型仅列出 
"octet stream"，而未列出特定的组件类型，则设备将检查负荷中的文件类型。如
果文件类型是 Java、.exe 或 .zip，并且已配置设备使其封锁这些组件类型，则设备
将封锁封包。

当启用 ActiveX 控件的封锁时，设备将封锁负荷中包含任何类型 HTTP 组件 
(ActiveX 控件、Java applets、.exe 文件或 .zip 文件 ) 的所有 HTTP 封包。

ActiveX 控件
Microsoft ActiveX 技术为 web 设计者提供了创建动态和交互式 web 页面的工具。
ActiveX 控件是允许不同的程序彼此相互作用的组件。例如，ActiveX 允许浏览器打
开电子表格或显示来自后端数据库的个人帐户。ActiveX 组件也可以包含其它组件 
( 如 Java applet) 或文件 ( 如 .exe 和 .zip 文件 )。

当您访问启用了 ActiveX 的网站时，网站提示您将 ActiveX 控件下载到计算机中。
Microsoft 提供了一条弹出式消息，显示对供下载的 ActiveX 代码进行认证的公司
或编程者的名称。如果您信任该代码的来源，则可以继续下载这些控件。如果您
不信任该来源，则可以拒绝它们。

如果您将 ActiveX 控件下载到计算机中，则该控件将实现其创建者设计的任何功
能。如果这是恶意代码，该控件现在可以重新格式化硬盘、删除所有文件、将您的
个人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老板，等等。

Java Applet
与 ActiveX 的用途类似，Java applet 也通过允许与其它程序交互来增强网页的功
能。您将 Java applet 下载到计算机上的 Java Virtual Machine (VM)。在 初的 Java 
版本中，VM 不允许 applet 与计算机上的其它资源交互。从 Java 1.1 开始，已放宽
了一些限制来提供更强的功能。因此，现在 Java applet 可以访问 VM 外部的本地
资源。由于攻击者可以编制 Java applet 来在 VM 外部运行，它们会像 ActiveX 控件
那样造成同样的安全威胁。

EXE 文件
如果您下载并运行从 Web 上获得的可执行文件 ( 即带有 .exe 扩展名的文件 )，并
不能保证该文件未受感染。即使您信任下载文件的网站，嗅探该网站下载请求的某
人可能已截取了您的请求，并用修改过的包含恶意代码的 .exe 文件做出响应。

注意 : 当启用了 ActiveX 封锁后，安全设备将封锁 Java applet、.exe 文件和 .zip 文件 - 
无论它们是否包含在 ActiveX 控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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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 文件
zip 文件 ( 即带有 .zip 扩展名的文件 ) 是一种包含一个或多个压缩文件的文件。前
一部分介绍的有关下载 .exe 文件的危险也适用于 .zip 文件，因为 .zip 文件可能包
含一个或多个 .exe 文件。

范例 : 封锁 Java Applet 和 .exe 文件

在本例中，在到达 Untrust 区段接口的封包中，封锁包含 Java applet 和 .exe 文件
的任何 HTTP 信息流。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选择 Block Java Component 和 Block 
EXE Component，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component-block jar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component-block ex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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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入侵检测和防护

入侵防护系统 (IPS) 通常多称为防火墙，用于检测和防止网络信息流中的攻击。防火
墙能够提供周边和边界保护，但其允许的信息流可隐藏防火墙所无法检测的攻击。

Juniper Networks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在以内联方式部署到您的网络后能够检测
并进而阻止攻击。与单独的 IPS 不同的是，IDP 使用多种方法检测对您的网络实施
的攻击并防止攻击者获得访问权限和搞破坏。IDP 可在攻击进入您的网络之前便丢
弃恶意封包或连接。其旨在减少主动错误信息，从而确保仅检测和阻止真正的恶意
信息流。还可将 IDP 部署成被动嗅探器，它与传统的 IPS 相似，但精确性更高和更
容易管理。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52 页上的“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

第 153 页上的“有 IDP 功能的设备上的信息流”

第 154 页上的“配置入侵检测和防护”

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策略”

第 162 页上的“使用 IDP 规则库”

第 164 页上的“在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第 165 页上的“配置 IDP 规则”

第 177 页上的“配置免除规则”

第 181 页上的“配置后门规则”

第 185 页上的“配置 IDP 攻击对象”

第 200 页上的“将设备配置为独立的 IDP 设备”

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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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

ScreenOS 仅在有些安全设备上支持 IDP 功能。作为可选组件安装在一些安全设备
上的安全模块可提供 IDP 功能。

如果您购买的安全设备只有防火墙或虚拟专用网 (VPN) 功能，可执行以下操作将设
备升级成有 IDP 功能的系统 : 

安装高级许可密钥和 IDP 许可密钥

升级启动加载程序

安装有 IDP 功能的 ScreenOS 版本

升级系统内存

安装安全模块

有关如何将设备升级成包括 IDP 功能的说明，请参阅 ISG 2000 and ISG 1000 Field 
Upgrade 文档。

可将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用作完全集成的防火墙 /VPN/IDP 安全系统，该系统不
仅可过滤互联网和专用网络之间的信息流，还可提供应用程序级的安全性。还可将
该设备用作独立的 IDP 系统，以保护专用网络中的关键网段。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200 页上的“将设备配置为独立的 IDP 设备”。

注意 : 安装 IDP 许可密钥会禁用 ScreenOS 深入检查 (DI) 功能。
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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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DP 功能的设备上的信息流

本节介绍在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上的封包流。这些设备中的 ASIC 处理器收到封
包后，会检查会话表，如果找不到匹配项，则会将封包转发给“管理模块”。
图 56 介绍从“管理模块”到“安全模块”的封包流。“管理模块”将根据防火墙
策略检查封包。如果启用 IDP，信息流将被重新定向到对封包执行 IDP 分析的 小
负载“安全模块”。

图 56:  安全设备中的信息流

由双 CPU 组成的每个“安全模块”都会维护其自己的会话表。双 CPU 允许一个
“安全模块”运行两个 IDP 实例。get sm status 命令显示每个安全模块的双 CPU 
( 请参阅第 156 页 )。

内联监测模式配置启用 IDP 安全模块来被动监控信息流。在内联监测模式下，内
部监测会将信息流中每个数据包的副本发送给安全模块进行 IDP 处理；同时，
ASIC 模块将对内联信息流执行防火墙 /VPN 处理。

如果检测到攻击对象，将通过 "close" 选项进行 TCP 重置以清除会话表。对于每个
与规则匹配的攻击，可选择忽略、丢弃或关闭当前攻击封包或连接。有关在发现攻
击对象时所执行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2 页上的定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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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入侵检测和防护

本节介绍了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IDP 的三个基本示例 : 

第 154 页上的“范例 1: 基本 IDP 配置”

第 157 页上的“范例 2: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被动故障切换”

第 159 页上的“范例 3: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主动故障切换”

预配置任务
开始在设备上配置 IDP 前，需要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

安全设备有 IDP 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2 页上的“有 IDP 功能的
安全设备”。

已在管理站上安装并配置了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SM) 系统。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提供了集成的策略管理，每个安全设备与一个安
全策略相链接，安全策略包含有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定义网络上允许的信息流
类型和在网络内处理信息流的方式。

有用于设备的安全策略。可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提供的缺省安
全策略，也可为设备的防火墙 /VPN 功能创建定制的安全策略。

范例 1: 基本 IDP 配置
在本例中，Juniper Networks 设备部署有防火墙 /VPN/IDP 功能。开始配置前，需
确保设备有 IDP 功能，如第 152 页上的“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所述。如图 57 
所示设置设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1. 在物理上连接网络组件。

2. 使用 CLI、WebUI 或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添加希望 IDP 保护的网络
组件。

图 57:  设置要配置基本 IDP 的设备

注意 : 虽然可使用 ScreenOS CLI 或 WebUI 执行基本的设备配置，但还需要 NSM 在安全
设备上配置和管理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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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件可以是路由器、服务器、工作站、子网或任何连接到您的网络的其它
对象。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这些网络组件用地址对象表示。还
可以创建地址对象组，以表示多个地址对象。有关创建地址对象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3. 在用于设备的适当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 在缺省情况下为内联模式 )。

可使用 CLI、Web UI 或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来执行此步骤。CLI 命
令如下所示 ( 若是使用 NSM 进行配置，请参阅第 164 页上的“在防火墙规则
中启用 IDP”): 

device-> get policy
Total regular policies 5, Default deny.
ID From     To       Src-address  Dst-address  Service  Action State   ASTLCB
9 Trust Untrust Any Any MAIL Permit enabled ---X-X
4 blade1   dmz2 Any Any ANY      Permit enabled ---X-X
6 dmz2     blade1   Any          Any          ANY      Permit enabled ---X-X
10 Untrust  Trust    Any MIP(172.24.~ HTTP Permit enabled ---X-X
                                                  HTTPS
device-> get policy id 4
name:"none" (id 4), zone blade1 -> dmz2,action Permit, status "enable
src "Any", dst "Any", serv "ANY"
Policies on this vpn tunnel: 0
nat off, Web filtering : disabled
vpn unknown vpn, policy flag 00010000, session backup: on
policy IDP mode : disable
traffic shapping off, scheduler n/a, serv flag 00
log yes, log count 0, alert no, counter no(0) byte rate(sec/min) 0/0
total octets 0, counter(session/packet/octet) 0/0/0
No Authentication
No User, User Group or Group expression set
device-> set policy id 4
device (policy:4)-> set idp
device (policy:4)-> exit
device-> get policy id 4
policy IDP mode : inline

4. 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添加设备。

要添加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 

a. 选择 Device Manager > Security Devices > + (Device)。

b. 输入设备名称，然后单击 Next。

c. 输入设备的管理 IP 地址，然后单击 Finish。

新设备将出现在安全设备列表中。

5. 验证设备上的安全策略。

确保有用于设备的安全策略。可使用缺省的安全策略，或当设备被部署成集成
防火墙 /VPN/IDP 设备时，可为设备的防火墙 /VPN 功能创建定制的安全策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策略”。有关使用 NSM 配置
安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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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导入设备。

要导入设备，右键单击您所添加的设备，然后选择 Import device。导入设备
时会将安全策略信息从该设备复制到 NSM 服务器中，从而能够管理该设备。
导入的策略在 NSM 中的 Security Policy 下显示。

有关使用 NSM 添加和配置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其它配置设置包括操作模式、管理密码、区段
接口分配和缺省路由配置。

7. 在设备的安全策略中添加和配置 IDP 规则。

配置设备上的安全策略以加入 IDP 规则。之后，更新设备上的配置时，将在该
设备上安装包括 IDP 规则新增内容或更改在内的整个安全策略。有关启用和配
置 IDP 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上的“配置 IDP 规则”。

8. 将安全策略分配给安全设备。

9. 允许信息流流动并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IDP 会话 : 

device->get sm status
SM CPU aval ena Sess_cnt
1 1 1 10 
2 1 1 8
3 0 1 0
4 0 1 0
5 0 1 0
6 0 1 0

以上命令表明在设备中安装了一个安全模块 (SM1 和 SM2)。CPU 栏说明在设
备中未安装安全模块 2 和 3。每个安全模块上两个 CPU 的状态在单独的行中
显示。

设备中的管理模块处理信息流，然后将其转发给安全模块以进行 IDP 检查。信
息流在安全模块的两个 CPU 间进行负载均衡 ( 参见 Sess_Cnt 栏 )。如果设备有
多个安全模块，则管理模块将平衡安全模块间信息流的负载。

10. 定期更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服务器上的攻击对象数据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

注意 : 如果将该设备用作独立的 IDP 系统，您需要配置简单的防火墙规则来引导要使用 
IDP 规则检查的所有信息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0 页上的“将设备配置
为独立的 IDP 设备”。

注意 : 当设备中安装有多个安全模块，而其中某个模块发生故障时，IDP 会话将自动转
移到下一个安全模块。

安全模块 1

安全模块 2

安全模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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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被动故障切换
本例中，将安全设备设置成高可用性 (HA) 对以消除您的网络设计中的潜在故障
点。图 58 说明了要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被动故障切换的设备设置。两台设备均
处于主动 - 被动故障切换配置；即主设备为主动，处理所有防火墙和 VPN 活动，
备份设备为被动，等待主设备发生故障时接管。

图 58: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被动故障切换

如图 58 所示设置设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设备 A 和设备 B 以实现 IDP，如第 154 页上的“范例 1: 基本 IDP 配置”
中所述。

2. 为确保信息流连续流动，可以在一个冗余集群中用电缆连接并配置两台安全设
备，其中设备 A 用作主设备，设备 B 用作其备份设备。

用电缆将设备 A 上的 e1/x 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e1/x。以同样的方式连接 e2/x 接
口。有关用电缆将两台设备连接在一起、设置受管理的 IP 地址以管理备份设
备或通过在 HA 对的任一侧设置冗余交换机来消除其它潜在故障点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3. 配置 HA 接口。

指定带 HA 接口的区段。将 e1/x 和 e2/x 绑定到 HA 区段。为两台设备上的 
Trust 区段接口设置管理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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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主动 - 被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集群。

将每台设备指派给 NSRP 集群 ID 0。设备成为 NSRP 集群的成员时，它们的物
理接口的 IP 地址自动变成用于“虚拟安全设备”(VSD) 组 ID 0 的“虚拟安全
接口”(VSI) 的 IP 地址。每个 VSD 成员的缺省优先级为 100。具有较高设备 ID 
的设备将成为 VSD 组的主设备。有关 V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
用性。

例如，在每台设备上输入以下内容以配置 NSRP 集群 : 

a. 将设备添加到 NSRP 集群和 VSD 组中。

set nsrp cluster id 0

b. 启用自动“执行对象”(RTO) 同步。

set nsrp rto sync all

c. 选择需要设备监控的端口。

如果设备检测到其中一个被监控端口失去了网络连接，它就会触发一次设
备故障切换。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nsrp cluster id 0
save

根据初始 NSRP 配置，优先级编号 接近 0 的 VSD 组成员成为主设备。( 缺省
值为 100。) 如果设备 A 和设备 B 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则具有 大 MAC 地址的
设备将成为主设备。

主设备将其所有网络和配置设置以及当前会话信息传播到备份设备。尽管备份
设备是被动的，但它会使用从主设备接收的信息来保持同步。如果主设备出现
故障，备份设备会晋升为主设备并接管信息流处理。

注意 : 仅会对防火墙会话保持同步。对于 IDP 会话不会发生状态式故障切换。
配置入侵检测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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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3: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主动故障切换
在本例中，在“路由”模式或“网络地址转换”(NAT) 模式中设置安全设备，并在
冗余集群中将它们配置为主动，以共享在它们之间分配的流量。可使用 NSRP 创建
两个 VSD 组来实现此目的，如图 59 所示。设备 A 充当 VSD 组 1 的主设备和 VSD 
组 2 的备份设备。设备 B 充当 VSD 组 2 的主设备和 VSD 组 1 的备份设备。在主动 -
主动设置中不存在任何单一故障点。

图 59:  配置 IDP 以实现主动 - 主动故障切换

如图 59 所示设置设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设备 A 和设备 B 以实现 IDP，如第 154 页上的“范例 1: 基本 IDP 配置”
中所述。

2. 为确保信息流连续流动，可以在一个冗余集群中用电缆连接并配置两台安全
设备。

用电缆将设备 A 上的 e1/x 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e1/x。以同样的方式连接 e2/x 接
口。有关如何用电缆将两台设备连接在一起、设置受管理的 IP 地址以管理备
份设备或通过在 HA 对的任一侧设置冗余交换机来消除其它潜在故障点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3. 配置 HA 接口。

指定带 HA 接口的区段。将 e1/x 和 e2/x 绑定到 HA 区段。为两台设备上的 
trust 区段接口设置管理 IP 地址。

H A

F LA S H

P W R

FA N

A LA R M

M O D1

T E MP

M O D2

S TAT U S

M O D3 ISG 2000

H A

F LA S H

P W R

FA N

A LA R M

M O D1

T E MP

M O D2

S TAT U S

M O D3 ISG 2000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

Trust 区段

互联网

设备 A

设备 B

FTP-Srv1

主动 - 主动故障切换

VSD ID 0 
设备 B (备份设备 )

设备 A ( 主设备 )

VSD ID 1 

设备 B ( 主设备 )

设备 A (备份设备 )

注意 : 我们建议在两台设备中安装相同数量的安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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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一个主动 - 主动 NSRP 集群。

设备 A 和 B 是同一 NSRP 集群和 VSD 组 0 的成员。为主动 - 主动故障切换创
建第二个 VSD 组 - 组 1。

1. 指定设备 A 的优先级，在组 0 中为 1，在组 1 中为缺省优先级 (100)。

2. 指定设备 B 的优先级，在组 1 中为 1，在组 0 中为缺省优先级 (100)。

在两个 VSD 组中，在主设备上启用抢先选项，并将抢先抑制时间设置为 10 秒。
如果两台设备都处于活动状态，则设备 A 始终是组 1 的主设备，设备 B 始终
是组 2 的主设备。

设备 A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iority 1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eempt hold-down 10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eempt
set nsrp vsd-group id 1
save

设备 B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iority 1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eempt hold-down 10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eempt
save

有关创建两个 VSD 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设备 A 和设备 B 各接收 50% 的网络和 VPN 信息流。设备 A 出现故障时，设
备 B 变成 VSD 组 1 的主设备，同时继续作为 VSD 组 2 的主设备，并处理 
100% 的信息流。

注意 : 仅会对防火墙会话保持同步。对于 IDP 会话不会发生状态式故障切换。
配置入侵检测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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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定义受管理设备如何处理网络信息流。可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配置多个安全策略，但一台设备一次只能有一个活动的安全策略。可在多台设备
上安装相同的安全策略，也可在在网络中的每台设备上安装独特的安全策略。

关于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中的每条指令称为一个规则。安全策略可包含多个规则。在规则库中创建
规则，规则库包含多组规则，可将这些规则组合起来定义安全策略。每个安全策略
都包含“区段”和“全局”防火墙规则库，这些规则库不可删除。可在安全策略中
添加或删除任何其它规则库 -“组播”、IDP、“免除”和“后门”；但单个策略
只能包括任何类型规则库的一个实例。每个安全策略 ( 组合了所有规则库 ) 多可
包含 40,000 条规则。

本节介绍 IDP、“免除”和“后门”规则库。有关“区段”和“全局”防火墙规则
库及“组播”规则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中关于配置安全策略的信息。

管理安全策略
在安全策略中，可管理每个规则库中的单个规则，包括 : 

确定针对网络信息流应用规则的顺序

禁用规则

排除源或目的地址 ( 仅限 ScreenOS 5.x 设备 )

验证安全策略

合并安全策略

有关管理安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安装安全策略
通过在一个或多个规则库中建立规则来创建安全策略后，可在特定的受管理设备上
指派、验证和安装该策略。有关安装安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注意 : 在 ScreenOS WebUI 和 CLI 中，安全策略是定义源、目标、区段、方向和服务的
单个语句。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这样的语句称为规则，而安全策
略就是一些规则的集合。

注意 : 将两个策略合并成单个策略时，不会包括 IDP、“免除”和“后门”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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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DP 规则库

防火墙规则 ( 区段内或全局 ) 允许网络信息流后，可指示设备进一步检查信息流中
是否存在已知的攻击。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支持以下 IDP 规则库 :

IDP: 该规则库利用攻击对象检测已知和未知的攻击，从而保护网络免受攻击。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攻击对象可在 IDP 规则中使用。还可配置
您自己的定制攻击对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5 页上的“配置 IDP 攻
击对象”。

免除 : 该规则库可与 IDP 规则库结合以阻止生成不必要的报警。可在该规则库
中配置规则以排除已知的主动错误信息或排除特定的源、目标或源 / 目标对与 
IDP 规则相匹配。如果信息流与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相匹配，IDP 将在执行指
定的操作前尝试将该信息流与“免除”规则库相对照。

后门检测: 该规则库可保护您的网络免受安装在您主机上的机制 (这些机制是为
了方便未经授权便能访问系统而安装的 ) 的危害。通常，已损害某个系统的攻
击者会安装后门程序 ( 如特洛伊木马 ) 以便于将来的攻击。攻击者向后门程序
发送信息或从后门程序检索信息时，他们将生成 IDP 能够检测的交互信息流。

所有规则库 ( 包括“区段”、“全局”和“组播”规则库 ) 中的规则组合起来便可
创建安全策略。为引导设备处理并执行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需要在防火墙规则
中启用 IDP。请参阅第 164 页上的“在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IDP 规则库基于角色的管理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的基于角色的管理 (RBA) 允许您为各个管理员创建定
制角色，以授予他们查看或编辑 IDP 规则库的权限。有关 RBA 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可基于 IDP 规则库为角色分
配查看或编辑功能。例如，可查看和编辑防火墙规则库的管理员可能只能查看 IDP 
和“后门”规则库。

在缺省情况下，预定义角色“系统管理员”和“域管理员”能够查看和编辑所有规
则库，而“只读系统管理员”和“只读域管理员”只能查看规则库。创建新角色
时，可使用 New Role 对话框，指定管理员是可以查看还是可以编辑 IDP 或“后
门”规则库。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将使用新发现的攻击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对象以保持其 新。
有关更新攻击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

注意 : 如果将设备导入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导入的设备配置将不包括 IDP、
“免除”或“后门”规则库。
使用 IDP 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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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DP 规则的对象
对象是可应用于规则的可重用逻辑实体。您所创建的每个对象将添加到相应对象类
型的数据库中。可使用以下类型的对象 :

地址对象代表网络的组件，如主机、服务器和子网。在安全策略中使用地址对
象指定要保护的网络组件。

有关创建地址对象的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服务对象代表使用传输层协议 ( 如 TCP、UDP、RPC 和 ICMP) 的网络服务。使
用规则中的服务对象指定攻击访问网络所使用的服务。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包括预定义的服务对象，即一个基于行业标准服务的服务对象数据
库。如果需要添加预定义服务对象中未包括的服务对象，可创建定制服务对
象。有关创建服务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IDP 攻击对象代表已知和未知的攻击。IDP 包括一个预定义的攻击对象数据
库，Juniper Networks 会定期更新该数据库 ( 请参阅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还可以添加定制攻击对象以检测您的网络中特有的攻击 ( 请参阅第 
185 页上的“配置 IDP 攻击对象”)。

配置安全策略模板
创建新的安全策略时，有以下选择 : 

创建包含缺省防火墙规则的安全策略。

选择预定义模板。

将现有安全策略复制到新策略中，然后对其进行修改。

模板是特定规则库类型的一组规则，可作为创建安全策略的起点。有关模板的列
表，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注意 : 必须在“地址对象”数据库中创建每个对象。不存在缺省的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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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所有规则库中的规则组合起来可创建安全策略。安全设备将按以下顺序处理和执行
每个规则库中的规则 :

1. 基于区段的防火墙

2. 全局防火墙

3. 组播

4. IDP

5. 免除

6. 后门

在基于区段的或全局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后，将使得满足防火墙规则的信息流
要通过 IDP 规则库的检查。

要在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在基于区段的或全局防火墙规则的 Rule Options 栏内
单击右键，然后选择 DI Profile/Enable IDP。将出现 DI Profile/Enable IDP 对话
框，如图 60 所示。

图 60:  DI Profile/Enable IDP 对话框

注意 : 防火墙动作必须是 permit。对于设备拒绝或丢弃的信息流不能启用 IDP。

注意 : 这些攻击配置文件设置仅适用于防火墙 /VPN 设备上的“深入检查”(DI) 功能。
如果在设备上安装 IDP 许可，将会禁用设备上的 DI。
在防火墙规则中启用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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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IDP
在缺省情况下会禁用 IDP 选项。选择 Enable 可针对满足防火墙规则的信息流启用 
IDP。启用 IDP 后，还可选择在安装了安全策略的设备上是以内联模式还是以内联
监测模式运行 IDP 功能。

指定内联模式或内联监测模式
目标设备上的 IDP 可采用以下两种模式之一来运行 :

在内联模式中，IDP 直接在您的网络信息流的路径中并可检测和阻止攻击。例
如，可将具有集成防火墙 /VPN/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部署在互联网与企业 
LAN、WAN 或特殊区段 ( 如 DMZ) 之间。此为缺省模式。

在内联监测模式中，IDP 接收封包的副本，而在网络上转发原始封包。IDP 会
检查封包副本并标记任何潜在的问题。IDP 的封包检查不影响网络中封包的
转发。

指定 IDP 模式作为设备安全策略的一部分。

配置 IDP 规则

IDP 规则库利用攻击对象识别恶意活动，然后采取措施阻止攻击，从而保护您的网
络免受攻击。注意防止配置大量 IDP 规则而引发性能问题。

创建 IDP 规则时，必须指定下列信息 : 

使用以下特性指定需要 IDP 监控攻击的网络信息流的类型 : 

From Zone/To Zone: 从源区段流向目标区段的所有信息流。可选择任何区
段作为源或目标；但该区段对于在规则的 Install On 栏中选择的安全设备必
须是有效的。还可使用区段例外为每台设备指定独特的 to 和 from 区段。

Source IP: 网络信息流始发的源 IP 地址。可将该项设置为 "any" 以监控始
发于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信息流。也可指定 "negate" 以指定除指定地址外
的所有源。

Destination IP: 网络信息流发送到的目标 IP 地址。可将该项设置为 "any" 
以监控发送到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信息流。也可指定 "negate" 以指定除指
定地址外的所有目标。

Service: 目标 IP 地址所支持的应用层协议。

注意 : 即使在目标设备的防火墙规则中未启用 IDP，仍可以为该设备配置 IDP 规则。但
是，如果更新该设备上的安全策略，将无法应用这些 IDP 规则。

注意 : 必须以内联方式部署有 IDP 功能的设备。不能将处于内联监测模式下的设备连接
到交换机上的外部 TAP 或 SPAN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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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 Match: 在缺省情况下，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不是 终的，这表
示 IDP 将检查规则库中的所有规则并执行所有匹配的规则。可指定规则为

终的；如果 IDP 遇到与在 终规则中指定的源、目标和服务相符的连
接，它将不检查该连接的任何后续规则。请注意，信息流无需与 终规则
中指定的攻击相匹配。 终规则应出现在靠近规则库的顶部，位于可能与
相同信息流匹配的其它规则之前。指定 终规则时应小心谨慎。

请参见第 172 页上的图 70，并注意选中 Terminate Match 之后就不再评估 
Terminate Match Rule ( 规则遮盖 ) 下的规则。

如果不选中 Terminate Match，将出现多事件记录 / 匹配的情况，从而导致
一个攻击会在日志中创建多个条目和多个操作。

您希望在被监控的网络信息流中，IDP 能匹配应对的攻击。每个攻击被定义为
一个攻击对象，它代表一种已知的攻击模式。只要在被监控网络信息流中遇到
该已知的攻击模式，即表示与该攻击对象相匹配。可按类别、操作系统、严重
性添加攻击对象或单独添加。

被监控网络信息流与规则的攻击对象相匹配时，希望 IDP 执行的操作。可指定
以下信息 : 

Action: 希望 IDP 对当前连接执行的操作。

IP Actions: 希望 IDP 对将来使用相同 IP 地址的连接执行的操作。

Notification: 选择 none；或者启用记录，然后选择适当的网络记录选项。

Severity: 使用选定攻击对象的缺省严重性设置，或为您的规则选择特殊的
严重性。

添加 IDP 规则库
在 IDP 规则库中可以配置规则之前，需要采用以下步骤将 IDP 规则库添加到安全
策略中 :

1. 在主导航树中，选择 Security Policies。通过在 Security Policy 窗口中双击策
略名称或通过单击策略名称然后选择 Edit 图标，打开安全策略。

2. 单击 Security Policy 窗口右上角的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dd IDP Rulebase。请
参见图 61。

图 61:  添加 IDP 规则库
配置 IDP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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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 IDP 规则库选项卡。请参阅图 62。

图 62:  IDP 规则库已添加

3. 要配置 IDP 规则，请单击 Security Policy 窗口左侧的 Add 图标。

将显示缺省的 IDP 规则。可根据需要修改该规则。请参阅图 63。

图 63:  IDP 规则已添加

匹配信息流
创建 IDP 规则时，必须指定希望 IDP 监控攻击的网络信息流的类型。这些特性包
括始发及接收信息流的网络组件和信息流通过的防火墙区段。

IDP 规则库中的所有规则都必须在 Match 栏有 From Zone、Source、To Zone、
Destination 和 Service。Terminate Match 选择允许您指定一个 终规则；如果 IDP 
遇到 终规则中其它 Match 栏的匹配项，将不再检查规则库中的其它规则。匹配
的信息流无需与 终规则中指定的攻击相匹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1 页
上的“ 终规则”。)

以下各小节详细说明了 IDP 规则的 Match 栏。

源和目标区段

可为源和目标选择多个区段；但是，在要安装策略的安全设备上，这些区段必须可
用。可为源或目标区段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或发往任何区段的网络信息流。

注意 : 可为一些安全设备创建定制区段。可从中选择源和目标区段的区段列表包括预定
义的和定制的区段，它们是已经为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的所有设备
配置过的区段。因此，只应选择适用于要安装安全策略的设备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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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目标地址对象

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系统中，地址对象用于表示网络上的组件 : 主机、
网络、服务器等。通常，网络上的服务器或其它设备将是内向攻击的目标 IP，有
时也可以是交互式攻击的源 IP ( 有关交互式攻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1 页上
的“配置后门规则”)。可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信息流。也可 
"negate"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中列出的地址对象，以指定除排除对象外的所有
源或目标。

可在创建 IDP 规则 ( 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之前
或在创建或编辑 IDP 规则过程中创建地址对象。要选择或配置地址对象，右键单
击规则的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然后选择 Select Address。在 Select Source 
Addresses 对话框中，可选择已创建的地址对象或单击 Add 图标创建新的主机、网
络或组对象。

范例 : 设置源和目标

您要检测针对您的内部网络进行的内向攻击。将 From Zone 设置为 Untrust，将 
Source IP 设置为 any。将 To Zone 设置为 dmz 和 trust。选择代表要保护其免受攻
击的主机或服务器的地址对象作为目标 IP。

您的规则与图 64 所示的示例类似。

图 64:  设置源和目标

范例 : 设置多个源和目标

您要检测在两个网络之间的攻击。为 Source 和 Destination 选择多个地址对象。

您的规则与图 65 中的示例类似。

图 65:  设置多个源和目标网络

对攻击的源和目标定义得越具体，越能减少主动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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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服务是定义数据在通过网络时如何构造的应用层协议。由于网络支持的服务与攻击
者必须用于攻击网络的服务相同，因此可指定目标 IP 支持何种服务，从而使您的
规则更加有效。

服务对象表示您的网络上运行的服务。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包括预定义服
务对象，这些服务对象基于行业标准服务。可使用规则中的这些服务对象指定攻击
访问您的网络时所使用的服务。还可创建定制服务对象以表示预定义服务中未包括
的协议。有关配置服务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中有关对象配置的信息。

在 Service 栏中，选择想要 IDP 匹配的信息流的服务。

选择 Default 以接受您在 Attacks 栏中选择的攻击对象所指定的服务。在 
Attacks 栏中选择一个攻击对象时，与该攻击对象相关联的服务将成为规则的
缺省服务。要了解确切的服务，请查看攻击对象的详细信息。

选择 Any 以设置任何服务。

选择 Select Service 以从已定义服务对象列表中选择特定的服务。

范例 : 设置缺省服务

您想保护 FTP 服务器免受 FTP 攻击。将服务设置为 Default，并添加检测 FTP 缓冲
区溢出尝试的攻击对象。尽管规则中的 Service 栏仍然显示 "Default"，但规则实际
上会使用在攻击对象中指定的 TCP-FTP 缺省服务。

您的规则与图 66 所示的示例类似。

图 66:  设置缺省服务

范例 : 设置特定服务

您的邮件服务器支持 POP3 和 SMTP 连接但不支持 IMAP。设置 POP3 和 SMTP 服
务对象作为可用于攻击邮件服务器的服务。由于不支持 IMAP，因此无需添加 
IMAP 服务对象。

您的规则与图 67 中的示例类似。

注意 : 所有服务均依赖传输层协议传输数据。IDP 包括使用 TCP、UDP、RPC 和 ICMP 
传输层协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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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设置特定服务

如果要支持非标准端口上的服务，应选择不同于缺省值的服务。

范例 : 设置非标准服务

您将非标准端口 (8080) 用于 HTTP 服务。使用 Object Manager 在端口 8080 上创
建定制服务对象。

图 68:  添加非标准服务对象

将该服务对象添加到规则中，然后添加几个具有 TCP/80 缺省服务的 HTTP 攻击对
象。IDP 会使用指定的服务 HTTP-8080，而不是缺省服务，并在端口 8080 的 TCP 
信息流中查找 HTTP 攻击的匹配项。

您的规则与图 69 中的示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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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设置非标准服务

可创建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在规则中使用，如使用非标准端口的协议的服务对象。但
无法将攻击对象与它们不使用的协议相匹配。

终规则

一般的 IDP 规则匹配算法将从规则库顶部开始，对照与源、目标和服务匹配的规
则库中的所有规则检查信息流。 终规则是这种常规规则匹配算法的一个例外。在

终规则中发现源、目标和服务的匹配项时，IDP 将不再继续检查后续规则是否存
在相同的源、目标和服务。信息流与匹配规则中的攻击对象匹配与否并不重要。

可将 终规则用于以下目的 : 

为针对相同源和目标的不同攻击设置不同的操作。在以下小节“范例 : 设置
终规则”中用规则 3 和规则 6 说明了这一点。

忽略源自已知信任源的信息流。通常，对应该类 终规则的操作为 None。在
以下小节“范例 : 设置 终规则”中用规则 1 说明了这一点。

忽略发往仅易受一组特定攻击的服务器的信息流。通常，对应该类 终规则的
操作为 Drop Connection。

定义 终规则时务必谨慎。不合适的 终规则会使您的网络直接暴露在攻击之下。
切记与 终规则的源、目标和服务匹配的信息流再不会与后续规则进行比较，即使
该信息流与 终规则中的攻击对象不匹配时也如此。请仅在要检查某种类型的信息
流是否存在一组特定的攻击对象时才使用 终规则。尤其要小心对源和目标都使用 
"any" 的 终规则。

终规则应出现在靠近规则库的顶部，位于可能与相同信息流匹配的其它规则之
前。创建或修改规则时，通过在 Security Policy 窗口的 Terminate Match 栏内选中
相应方框可将规则设置为 终规则。

注意 : 在许多情况下，可用免除规则代替 终规则。您可能会发现配置免除规则较配置
终规则更容易和更直接。请参阅第 177 页上的“配置免除规则”。
配置 IDP 规则 17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72
范例 : 设置 终规则

在以下说明的示例 IDP 规则库中，规则 1、3、4 和 5 被配置为 终规则 : 

如果信息流的源 IP 源自安全网络 ( 已知信任网络 )，则规则 1 会终止匹配算
法。如果符合该规则，IDP 将忽略来自安全网络的信息流，并不再继续监控相
应会话中是否有恶意数据。

当目标 IP 为公司或欧洲邮件服务器时，规则 3 和 6 对不同的攻击设置不同的
操作。当攻击是使用机密 SMTP 上下文的电子邮件时，规则 3 会终止匹配算
法。如果攻击是 SMTP 攻击，规则 6 就会关闭服务器。

在目标为 web 服务器且攻击为 Critical 或 High HTTP 攻击时，规则 4 会终止匹
配算法。该规则确保 IDP 丢弃对 web 服务器进行的 重要的 HTTP 攻击，并
且不再继续匹配该连接。

当源为内部网络且攻击是关键、高或中等严重性的特洛伊木马后门时，规则 5 
会终止匹配算法。该规则确保 IDP 关闭客户端和服务器，并不再继续匹配该
连接。

Service 栏中的 default ( 参见第 172 页上的图 70) 表示规则是基于该规则的攻击对
象的服务绑定动态建立的。要查看规则的服务绑定，右键单击攻击，然后选择 
View Services。即使选择了比较泛泛的类别 ( 如 HTTP Critical)，也可使用 View 
Services 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图 70:  设置 终规则

定义操作
可指定 IDP 将执行何种操作以应对与安全策略中的规则相匹配的攻击。对于每个
与规则匹配的攻击，可选择忽略、丢弃或关闭当前攻击封包或连接。如果规则被触
发，IDP 可对连接执行操作。

如果 IDP 被配置为 Drop Packet 且发现 TCP 攻击，则“安全模块”将通知“管理模
块”后继封包为攻击，进而 IDP 操作将被更新为更高的严重性级别，即 Drop 
Connection。

如果封包触发了多个规则操作，则设备将应用严重性级别 高的操作。例如，如果
规则规定封包将接收差异服务标记并被丢弃，则该封包将被丢弃。

表 16 说明了可为 IDP 规则指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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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IDP 规则操作

有关 IDP 规则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设置攻击对象
攻击对象表示连接中特定模式的恶意活动，是一种检测攻击的方法。每个攻击对象
将检测可用于破坏您的网络的已知或未知攻击。有关攻击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85 页上的“配置 IDP 攻击对象”。

可以单个方式或以组的形式向规则中添加攻击对象。攻击对象按如下所述进行组织: 

攻击列表是所有攻击对象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列表，包括定制攻击对象。

动态攻击组包含预定义的和定制攻击组。

要为规则添加攻击对象，右键单击规则的 Attacks 栏，然后选择 Select Attacks。
将出现 Add Attacks 对话框。

单个添加攻击对象

“攻击列表”可用于为规则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定攻击对象。“攻击列表”包含按字
母顺序显示的攻击对象。也可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的集成搜索功能
查找攻击对象名称中的特定单词或字符串。有关使用搜索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有关攻击对象和创建定制攻击对象及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5 页上的“配置 
IDP 攻击对象”。

动作 说明

None IDP 对连接不采取任何操作。如果与包含 None 操作的规则相匹
配，相应的日志记录将在日志查看器的操作栏中显示 "accept"。

Ignore 如果发现攻击匹配，IDP 将忽略信息流，将来不对其进行检查。通
常应避免选择该操作。

注意 : 该操作并不表示忽略攻击。

Diffserv Marking 将所规定的服务差异值分配给攻击中的封包，然后正常传递它们。
设置服务差异值的操作是在规则库中选择该操作时出现的对话框中
完成的。

请注意，差异服务标记不适用于被检测出是攻击的第一个封包，
但适用于随后出现的封包。在监测模式中或在使用 NSRP 时，标记
无效。

Drop Packet IDP 在匹配封包到达其目标前将其丢弃，但并不关闭连接。使用该
操作可丢弃易于实行欺骗的信息流 ( 如 UDP 信息流 ) 中的攻击封
包。对此类信息流丢弃连接可能导致拒绝服务，这会妨碍您接收来
自合法源 IP 地址的信息流。

Drop Connection IDP 丢弃与连接相关联的所有封包。使用该操作丢弃不易实行欺骗
的信息流的连接。

Close Client and Server IDP 关闭连接并将一个 RST 封包发送给客户端和服务器。如果 IDP 
以内联监测模式运行，IDP 将发送一个 RST 封包给客户端和服务
器，但不关闭连接。

Close Client IDP 关闭到客户端的连接，但不关闭到服务器的连接。

Close Server IDP 关闭到服务器的连接，但不关闭到客户端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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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类别添加攻击对象

IDP 将攻击对象编入预定义服务类别组。服务是定义数据在通过网络时如何构造的
应用层协议。

要攻击一个系统，攻击者必须使用该系统支持的协议。因此，当您创建规则保护系
统时，必须仅选择您使用该规则保护的地址对象所用的类别。

范例 : 按服务添加攻击对象

您依靠 FTP 和 HTTP 在 web 服务器上传输大量文件。请选择 FTP 和 HTTP 类别组
以仔细监控使用这些服务的所有信息流。

如果不想为规则选择整个类别组，可根据严重性选择攻击对象。

按操作系统添加攻击对象

IDP 将攻击对象分组到几个预定义的操作系统下，以帮助您选择那些对网络上的特
定设备 具危险性的攻击对象。可选择 BSD、Linux、Solaris 或 Windows。

如果不想为规则选择整个操作系统组，可根据严重性选择攻击对象。

按严重性添加攻击对象

IDP 定义了五个严重性级别，对每个级别都提供了一组建议的 IDP 操作和通知 ( 参
见表 17)。可向规则中的 Attacks 栏添加严重性级别，然后为 Action 栏中的严重性
级别选择建议的操作。( 有关可选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2 页上的“定义操
作”。) 还可为 Notifications 栏中的严重性级别选择建议的通知。( 有关可选通知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6 页上的“设置通知”。)

表 17 说明 IDP 严重性级别及其建议的操作和通知。

表 17:  严重性级别与建议的操作和通知

注意 : 要保护关键的地址对象或易招攻击的目标 ( 如邮件服务器 )，可使用多个严重性级
别以确保达到 大限度的保护。

严重性
级别 说明 建议的操作 建议的通知

Critical 攻击试图避开 IPS、使机器崩溃或获取系统级权限。 Drop Packet
Drop Connection

Logging
Alert

Major 攻击试图使服务崩溃、执行拒绝服务、安装或使用特洛伊木马或获
得对主机的用户级访问。

Drop Packet
Drop Connection

Logging
Alert

Minor 攻击试图通过目录遍历或信息漏洞来获取关键信息。 None Logging

Warning 攻击试图获取非关键信息或扫描网络。它们也可以是废弃的攻击 
( 但很可能无害 ) 信息流。

None Logging

Info 攻击为正常的无害信息流，包括 URL、DNS 查找失败和 SNMP 公共
组字符串。可以使用信息攻击对象来获取有关网络的信息。

Non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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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P 操作
仅当您在“扩展”模式下查看安全策略时，才会显示 IP Action 栏。要将安全策略
视图从“紧凑”模式变为“扩展”模式，请选择 View > Expanded Mode。

如果当前网络信息流与规则相匹配，IDP 可针对使用同一 IP 地址的未来网络信息
流执行 IP 操作。IP 操作与其它操作类似；它们引导 IDP 丢弃或关闭连接。但是，
由于您同时具有攻击者的 IP 地址，因此可选择阻止攻击者一段时间。如果攻击者
无法立即重新连接到您的网络，他们可能会尝试攻击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使用 IP 操作与其它操作和记录相结合来保护网络的安全。在规则中，首先配置一
项操作以检测和阻止当前的恶意连接到达您的地址对象。然后，右键单击规则的 
IP Action 栏并选择 Configure 以打开 Configure IP Action 对话框。启用和配置 IP 
操作以阻止未来的来自攻击者 IP 地址的恶意连接。

选择 IP 操作

对于每个 IP 操作选项，由 IDP 系统生成 IP 操作。IP 操作指示 IDP 执行指定的任
务。可从以下选项进行选择 : 

IDP Notify。IDP 不对未来信息流执行任何操作，但记录该事件。此为缺省选项。

IDP Drop。IDP drop 封锁与 Blocking Options 框中标准相符的未来连接。

IDP Close。IDP 关闭与 Blocking Options 框中标准相符的未来连接。

选择封锁选项

每个封锁选项都遵循您在 Actions 框中设置的标准。封锁选项可基于攻击信息流的
以下匹配 : 

Source,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Port and Protocol。IDP 根据攻击信息流的
源、目标、目标端口和协议封锁未来的信息流。此为缺省选项。

Source。IDP 根据攻击信息流的源封锁未来的信息流。

Destination。IDP 根据攻击信息流的目标封锁未来的信息流。

From Zone,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Port and Protocol。IDP 根据攻击信息流
的源区段、目标、目标端口和协议封锁未来的信息流。

From Zone。IDP 根据攻击信息流的源区段封锁未来的信息流。

设置记录选项

如果 IDP 检测到与规则匹配的攻击信息流并触发 IP 操作，IDP 可记录关于该 IP 操
作的信息或在日志查看器中创建警示。在缺省情况下未设置任何记录选项。

设置超时选项

可设置希望 IP 操作在信息流匹配后保持有效的秒数。对于永久 IP 操作，缺省超时
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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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通知
首次设计安全策略时，您可能很想记录所有的攻击并使策略无限期地运行下去。千
万不要这样做！有些攻击对象仅仅是信息性的，而其它的攻击对象能产生主动错误
信息和冗余日志。如果您数据处理的负担变得过重，您就会错过重要的信息。切
记，安全策略产生过多日志记录对网络安全是有害的，因为当您不得不审查成百条
日志记录时，您可能在发现攻击时已为时过晚，或完全遗漏了某个安全缺口。过多
的记录同样会影响 IDP 的吞吐量、性能和可用磁盘空间。良好的安全策略将能产
生足够的日志，仅完全记录网络上的重要安全事件。

设置记录

在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中，选择 Logging，然后单击 OK。每次在与规则
相匹配时，IDP 系统会创建一条日志记录，它将出现在日志查看器中。

记录攻击会创建日志记录，可在日志查看器中实时查看相应的记录。对于更加关键
的攻击，也可设置在日志记录中显示的警示标志。

要为规则记录攻击，右键单击规则的 Notification 栏，然后选择 Configure。将出
现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

设置警示

在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中，选择 Alert，然后单击 OK。如果选定了 Alert 
且符合规则要求，IDP 将在日志查看器的 Alert 栏中为匹配的日志记录放置一个警
示标志。

记录封包

通过捕获攻击的封包数据，可记录与规则相匹配的网络信息流中的单个封包。查看
网络上攻击中所用的封包有助于确定攻击的范围及其意图、攻击是否已成功及其对
网络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

如果启用了封包捕获的多条规则与同一攻击匹配，IDP 将捕获指定的 大数量的封
包。例如，配置规则 1 捕获攻击前后的 10 个封包，配置规则 2 捕获攻击前后的 5 
个封包。如果此两个规则与同一攻击匹配，IDP 将尝试捕获攻击前后的 10 个封包。

设置严重性
仅当以扩展模式查看安全策略时会显示 Severity 栏。要将安全策略视图从“紧凑”
模式变为“扩展”模式，请从菜单栏中选择 View > Expanded Mode。

可基于 IDP 规则库内的每条规则覆盖攻击固有的严重性。可将严重性级别设置为 
Default、Info、Warning、Minor、Major 或 Critical。

要更改规则的严重性，右键单击规则的 Severity 栏，然后选择一种严重性。

注意 : 为改进 IDP 的性能，请仅记录攻击后接收到的数据包。

注意 : 数据包捕获被限制为攻击前后 多 256 个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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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目标
对于 IDP 规则库中的每条规则，可选择将使用该规则检测和阻止攻击的安全设
备。安装该规则所属的安全策略时，该规则将仅在特定的设备 ( 您在规则库的 
Install On 栏中选择的设备 ) 上变为活动状态。

输入注释
可在 Comments 栏中输入有关规则的注解。Comments 栏中的信息并不会推送到
目标设备中。要输入注释，右键单击 Comments 栏，然后选择 Edit Comments。
将出现 Edit Comments 对话框。可输入 多 1024 个字符的注释。

配置免除规则

免除规则库将与 IDP 规则库协同工作。在创建免除规则前，必须先在 IDP 规则库
中创建规则。如果信息流与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相匹配，IDP 将在执行指定的操作
或创建事件的日志记录前尝试将该信息流与免除规则库相对照。

您可能想在出现以下情况时使用免除规则 : 

IDP 规则使用攻击对象组，而该组包含一个或多个产生主动错误信息或无关日
志记录的攻击对象时。

希望排除特定的源、目标或源/目标对与某个 IDP 规则匹配时。这样可避免 IDP 
生成不必要的报警。

在 IDP 规则库使用静态或动态的攻击对象组，且该攻击对象组包含一个或多个产
生主动错误信息或无关日志记录的攻击对象时，也可使用免除规则。

创建免除规则时，必须指定下列信息 : 

要免除的信息流的源和目标。可将源或目标设置为 "any" 以免除始发于任何源
或发往任何目标的网络信息流。也可指定 "negate" 以指定除指定地址外的所
有源或目标。

希望 IDP 免除的有关指定源 / 目标地址的攻击。必须在免除规则中至少包括一
个攻击对象。

注意 : 删除 IDP 规则库的同时会删除免除规则库。

注意 : 免除规则库不是一个 终规则库。也就是说，IDP 会尝试对照免除规则库中的所
有规则匹配信息流并执行所有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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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免除规则库
在免除规则库中配置规则之前，必须按以下步骤将免除规则库添加到安全策略中 :

1. 在主导航树中，选择 Security Policies。通过在 Security Policies 窗口中双击策
略名称或通过单击策略名称然后选择 Edit 图标，打开安全策略。

2. 单击 Security Policy 窗口右上角的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dd Exempt 
Rulebase。

图 71:  添加免除规则库

将出现 Add Exempt Rulebase 选项卡。

图 72:  免除规则库已添加

3. 要配置免除规则，请单击 Security Policy 窗口左侧的 Add 图标。

将出现缺省的免除规则。可根据需要修改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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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免除规则已添加

定义匹配
指定要从攻击检测中免除的信息流。免除规则库中的所有规则都必须在 Match 栏
有 From Zone、Source、To Zone 和 Destination。

以下各节详细说明了免除规则的 Match 栏。

源和目标区段

可为源和目标选择多个区段，但在将要安装策略的设备上，这些区段必须可用。可
为源或目标区段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或发往任何区段的网络信息流。

源和目标地址对象

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系统中，地址对象用于表示网络上的组件 : 主机、
网络、服务器等。可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信息流。也可排除
规则的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中列出的地址对象，以指定除该排除对象外的所有
源或目标。

可在创建免除规则 ( 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之前
或在创建或编辑免除规则过程中创建地址对象。要选择或配置地址对象，右键单击
规则的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然后选择 Select Address。在 Select Source 
Addresses 对话框中，可选择已创建的地址对象或单击 Add 图标创建新的主机、网
络或组对象。

注意 : 可为一些安全设备创建定制区段。可从中选择源和目标区段的区段列表包括预定
义的和定制的区段，它们是已经为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的所有设备
配置过的区段。因此，只应选择适用于要安装安全策略的设备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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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免除源 / 目标对

为了改善性能并消除内部实验室设备与工程桌面间的主动错误信息，您希望免除攻
击检测。您的免除规则与图 74 类似 : 

图 74:  免除源和目标

设置攻击对象
您指定希望 IDP 免除的有关指定源 / 目标地址的攻击。必须在免除规则中至少包括
一个攻击对象。

范例 : 免除特定攻击对象

您总是发现安全策略会针对内部网络上的 "HTTP Buffer Overflow: Header" 攻击生
成主动错误信息。您希望在源 IP 是来自内部网络时，免除对该攻击进行攻击检
测。您的免除规则与图 75 类似 : 

图 75:  免除攻击对象

设置目标
对于免除规则库中的每条规则，可选择将使用该规则检测和阻止攻击的有 IDP 功
能的设备。安装该规则所属的安全策略时，该规则将仅在特定的设备 ( 您在规则库
的 Install On 栏中选择的设备 ) 上变为活动状态。

输入注释
可在 Comments 栏中输入有关规则的注解。Comments 栏中的信息并不会推送到
目标设备中。要输入注释，右键单击 Comments 栏，然后选择 Edit Comments。
将出现 Edit Comments 对话框。可输入 多 1024 个字符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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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日志查看器中创建免除规则
还可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日志查看器直接创建免除规则库中的规则。
您可能想使用该方法快速删除生成主动错误信息日志记录的规则。( 有关查看 IDP 
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有关使用日志查看器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要通过日志查看器创建免除规则，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在日志查看器中查看 IDP/DI 日志。

2. 右键单击包含要免除的攻击的日志记录，然后选择 Exempt。

图 76:  免除日志记录规则

将显示生成该日志记录的安全策略的免除规则库以及与该日志条目相关联的免
除规则。规则的源、目标和攻击设置将根据日志记录中的信息自动填写。

可对通过日志查看器创建的免除规则进行修改、重新排序或合并，其方式与针对在
免除规则库中直接创建的任何其它免除规则相同。

配置后门规则

后门是为了方便未经授权便能访问系统而安装在主机上的一种机制。已损害某个系
统的攻击者会安装后门程序以便于将来的攻击。在攻击者键入命令控制后门程序
时，他们将生成交互信息流。

与在主机系统中扫描已知后门程序或可执行文件的防病毒软件不同，IDP 可检测使
用后门程序时产生的交互信息流。如果检测到交互信息流，IDP 可对相应的连接执
行 IP 操作以阻止攻击者进一步破坏网络。

注意 : 通过日志查看器创建免除规则时，如果尚不存在免除规则库，系统将自动创建该
规则库并添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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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后门规则时，必须指定以下信息 :

要监控的信息流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要检测内向交互信息流，请将 Source 
设置为 "any"，将 Destination 设置为要保护的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要检测外
向交互信息流，请将 Source 设置为要保护的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并将 
Destination 设置为 "any"。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提供的服务以及攻击者可安装和使用的交互服务。

检测到交互式信息流时 IDP 将执行的操作。请将 Operation 设置为 "detect"。
如果要保护大量网络设备免受交互信息流的危害，可创建一条规则忽略来自这
些设备的可接受形式的交互信息流，然后创建另一条规则检测来自这些设备的
所有交互信息流。

添加后门规则库
在后门规则库中配置规则之前，必须按以下步骤将后门规则库添加到安全策略中 :

1. 在主导航树中，选择 Security Policies。通过在 Security Policy 窗口中双击策
略名称或通过单击策略名称然后选择 Edit 图标，打开安全策略。

2. 要配置后门规则，请单击 Security Policy 窗口右上角的 Add 图标 ( 参见
图 77)。

图 77:  添加后门规则库

注意 : 请勿包括 Telnet、SSH、RSH、NetMeeting 或 VNC，因为这些服务经常用于合法
控制远程系统，包括它们可能会生成主动错误信息。

注意 : 后门规则库是 终规则库。也就是说，当 IDP 在后门规则库中的规则上找到匹配
时，它将不再执行后续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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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Add Backdoor Rulebase。

将出现缺省的后门规则，如图 78 所示。可根据需要修改该规则。

图 78:  后门规则已添加

定义匹配
因存在后门程序或特洛伊木马的迹象，所以您指定要 IDP 监控的信息流。后门规
则库中的所有规则都必须在 Match 栏有 From Zone、Source、To Zone、
Destination 和 Service。

以下各小节详细说明了后门规则的 Match 栏。

源和目标区段

可为源和目标选择多个区段。但在将要安装策略的安全设备上，这些区段必须可
用。可为源或目标区段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或发往任何区段的网络信息流。

源和目标地址对象

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系统中，地址对象用于表示网络上的组件 : 主机、
网络、服务器等。通常，网络上的服务器或其它设备将是内向攻击的目标 IP，有
时也可以是交互式攻击的源 IP。可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信息
流。也可排除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中列出的地址对象，以指定除该排除地址对
象外的所有源或目标。

可在创建后门规则 ( 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之前
或在创建或编辑后门规则过程中创建地址对象。要选择或配置地址对象，右键单击
规则的 Source 或 Destination 栏，然后选择 Select Address。在 Select Source 
Addresses 对话框中，可选择已创建的地址对象或单击 Add 图标创建新的主机、网
络或组对象。

服务

选择交互式服务对象。请确保包括源或目标 IP 提供的服务以及不是它们提供的交
互式服务；攻击者可使用后门程序安装任何交互式服务。请勿包括 Telnet、SSH、
RSH、NetMeeting 或 VNC，因为这些服务经常用于合法控制远程系统，包括它们
可能会生成主动错误信息。

注意 : 可为一些安全设备创建定制区段。可从中选择源和目标区段的区段列表包括预定
义的和定制的区段，它们是已经为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管理的所有设备
配置过的区段。因此，只应选择适用于要安装安全策略的设备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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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peration
将 Operation 设置为 detect 或 ignore。如果选择 detect，请选择检测到后门信息
流时要执行的操作。如果要保护大量地址对象免受交互信息流的危害，可创建一条
规则忽略来自这些对象的可接受形式的交互信息流，然后创建另一条规则检测来自
这些对象的所有交互信息流。

设置操作
请采用以下步骤配置 IDP 检测到交互信息流时将执行的操作 :

表 18:  后门规则的操作

设置通知
首次设计安全策略时，您可能很想记录所有的攻击并使策略无限期地运行下去。千
万不要这样做！有些攻击对象仅仅是信息性的，而其它的攻击对象能产生主动错误
信息和冗余日志。如果您数据处理的负担变得过重，您可能会错过重要的信息。切
记，安全策略产生过多日志记录对网络安全是有害的，因为当您不得不审查成百条
日志记录时，您可能在发现攻击时已为时过晚，或完全遗漏了某个安全缺口。过多
的记录同样会影响 IDP 的吞吐量、性能和可用磁盘空间。良好的安全策略将能产
生足够的日志，仅完全记录网络上的重要安全事件。

设置记录

在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中，选择 Logging，然后单击 OK。每次在与规则
相匹配时，IDP 系统会创建一条日志记录，它将出现在日志查看器中。

记录攻击会创建日志记录，可在日志查看器中实时查看相应的记录。对于更加关键
的攻击，还可设置将在日志记录中显示的警示标志，通过电子邮件立即通知您，使 
IDP 运行一个脚本以响应攻击，或者设置将在日志记录中显示的报警标志。目标是
根据个人的安全需要 优化设置安全策略中的攻击通知。

要为规则记录攻击，右键单击规则的 Notification 栏，然后选择 Configure。将出
现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

设置警示

在 Configure Notification 对话框中，选择 Alert，然后单击 OK。如果选定了 Alert 
且符合规则要求，IDP 将在日志查看器的 Alert 栏中为匹配的日志记录放置一个警
示标志。

动作 说明

Accept IDP 接受交互信息流。

Drop Connection IDP 丢弃交互连接且不向发送人发送 RST 封包，阻止信息流到达其目标。使用该操作丢弃不易实行欺
骗的信息流的连接。

Close Client and 
Server

IDP 关闭交互连接，并将一个 RST 封包发送给客户端和服务器。如果 IDP 处于嗅探器模式，它将发送
一个 RST 封包给客户端和服务器，但不关闭连接。

Close Client IDP 关闭到客户端的交互连接，但不关闭到服务器的交互连接。

Close Server IDP 关闭到服务器的交互连接，但不关闭到客户端的交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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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封包

通过捕获攻击的封包数据，可记录与规则相匹配的网络信息流中的单个封包。查看
网络上攻击中所用的封包有助于确定攻击的范围及其意图、攻击是否已成功及其对
网络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

如果启用了封包捕获的多条规则与同一攻击匹配，IDP 将捕获指定的 大数量的封
包。例如，配置规则 1 在攻击前后捕获 10 个数据包，并可配置规则 2 在攻击前后
捕获 5 个数据包。如果此两个规则与同一攻击匹配，IDP 将尝试捕获攻击前后的 
10 个封包。

设置严重性
可基于后门规则库内的每条规则覆盖固有的攻击严重性。可将严重性设置为 
Default、Info、Warning、Minor、Major 或 Critical。

要更改规则的严重性，右键单击 Severity 栏，然后选择一种严重性。

设置目标
对于后门规则库中的每条规则，可选择将使用该规则检测和阻止攻击的安全设备。
安装该规则所属的安全策略时，该规则将仅在特定的设备 ( 您在规则库的 Install 
On 栏中选择的设备 ) 上变为活动状态。

输入注释
可在 Comments 栏中输入有关规则的注解。Comments 栏中的信息并不会推送到
目标设备中。要输入注释，右键单击 Comments 栏，然后选择 Edit Comments。
将出现 Edit Comments 对话框。可输入 多 1024 个字符的注释。

配置 IDP 攻击对象

攻击对象包含攻击者可用于破坏网络的已知攻击的模式。攻击对象并非单独起作
用 - 它们必须成为规则的一部分，才能检测已知攻击并阻止恶意信息流进入网络。
要使用 IDP 规则中的攻击对象，请在安全策略中添加 IDP 规则库，然后向规则库
添加 IDP 规则。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策略”。

关于 IDP 攻击对象类型
在安全策略中，可选择设备用来检测网络攻击的攻击对象。如果检测到攻击，设备
会生成攻击日志条目，该条目将出现在日志查看器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上的“配置 IDP 规则”。

注意 : 为改进 IDP 的性能，请仅记录攻击后的封包。

注意 : 数据包捕获被限制为攻击前后 多 256 个数据包。

注意 : 仅在有 IDP 功能的安全设备上可支持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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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支持以下三种类型的 IDP 攻击对象 : 

签名攻击对象

协议异常攻击对象

复合攻击对象

以下各小节详细说明了每种攻击对象类型。

签名攻击对象

攻击签名是始终存在于攻击中的一种模式；只要存在攻击，就会有攻击签名。IDP 
使用状态式签名检测攻击。状态式签名比常规签名更具体。使用状态式签名，IDP 
可查找用于实施攻击的特定协议或服务、攻击的方向和信息流以及攻击发生的环
境。ScreenOS 将攻击模式与服务、环境和其它信息组合到攻击对象中。由于定义
了攻击的环境，状态式签名几乎不产生主动错误信息，这样就排除了大量其中不会
有攻击的网络信息流。

协议异常攻击对象

根据所用的特定协议的规则集，协议异常攻击对象可检测连接内的异常消息或不明
确消息。协议异常检测通过发现偏离协议标准来实现，协议标准绝大部分是由 
RFC 和通用 RFC 扩展定义的。大多数合法信息流都符合现行的协议。不产生异常
的信息流可能是攻击者为了特定目的而创建的，例如为了避开 IPS。

复合攻击对象

复合攻击对象将多个签名和 / 或协议异常组合到一个单独的对象中。信息流必须与
所组合的所有签名和 / 或协议异常匹配才能与复合攻击对象匹配；可指定签名或异
常必须匹配的顺序。使用复合攻击对象可改善安全策略规则、减少主动错误信息以
及增加检测的准确性。

复合攻击对象使您十分清楚在 IDP 将信息流识别为攻击之前需要发生的事件。例
如，您可能希望仅在 FTP 会话包括特定用户的失败登录尝试时才采取措施。

查看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组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预定义的攻击对象和攻击对象组，可在安全策略中使用它
们对照已知攻击与信息流进行匹配。Juniper Networks 会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对
象和组。虽然您无法创建、编辑或删除预定义的攻击对象，但可更新能够在安全策
略中使用的攻击对象的列表。修改过的攻击对象和组可用作攻击数据库更新的一部
分，它们将被下载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GUI 服务器上。有关攻击数据库
更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3 页上的“管理 IDP”。

要查看预定义的攻击对象和组，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在 Object Manager 中，单击 Attack Objects > IDP Objects。将出现 IDP 
Objects 对话框。

2. 单击 Predefined Attacks 或 Predefined Attack Groups 选项卡，查看预定义的攻
击对象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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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预定义攻击

Predefined Attacks 选项卡会以表格格式显示所有攻击并包括以下信息 : 

攻击对象的名称

攻击的严重性 : critical、major、minor、warning、info

类别

攻击的关键字

CVE 编号，它用于在通用漏洞披露数据库中标识攻击编号

Bugtraq 编号，它用于在 Security Focus Bugtraq 数据库中标识等同的攻击

初，攻击对象根据类别名称按字母顺序列出，但可通过单击列标题按不同的顺序
查看攻击。

要查找使用预定义攻击对象的所有规则，右键单击攻击对象，然后选择 View 
Usages。

要显示某个攻击对象的详细说明，请双击该攻击。

图 79:  攻击查看器

查看预定义组

Predefined Attack Group 选项卡会显示以下预定义攻击组 : 

Recommended - Juniper Networks 视为严重威胁的所有攻击对象的列表，按
类别划分。

Attack Type 按类型将攻击对象分组 (异常或签名)。在每个类型中，攻击对
象按严重性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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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按预定义的类别对攻击对象进行分组。在每个类别中，攻击对象
按严重性分组。

Operating System 按攻击对象所适用的操作系统对其进行分组 : BSD、
Linux、Solaris 或 Windows。在每个操作系统中，攻击对象按服务和严重
性进行分组。

Severity 按分配给攻击的严重性对攻击对象进行分组。IDP 有五个严重性
级别 : Info、Warning、Minor、Major、Critical。在每个严重性中，攻击对
象按类别分组。

要查找使用预定义攻击对象组的所有规则，右键单击攻击对象组，然后选择 View 
Usages。

要显示某个攻击对象的详细说明，请双击该攻击。

有关预定义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创建定制 IDP 攻击对象
可创建定制攻击对象以检测新攻击或满足您的网络的独特需求。

要创建定制攻击对象，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在 Object Manager 中，单击 Attack Objects > IDP Objects。将出现 IDP 
Objects 对话框。

2. 单击 Custom Attacks 选项卡。

3. 单击 Add 图标。将出现 Custom Attack 对话框，其中 General 选项卡被选定。

图 80:  Custom Attack 对话框

a. 输入攻击的名称。该名称用于在 UI 中显示攻击对象。您可能想包括攻击
使用的协议作为攻击名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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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输入攻击说明。该说明提供有关攻击的详细信息。创建新的攻击对象时，
输入说明是可选的，但它可帮助您记住有关攻击的重要信息。请查看预定
义攻击的攻击说明作为例子。要显示有关预定义攻击的详细说明，请参阅
第 187 页上的“查看预定义攻击”。

c. 选择该攻击的严重性 : Info、Warning、Minor、Major 或 Critical。Critical 
攻击是 危险的 - 通常这些攻击试图使服务器崩溃或获取网络的控制权。
Info 攻击的危险性 小，通常被网络管理员用来发现其自身安全系统中的
漏洞。

d. 输入该攻击的类别。可使用预定义类别或定义新类别。

e. 为该攻击输入一个或多个有助于今后查找的关键字。关键字是用于在日志
记录中显示攻击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关键字表示与攻击和攻击对象相关的
重要词语。

f. 如果希望此攻击对象归入 高风险攻击对象组，则选中此复选框。以后在
将此攻击对象添加到动态组中时，可以指定是否只包括 Recommended 攻
击对象。有关 Recommended 攻击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4. 单击 Custom Attack 对话框中的 Platforms 选项卡，指定要在其上进行攻击检
测的安全平台。

a. 单击 Add 图标。将出现 Custom Attack 对话框。

b. 选择要在其上进行攻击检测的平台。

c. 选择攻击类型 - 签名、协议异常或复合攻击，然后单击 Next。

如果要配置新的攻击对象，攻击对象编辑器将引导您完成配置特定攻击类型各个
屏幕 : 

对于签名攻击对象，请参阅以下小节“创建签名攻击对象”。

对于协议异常攻击对象，请参阅第 186 页上的“协议异常攻击对象”。

对于复合攻击对象，请参阅第 186 页上的“复合攻击对象”。

创建签名攻击对象

要在 Custom Attack 对话框中配置签名攻击，请执行下列步骤 : 

1. 执行以下步骤配置攻击的常规参数 : 

False-Positives 表示在安全策略中使用该攻击对象时，其产生主动错误信
息的频率 (Unknown、Rarely、Occasionally、Frequently)。在缺省情况
下，所有的复合攻击对象均被设置为 Unknown，如果要根据您的网络信
息流优化您的 IDP 系统，可更改该设置以帮助您跟踪主动错误信息。

Service Binding 允许您选择攻击进入您的网络所使用的协议。根据所选择
的协议，可能会显示附加的字段。可以选择以下协议类型 : 

Any 允许 IDP 匹配所有服务中的签名 ( 攻击可使用多个服务攻击您的
网络 )。

IP ( 指定协议号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IP 协议类型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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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 指定端口范围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TCP 端口的签名。

UDP ( 指定端口范围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UDP 端口的签名。

ICMP ( 指定 ID) 允许 IDP 匹配指定的 ICMP ID 的签名。

RPC ( 指定程序号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远程过程调用程序号的签名。

Service ( 指定服务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服务的签名。

Time Binding 允许 IDP 检测一段时间内相同的系列攻击。如果选择 Time 
Binding，则可以指定以下绑定到攻击对象一分钟的属性 : 

Scope 指定攻击的计数是来自相同的源 IP 地址、相同的目标 IP 地址
还是对等方。如果选择 Source，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来自给定源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目标 IP 地址。如果选择 Destination，IDP 将
按指定次数检测前往给定目标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源 IP 地址。
如果选择 Peer，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在会话的源 IP 地址与目标 IP 
地址之间的攻击。

Count 指定在触发事件前，IDP 在指定范围内检测攻击的次数。

2. 单击 Next。

3. 为签名攻击配置检测参数 : 

攻击模式是您要检测的攻击的签名。签名是始终存在于攻击中的一种模式；
只要存在攻击，就会有攻击签名。创建新的签名攻击对象时，必须分析攻
击以检测一种模式 ( 比如代码段、URL 或封包包头中的值 )，然后使用该模
式创建签名。还可以排除输入的模式。

表 19 说明可在攻击模式中使用的规则表达式 : 

表 19:  攻击模式表达式

Offset 是偏离指定服务环境 (IDP 应在其中查找攻击 ) 的起始位置。如果没
有偏移，可指定 None ；否则，可指定一个十进制值。

规则表达式 说明

\0<octal-number> 用于直接二进制匹配

\X<hexadecimal-number>\X 用于直接二进制匹配

\[<character-set>\] 用于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 用于匹配任何符号

* 用于匹配 0 个或更多符号

+ 用于匹配 1 个或更多符号

? 用于匹配 0 个或 1 个符号

( ) 表达式组合

| 替换标志，通常与 ( ) 一起使用

[<start>-<end>] 字符范围

[^<start>-<end>] 排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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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定义 IDP 应在特定应用程序层协议中查找攻击的位置。若有可
能，应在创建签名攻击对象时选择服务环境。由于服务环境非常具体，因
此可大大降低检测主动错误信息的几率。但是，选择服务环境将忽略先前
在 Service Binding 常规参数中指定的任何协议。

表 20 列出了可用于攻击的服务环境。

表 20:  签名攻击的服务环境

服务 说明 RFC

AIM AOL Instant Messenger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2131, 2132

DNS 域名系统 1034, 1035

Finger Finger 信息协议 1128

FTP 文件传输协议 959

Gnutella Gnutella

Gopher Gopher 1436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 2616

IMAP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 2060

IRC Internet Relay Chat 2810, 2811, 2812, 2813

LDAP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2251, 2252, 2253, 3377

LPR 行式打印机协议 1179

MSN Microsoft Instant Messenger

NBNAME/

NBDS

NetBios 名称服务 1001, 1002

NFS 网络文件系统

NNTP 网络新闻传输协议 977

NTP 网络时间协议 1305

POP3 邮局协议，版本 3 1081

RADIUS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 2865, 2866, 2867, 2868, 
3575

REXEC

RLOGIN 远程登录 (rlogin) 1258, 1282

RSH 远程外壳 (rsh)

RUSERS

SMB 服务器消息块

SMTP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821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1067

SNMPTRAP SNMP 陷阱 1067

SSH 安全外壳 专有

SSL 安全套接字层

Telnet Telnet TCP 协议 854

TFTP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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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定义攻击的连接方向 : 

Client to Server 仅检测客户端到服务器信息流中的攻击。

Server to Client 仅检测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中的攻击。

Any 检测任一方向的攻击。

Flow 定义攻击的连接流量 : Control、Auxiliary 或 Both。

4. 单击 Next。

5. 为签名攻击配置包头匹配信息。包头匹配信息配置允许您指定 IDP 搜索封包中
仅匹配以下协议的某些头部信息的模式 : 

互联网协议 (IP)

Type-of-service。指定操作数 (none、=、!、>、<) 和十进制值。

Total length。指定操作数 (none、=、!、>、<) 和十进制值。

ID。指定操作数 (none、=、!、>、<) 和十进制值。

Time-to-live。指定操作数 (none、=、!、>、<) 和十进制值。

Protocol。指定操作数 (none、=、!、>、<) 和十进制值。

Source。指定攻击设备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指定攻击目标的 IP 地址。

Reserved Bit。指定 IDP 查找模式匹配是否设置了 IP 标志 (none)，只
设置了标志 (set)，或只有标志未设置 (unset)。

More Fragments。指定 IDP 查找模式匹配是否设置了 IP 标志 
(none)，只设置了标志 (set)，或只有标志未设置 (unset)。

Don't Fragment。指定 IDP 查找模式匹配是否设置了 IP 标志 
(none)，只设置了标志 (set)，或只有标志未设置 (unset)。

传输控制协议 (TCP)

Source Port。攻击设备上的端口号。

Destination Port。攻击目标上的端口号。

Sequence Number。封包的顺序号。该编号可确定数据相对于整个数
据序列的位置。

VNC 虚拟网络计算

YMSG Yahoo! Messenger

服务 说明 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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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 Number。封包的 ACK 号。该编号可确定下一个顺序号；必须设
置 ACK 标志才能激活该字段。

Header Length。TCP 包头的字节数。

Window Size。TCP 窗口大小的字节数。

Urgent Pointer。表示封包中的数据是紧急的；必须设置 URG 标志才
能激活该字段。

Data Length。数据负荷的字节数。对于 SYN、ACK 和 FIN 封包，该字
段应为空。

也可将以下 TCP 标志选项指定为 none、set 或 unset: 

URG。如果为 set，紧急标志表示封包的数据是紧急的。

ACK。如果为 set，应答标志将确认封包的接收。

PSH。如果为 set，推送标志表示接收方应将当前序列中的所有数
据推送至目标应用程序 ( 用端口号标识 ) 中，而无需等待该序列中
的其余数据包。

RST。如果为 set，重置标志将重置 TCP 连接，继而丢弃现有序列
中的所有数据包。

FIN。如果为 set，结束标志表示数据包传输已完成，可关闭连接。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Source Port。攻击设备上的端口号。指定操作数 (none、=、!、>、
<) 和十进制值。

Destination Port。攻击目标上的端口号。指定操作数 (none、=、!、
>、<) 和十进制值。

Data Length。数据负荷的字节数。指定操作数 (none、=、!、>、
<) 和十进制值。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 Type。标识请求 / 回复功能的主代码。

ICMP Code。标识给定类型内请求 / 回复功能的辅助代码。

Sequence Number。封包的顺序号。该编号可确定请求/回复相对于整
个序列的位置。

ICMP ID。该识别号码是目标系统用来关联请求和回复的唯一值。

Data Length。数据负荷的字节数。

6. 单击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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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协议异常攻击

请执行下列步骤在 Custom Attack 对话框中配置协议异常攻击 : 

1. 为攻击配置常规参数 : 

False-Positives 表示在安全策略中使用该攻击对象时，其产生主动错误信
息的频率 (Unknown、Rarely、Occasionally、Frequently)。在根据您的
网络信息流优化您的 IDP 系统时，可更改该设置以帮助您跟踪主动错误
信息。

Anomaly 允许您从已知协议异常的列表中选择协议异常。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将检测以下协议的异常 : 

Time Binding 允许 IDP 检测指定时间段内相同的系列攻击。如果选择 
Time Binding，则可以指定以下绑定到攻击对象一分钟的属性 : 

Scope 指定攻击的计数是来自相同的源 IP 地址、相同的目标 IP 地址
还是对等方。如果选择 Source，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来自给定源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目标 IP 地址。如果选择 Destination，IDP 将
按指定次数检测前往给定目标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源 IP 地址。
如果选择 Peer，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在会话的源 IP 地址与目标 IP 
地址之间的攻击。

Count 指定在触发事件前，IDP 在指定范围内检测攻击的次数。

2. 单击 Finish。

创建复合攻击

创建定制复合攻击对象时，请注意以下说明 : 

复合攻击对象的所有成员必须使用相同的服务设置或服务绑定，如 FTP、
Telnet、YMSG、TCP/80 等。

无法向复合攻击对象添加预定义的或定制的签名攻击对象。但可在复合攻击对
象内直接指定签名，包括服务 ( 或服务绑定 )、服务环境、攻击模式和方向等
的细节信息。可向复合攻击对象添加协议异常攻击对象。

可添加 2 到 32 个协议异常攻击对象和 / 或签名作为复合攻击对象的成员。但
是，所有的成员都必须使用相同的服务设置或服务绑定。

AIM DHCP IDENT RUSERS TFTP

FINGER CHARGEN IMAP Gnutella RLOGIN

FTP DISCARD IP Packet Gopher RPC

HTTP DNS POP3 IRC RSH

ICMP ECHO REXEC MSN RTSP

MSN LPR NFS VNC NNTP

SNMP SMTP SMB SNMP TRAP YMSG

TCP segment SYSLOG SSH T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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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执行下列步骤在 Custom Attack 对话框中配置复合攻击 : 

1. 为攻击配置常规参数 : 

False-Positives 表示在安全策略中使用该攻击对象时，其产生主动错误信
息的频率 (Unknown、Rarely、Occasionally、Frequently)。在缺省情况
下，所有的复合攻击对象均被设置为 Unknown。在根据您的网络信息流
优化您的 IDP 时，可更改该设置以帮助您跟踪主动错误信息。

Service Binding 允许您选择攻击进入您的网络所使用的协议。根据所选择
的协议，可能会显示附加的字段。可以选择以下协议类型 : 

Any 允许 IDP 匹配所有服务中的签名 ( 攻击可使用多个服务攻击您的
网络 )。

IP ( 指定协议号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IP 协议类型的签名。

TCP ( 指定端口范围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TCP 端口的签名。

UDP ( 指定端口范围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 UDP 端口的签名。

ICMP ( 指定 ID) 允许 IDP 匹配指定的 ICMP ID 的签名。

RPC ( 指定程序号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远程过程调用程序号的签名。

Service ( 指定服务 ) 允许 IDP 匹配指定服务的签名。

Time Binding 允许 IDP 检测指定时间段内相同的系列攻击。如果选择 
Time Binding，则可以指定以下绑定到攻击对象一分钟的属性 : 

Scope 指定攻击的计数是来自相同的源 IP 地址、相同的目标 IP 地址
还是对等方。如果选择 Source，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来自给定源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目标 IP 地址。如果选择 Destination，IDP 将
按指定次数检测前往给定目标 IP 地址的攻击，而不考虑源 IP 地址。
如果选择 Peer，IDP 将按指定次数检测在会话的源 IP 地址与目标 IP 
地址之间的攻击。

Count 指定在触发事件前，IDP 在指定范围内检测攻击的次数。

2. 单击 Next。

3. 执行下列步骤配置复合攻击成员 : 

Scope 指定匹配应在单个会话上发生还是能够跨越一个会话内的多个事务
来实现 : 

选择 Session 允许同一会话内对象有多个匹配。

选择 Transaction 跨越在同一会话内发生的多个事务来匹配对象。

如果要在单个会话或事务内多次匹配复合攻击，请选择 Reset。如果选定 
Reset，则可在单个会话或事务中进行多个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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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Ordered Match 可创建必须按指定顺序匹配每个签名或协议异常成员
的复合攻击对象。如果未指定顺序匹配，复合攻击对象仍然必须匹配所有
的成员，但攻击或协议异常能以随机顺序出现。

此时，可向复合攻击中添加签名或协议异常攻击对象，如以下各节所述。

将签名添加到复合攻击对象

1. 要将攻击模式添加到复合攻击对象，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 Signature。将
出现 New Member 对话框。

2. 双击新创建的复合攻击对象的签名成员。配置该攻击模式设置 : 

DFA Pattern。指定 IDP 应匹配的模式。请按照创建新签名攻击对象时的方
式构建攻击模式。

要排除匹配指定的模式，请选择 Negate 复选框。

Context。指定 IDP 应在其中查找模式的环境。在环境中仅会显示适合指
定服务的环境。如果选择了服务绑定 any，您将被局限在服务环境封包和
第一个封包。

Direction。指定 IDP 应该匹配任一方向 ( 从客户端到服务器或从服务器到
客户端 ) 上信息流中的模式。

请在确定方向之前检查信息流。为获得较好的性能，Juniper Networks 推
荐指定客户端到服务器方向。如果选择服务器到客户端，将会影响设备的
性能，而使用客户端到服务器时攻击对象的风险会更低。

3. 单击 OK。

将协议异常添加到复合攻击对象

1. 要将协议异常添加到复合攻击对象，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nomaly。将
出现 New Member 对话框。

2. 选择一个异常。

3. 单击 OK。

从复合攻击对象中删除成员

要删除签名或异常成员，请在列表中选择该成员，然后单击 Delete 图标。将显示
一个确认窗口，询问您是否确实要删除该项目。单击 OK。

编辑定制攻击对象

要修改定制攻击对象，在 IDP Objects 对话框的 Custom Attacks 选项卡中，双击该
对象。将出现 Custom Attacks 对话框，同时在 General 和 Platforms 选项卡中显示
先前配置的信息。可在 References 和 Extended 选项卡中输入可自由填写的信息。
输入要更改的信息，然后单击 Apply。要关闭该对话框，可单击 OK。

删除定制攻击对象

要删除定制攻击对象，在 IDP Objects 对话框的 Custom Attacks 选项卡中，右键单
击该对象，然后选择 Delete。将显示一个确认窗口，询问您是否确实要删除该项
目。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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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制 IDP 攻击组
IDP 系统包含数百个预定义攻击对象，并且您还可创建其它定制攻击对象。创建安
全策略规则时，可单独添加攻击对象或通过预定义的或定制的攻击组添加攻击对
象。为了将安全策略组织得有条理，可将攻击对象组织到组中。

可创建静态组 ( 只包含指定的组或攻击对象 ) 或动态组 ( 包含满足您指定的标准的
攻击对象 )。

配置静态组

静态组包含一组特定的、数量有限的攻击对象或组。有两种类型的静态组 : 预定义
静态组和定制静态组。

预定义静态组可包括以下成员 : 

预定义攻击对象

预定义静态组

预定义动态组

定制静态组可包括与预定义静态组相同的成员以及以下成员 : 

定制攻击对象

定制动态组

其它定制静态组

可使用静态组执行以下操作 : 

定义您的网络容易受到的一组特定的攻击

将定制攻击对象分组

定义一组特定的信息性攻击对象，以便您用来了解网络的状况

静态组比动态组需要更多的维护，因为您必须手动添加或删除静态组中的攻击对象
来更改成员。但可在静态组中包括一个动态组，以自动更新某些攻击对象。例如，
预定义攻击对象组 Operating System 是一个包含如下四个预定义静态组的静态组 : 
BSD、Linux、Solaris 和 Windows。BSD 组包含预定义动态组 
BSD-Services-Critical，在攻击数据库更新期间，可将攻击对象添加到其中。

要创建定制静态组 : 

1. 在 Object Manager 中，单击 Attack Objects > IDP Objects。将出现 IDP 
Objects 对话框。

2. 单击 Custom Attacks Groups 选项卡。

3. 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dd Static Group。将出现 New Static Group 对话框。

4. 输入静态组的名称和说明。为该组图标选择颜色。

5. 要将攻击或组添加到静态组，从 Attacks/Group 列表中选择攻击或组，然后单
击 Add。

6. 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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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动态组

动态组包含一组动态的攻击对象，这些对象将根据为该组指定的标准自动被添加或
删除。例如，攻击数据库更新可根据组标准从动态组中添加或删除攻击对象。这样
就不再需要查看每个新签名以确定是否需要将其用于现有的安全策略中。

预定义或定制动态组只能包含攻击对象，而不能包含攻击组。动态组成员可以是预
定义攻击对象或定制攻击对象。

请执行下列步骤创建定制动态组 : 

1. 在 Object Manager 中，单击 Attack Objects > IDP Objects。将出现 IDP 
Objects 对话框。

2. 单击 Custom Attacks Groups 选项卡。

3. 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dd Dynamic Group。将出现 New Dynamic Group 
对话框。

4. 输入静态组的名称和说明。为该组图标选择颜色。

5. 在 Filters 选项卡中，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Add Products Filter 将根据容易受攻击的应用程序添加攻击对象

Add Severity Filter 将根据攻击严重性添加攻击对象

Add Category Filter 将根据类别添加攻击对象

Add Last Modified Filter 将根据 后的修改日期添加攻击对象

Add Recommended Filter 只将指定为威胁级别 严重的攻击包括在动态
组中。将来，Juniper Networks 只将视为严重威胁的攻击指定为 
Recommended。这些设置将随新攻击对象的更新而更新。此外，还可以
决定是否将定制攻击对象指定为 Recommended。有关 Recommended 操
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每次可创建一个过滤器；在您添加每个标准时，IDP 会将其与每个攻击对象的属性
相比较，并立即滤出不匹配的攻击对象。如果您创建了一个过滤器，但没有攻击对
象能够匹配其属性，则屏幕会显示一条消息，警告您的动态组中没有成员。

从匹配的攻击对象的结果列表中，可排除在网络上产生主动错误信息的攻击对象或
那些检测出网络不易遭受的攻击的攻击对象。

范例 : 创建动态组

请执行下列步骤创建动态组 : 

1. 在 Custom Attack Groups 选项卡中，单击 Add 图标，然后选择 Add Dynamic 
Group。将出现 New Dynamic Group 对话框。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为所有预定义攻击对象都分配了一个严重性级别。但是，您可
编辑该设置以满足您的网络的具体需要。

注意 : 动态组不能包含其它组 ( 预定义、静态或动态组 )。但是，可将动态组包括在静态
组中作为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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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组的名称和说明。为该组图标选择颜色。

图 81:  新动态组

3. 在 Filters 选项卡中，单击 Add 图标，然后添加过滤器以确定组中将有哪些攻
击对象 : 

a. 添加 Products 过滤器以添加可检测攻击所有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的攻击对象。

b. 添加 Severity 过滤以添加具有 Critical 或 Major 严重性级别的攻击对象。

IDP 将自动对整个攻击对象数据库应用全部过滤器，标识满足所定义标准的攻
击对象并添加匹配对象作为组成员。

4. 单击 Members 选项卡查看组成员，如图 82 所示 : 

图 82:  新动态组成员

5. 单击 OK 保存动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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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动态组

如果您对组的标准及其成员感到满意，就可在安全策略中使用该组。下一次您更新
攻击对象时，将会自动执行以下任务 : 

对于所有新攻击对象，更新会将每个攻击对象的预定义属性与每个动态组标准
相比较，并添加匹配的攻击对象。

对于所有更新的攻击对象，更新会删除不再满足其动态组标准的攻击对象。更
新还将查看更新的攻击对象，以确定它们此时是否满足任何其它的动态组标
准，并在必要时将它们添加到这些组中。

对于所有删除的攻击对象，更新将从其动态组中删除这些攻击对象。

也可手动编辑动态组，添加新过滤器或调整现有过滤器以得到所需的攻击对象类
型。还可编辑安全策略内的动态组 ( 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策略”)。

编辑定制攻击组

要修改定制攻击组，在 IDP Objects 对话框的 Custom Attacks Groups 选项卡中，
双击该组。将出现 Static Group 或 Dynamic Group 对话框，并显示有先前配置的信
息。输入要更改的信息，然后单击 Apply ；要关闭该对话框，单击 OK。

删除定制攻击组

要删除定制攻击组，在 IDP Objects 对话框的 Custom Attacks Groups 选项卡中，
右键单击该组，然后选择 Delete。将显示一个确认窗口，询问您是否确实要删除
该项目。单击 OK。

将设备配置为独立的 IDP 设备

可将有 IDP 功能的设备部署成独立的 IDP 安全系统，以保护专用网络中的关键网
段。例如，您可能已使用一台安全设备主动过滤互联网和您的专用网络之间的信息
流 ( 有些设备可选择性使用“深入检查”检查这种信息流 )。但是，您仍需要保护
内部系统 ( 如邮件服务器 ) 免受可能源自可信任网络中用户机器的攻击。在这种情
况下，您需要能提供 IDP 功能 ( 而非防火墙功能 ) 的安全系统。

本节说明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提供独立的 IDP 功能。

启用 IDP
要启用 IDP，需要在安全策略 ( 该策略引导要根据 IDP 规则库检查的适用区段间的
信息流 ) 中配置防火墙规则。可简化该防火墙规则，由于它可匹配来自所有源到所
有目标并使用任意服务的信息流。

1. 创建允许从任意源到任意目标并使用任意服务的信息流的防火墙规则。

2. 右键单击防火墙规则的 Rule Options 栏，然后选择 DI Profile/Enable IDP。

3. 在 DI Profile/Enable IDP 对话框中单击相应按钮启用 IDP，然后选择 OK。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能提供 IDP 功能而无集成防火墙 /VPN 功能的独立 IDP 
设备。可使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系统管理这些设备及有 IDP 功能的防
火墙 /VP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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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IDP 规则，根据需要创建 IDP 规则库。

有关配置包括 IDP 规则的安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
策略”。

范例 : 配置防火墙规则以实现独立 IDP 功能

本例中，您要部署 IDP/ 防火墙 /VPN 设备，使其作为网络中 Trust 区段和定制 
Data_Center 区段之间的独立 IDP 安全系统。公司文件、电子邮件和数据库服务器
驻留在 Data_Center 区段。在希望允许 Trust 区段的用户能够访问 Data_Center 区
段中服务器的同时，您还需要保护服务器免受由于疏忽而已经引入 Trust 区段用户
机器中的攻击。创建从 Trust 到 Data_Center 区段、允许从任意源到任意目标任意
并使用任意服务的信息流的防火墙规则，然后在 Rule Options 栏中启用 IDP，如
图 83 所示。

图 83:  用于独立 IDP 的防火墙规则

然后可为安全策略添加并配置 IDP 规则库，以检测对 Data_Center 区段服务器实施
的可能攻击，如图 84 所示。

图 84:  用于独立 IDP 的 IDP 规则

配置基于角色的管理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的基于角色的管理 (RBA) 允许超级管理员 
(superadmin) 为独立 IDP 设备创建定制角色和管理员。这给予了 IDP 管理员仅执
行那些具体为配置和管理 IDP 功能的任务的权限； IDP 管理员不需要创建、编
辑、删除、查看或更新设备配置。IDP 管理员登录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中后，他 / 她只能看到适用于 IDP 的菜单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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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配置仅限于 IDP 的管理员

在本例中，您 (superadmin) 将创建一个定制角色和一个 IDP 管理员，该管理员可
在独立 IDP 设备上仅执行具体为配置和管理 IDP 的任务。

1. 以 superadmin 身份登录全局域。从菜单栏选择 Tools > Manage 
Administrators and Domains。

2. 单击 Roles 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 图标创建名为 IDP_Only 的角色。选择专属
于 IDP 配置和管理的任务，例如 : 

攻击更新

创建 / 查看 / 编辑 / 删除策略

创建 / 查看 / 编辑 / 删除后门和 IDP 规则库

查看防火墙规则库

创建 / 编辑 / 删除共享对象和组

选择可能对 IDP 管理员有帮助的任何其它任务；例如，可选择查看“作业”和
“系统状态监视器”的选项。

3. 在 New Role 对话框中单击 OK，返回 Manage Administrators and Domains 对
话框。

4. 单击 Administrators 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 图标创建名为 IDP_Administrator 
的管理员。将出现 New Admin 对话框，其中 General 选项卡被选定。

5. 在 Name 字段，输入 IDP_Administrator。可输入该管理员的联络信息。

6. 单击 Authorization 选项卡。选择该管理员的授权方法和本地密码。

7. 单击 Permissions 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 图标为该管理员选择角色 
IDP_Only。

8. 单击 OK 关闭 New Select Role and Domains 对话框。单击 OK 关闭 New 
Admin 对话框。单击 OK 关闭 Manage Administrators and Domains 对话框。

此时，独立 IDP 设备的管理员即可以 IDP_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登录后，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UI 将为该用户
显示有限的导航树和菜单选项，如图 85 所示。请注意，UI 在导航树中只显示 
Security Policy 和 Object Manager 选项； Devices > Configuration 选项对于该用户
不可用。
将设备配置为独立的 IDP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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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IDP_Administrator 的 UI 显示

管理 IDP

本节介绍了在有 IDP 功能的设备上的 IDP 管理。

关于攻击数据库更新
Juniper Networks 会定期在 Juniper 网站上以下载文件的形式提供攻击数据库更
新。攻击数据库更新可包括以下内容 :

新的或修改过的预定义 IDP 攻击对象和组

深入检查 (DI) 功能使用的新的或修改过的签名

在安全设备中运行的 IDP 引擎的更新

在新的攻击数据库更新中，版本号按 1 递增。当您从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下载
某个版本的攻击数据库更新时，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将存储该攻击数据库
更新的版本号。可检查是否有较上次下载的更新更新的更新文件。

下载攻击数据库更新
攻击数据库更新将被下载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GUI 服务器上。请执行以
下步骤下载攻击数据库更新文件 :

1. 从菜单栏中选择 Tools > View/Update NSM Attack Database。将出现 Attack 
Update Manager 向导。

2. 按照 Attack Update Manager 的说明将攻击数据库更新文件下载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GUI 服务器中。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在 New Preferences 对话框 ( 可选择 Tools > Preferences 来访问
该对话框 ) 中设置有 Juniper Networks 网站。GUI 服务器必须可访问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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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新的攻击对象

您无法创建、编辑或删除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或组，但可更新安装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GUI 服务器上的攻击对象数据库。预定义 IDP 攻击对
象和组的更新可包括以下内容 : 

现有攻击对象的新说明或严重性

新攻击对象或组

废弃攻击对象的删除

将更新的 IDP 攻击对象和组下载到 GUI 服务器后，在安全策略的 IDP 规则库中就
可选择更新中的任何新攻击对象。在受管理的设备上安装了安全策略时，只有在该
设备的 IDP 规则中使用的攻击对象将从 GUI 服务器被推送到设备中。

更新 IDP 引擎

IDP 引擎是在防火墙 /VPN 设备上运行的动态可变固件。在设备上更新 IDP 引擎的
方法有两种 :

升级 IDP/ 防火墙 /VPN 设备上的固件时，升级的固件通常将包括一个新近版本
的 IDP 引擎和一个新版 ScreenOS。( 有关升级安全设备上的固件的信息，请参
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可通过 GUI 服务器上的攻击数据库更新来更新受管理设备上的 IDP 引擎。由于
提供攻击数据库更新的频率比提供固件版本的频率更快，因此攻击数据库更新
可能比 新固件版本包含更新版本的 IDP 引擎。例如，攻击数据库更新可能包
含只能与 IDP 引擎的更新版本一起使用的更新的 IDP 攻击对象。

请执行以下步骤查看设备上当前运行的 IDP 引擎版本 : 

1. 选择 Tools > View/Update NSM Attack Database。将出现 Attack Update 
Manager 向导。

2. 单击 Next。

Attack Update Summary ( 如图 86 所示 ) 将显示 GUI 服务器上下载的当前版本
和可从 Juniper Networks 上获得的 新版本。

注意 : 对于 DI 功能，所有更新的签名都会被推送到受管理的设备中。有关更新受管理
设备上 DI 的攻击对象数据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Administrator's Guide。
管理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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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Attack Update Summary

3. 单击 Finish 继续下载 新的攻击数据库更新，或单击 Cancel 退出 Attack 
Update Manager。

要更新设备上的 IDP 引擎 : 

1. 选择 Devices > IDP Detector Engine > IDP Detector Engine。将出现 Change 
Device Sigpack 对话框。

2. 单击 Next，然后选择要安装 IDP 引擎更新的受管理设备。

3. 按照 Change Device Manager 中的说明更新选定设备上的 IDP 引擎。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安装的 IDP 引擎版本必须与设备上运行的固件版本相兼容。您无法
降级设备上的 IDP 引擎版本。

注意 : 更新设备上的 IDP 引擎不要求重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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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查看 IDP 日志
如果出现与 IDP 规则中的攻击对象相匹配的情况，IDP 日志条目就将出现在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日志查看器中。请执行以下步骤接收日志查看器中的 
IDP 日志条目 :

1. 启用设备以将带有预期严重性设置的日志条目发送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 : 

a. 在 Device Manager 中，打开该设备的设备配置。

b. 在设备导航树中，选择 Report Settings > General > NSM。

c. 选择要记录到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中的严重性设置。

d. 单击 OK。

2. 在设备上安装的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检测和记录。有关在安全策略中配置 IDP 
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1 页上的“配置安全策略”。

IDP 报警日志条目在日志查看器中出现，并显示以下信息栏 :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动作

协议

类别 ( 异常、定制或签名 )

子类别

严重性

设备
管理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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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封包属性

如本卷其它章所述，攻击者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封包来执行侦查或发起拒绝服务 
(DoS) 攻击。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精心设计的封包的意图，但由于其是精心设计
的，这就暗示其会被用到某些类型的阴险用途中。本章中介绍的所有 SCREEN 选
项都能封锁可能包含隐藏威胁的封包 : 

第 208 页上的“ICMP 碎片”

第 209 页上的“大的 ICMP 封包”

第 210 页上的“坏的 IP 选项”

第 211 页上的“未知协议”

第 212 页上的“IP 封包碎片”

第 213 页上的“SYN 碎片”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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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 碎片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提供了错误报告和网络侦查功能。由于 ICMP 封包
只包含很短的信息，因此没有合法理由将 ICMP 封包分为碎片。如果 ICMP 封包太
大，必须分为碎片，则可能有一些问题。当启用 ICMP Fragment Protection 
SCREEN 选项时，安全设备将封锁设置了“更多片段”标志的任何 ICMP 封包，或
者含有偏移字段中指示的偏移值的任何 ICMP 封包。

图 87:  封锁 ICMP 碎片

要封锁 ICMP 封包碎片，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碎片始
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ICMP Fragment Protection，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cmp-fragment

IP 包头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类型 代码

标识符

ICMP 包头
(IP 封包
负荷 )

数据

选项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ICMP = 1)

服务类型

如果协议类型
是代表 ICMP 的 1...

并且设置了
“更多片断”标志 ...

或者在 “片段偏移”字段中
有非零值 ...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校验和

序列号

... 安全设备封锁封包。
ICMP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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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ICMP 封包

如第 208 页上的“ICMP 碎片”所述，“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ICMP) 提供了错误
报告和网络侦查功能。由于 ICMP 封包只包含很短的信息，因此没有合法理由适用
于大的 ICMP 封包。如果 ICMP 封包异常地大，则可能有错误。例如，Loki 程序使
用 ICMP 作为传送隐秘消息的通道。大 ICMP 封包的存在可能会使作为 Loki 代理的
受损机器暴露。也可能指示出某些其它类型有争议的活动。

图 88:  封锁大的 ICMP 封包

当启用 Large Size ICMP Packet Protection SCREEN 选项时，安全设备检查丢弃长度
大于 1024 字节的 ICMP 封包。

要封锁大的 ICMP 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 ICMP 封包
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Large Size ICMP Packet (Size > 
1024)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cmp-large

IP 包头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类型 代码

标识符

ICMP 包头
(IP 封包
负荷 )

数据

选项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ICMP = 1)

服务类型

如果协议类型是代表 ICMP 的 1... 并且该值 >1024...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校验和

序列号

... 安全设备封锁封包。

IP 包头
大的 ICMP 封包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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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坏的 IP 选项

Internet Protocol standard RFC 791, Internet Protocol，指定了一组八个选项以提供
特殊路由控制、诊断工具和安全性。尽管这些选项的原来预期用途发挥了作用，但
某些人已想出了歪曲这些选项的方法，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关攻击者可利
用 IP 选项施加攻击的概要，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或是故意或是偶然，攻击者有时会不正确地配置 IP 选项，产生不完整或残缺的字
段。不管精心设计该封包的人的目的是什么，不正确的格式都是反常的，并且对预
定接收者有着潜在的危害。

图 89:  错误格式化的 IP 选项

如果启用了 Bad IP Option Protection SCREEN 选项，那么当 IP 封包包头中的任何 
IP 选项被不正确格式化时，安全设备将封锁这些封包。安全设备在事件日志中记
录该事件。

要检测和封锁含有错误格式 IP 选项的 IP 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
安全区段是封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Bad IP Option Protection，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ip-bad-option

IP 包头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选项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负荷

如果 IP 选项被错误格式化，则安全设备在
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中记录该事件。
坏的 IP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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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协议

目前，这些 ID number 为 137 或更大的协议类型被保留，尚未定义。恰恰因为这
些协议未定义，就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某一特定的未知协议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除
非您的网络使用 ID number 为 137 或更大的非标准协议，否则谨慎的立场是封锁
这类未知的元素进入受保护网络。

图 90:  未知协议

如果启用了 Unknown Protocol Protection SCREEN 选项，那么当协议字段包含 ID 
number 为 137 或更大数的协议时，安全设备将丢弃这些封包。

要丢弃采用未知协议的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始
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Unknown Protocol 
Protec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unknown-protocol

IP 包头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选项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负荷

如果 IP 选项被错误格式化，则安全设备在
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中记录该事件。

如果协议的 ID 号是 137 或更大的数，
则安全设备封锁此封包。
未知协议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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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封包碎片

封包通过不同的网络时，有时必须根据每个网络的 大传输单位 (MTU)，将封包分
成更小的部分 ( 片段 )。攻击者可能会利用 IP 栈实现方案的封包重组代码中的漏
洞，通过 IP 碎片进行攻击。当受害系统收到这些封包时，造成的结果小到无法正
确处理封包，大到使整个系统崩溃。

图 91:  IP 封包碎片

如果允许安全设备拒绝安全区段上的 IP 碎片，设备将封锁在绑定到该区段的接口
处接收到的所有 IP 封包碎片。

要丢弃 IP 封包碎片，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包碎片始发
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Block Fragment Traffic，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block-frag

IP 包头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选项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负荷

... 安全设备封锁封包。

如果设置了 “更多片段”
标志 ...

或者在 “片段偏移”字段中
有非零值 ...
IP 封包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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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 碎片

互联网协议 (IP) 在发起 TCP 连接的 IP 封包中，封装了“传输控制协议”(TCP) SYN 
片段。由于这种封包的用途是发起连接和在响应时调用 SYN/ACK 片段，因此 SYN 
片段通常不包含任何数据。因为 IP 封包很小，没有必要将其分为片段。分为片段
的 SYN 封包是不正常的，要引起怀疑。为了小心起见，请封锁这类未知的元素进
入受保护的网络。

如果启用了 SYN Fragment Detection SCREEN 选项，那么当 IP 包头表明封包已分
为碎片，并且在 TCP 包头中设置了 SYN 标志时，安全设备将会检测到这些封包。
安全设备将在进入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该事件。

要丢弃包含 SYN 碎片的 IP 封包，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其中指定的安全区段是封
包始发的区段 :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选择区段名称 ): 选择 SYN Fragment Protection，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zone zone screen syn-frag

图 92:  SYN 碎片

版本 包头长度

活动时间 (TTL)

标识

16 位源端口号

32 位序列号

4 位包头长度

ICMP 包头

保留 (6 位 )

选项 ( 如果有 )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协议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16 位目标端口号

IP 包头

如果设置了 “更多片段”
标志 ...

或者在 “片段偏移”字段中
有非零值 ...

32 位确认编号

16 位 TCP 校验和

选项 ( 如果有 )

数据 ( 如果有 )

16 位紧急指针

16 位窗口大小
U
R
G

A
C
K

P
S
H

R
S
T

S
Y
N

F
I
N

... 并且设置了 SYN 标志 ... ... 设备丢弃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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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

环境定义数据包中的位置，从中深入检查 (DI) 模块搜索与攻击对象模式相匹配的
签名。定义状态式签名攻击对象时，可以指定以下列表中的任何环境。定义攻击
对象后，必须把它放到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组中以在策略中使用。

当 DI 模块检查信息流中的 TCP 流式签名时，它不考虑环境。TCP 流式签名查找任
何种类的 TCP 信息流中所有位置的模式，而不管所使用的应用协议是什么。只能
在 NetScreen-5000 和 2000 系列系统上定义流式签名。不过，Stream256 会查找
数据头 256 个字节中的模式。

表 21:  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

注意 : 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组只能包含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不能在同一个攻击对象组
中混用预定义的和用户定义的攻击对象。

协议 环境 说明 ( 将环境设置为 ...)

AIM aim-chat-room-desc 对 America Online Instant Messenger (AIM) 或 ICQ ( 网络寻呼机 ) 会话中的聊天室的
说明。

aim-chat-room-name AIM 或 ICQ 会话中的聊天室名称。

aim-get-file 用户当前从对等方传输的文件的名称。

aim-nick-name AIM 或 ICQ 用户的昵称。

aim-put-file 用户当前向对等方传输的文件的名称。

aim-screen-name AIM 或 ICQ 用户的登录名。

DNS dns-cname 域名系统 (DNS) 请求或响应中的 CNAME ( 规范名称 )，该规范名称在 RFC 1035, 
Domain Names - Implementation and Specification 中定义。

FTP ftp-command RFC 959,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中指定的 FTP 命令之一。

ftp-password FTP 登录密码。

ftp-pathname 任何 FTP 命令中的目录或文件名。

ftp-username 用户登录 FTP 服务器时输入的名称。

Gnutella gnutella-http-
get-filename

Gnutella 客户端试图检索的文件名。

HTTP http-authorization 从授权解码的用户名和密码 : 在 RFC 1945,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 HTTP/1.0 中
说明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请求的基本报头。

http-header-user-agent HTTP 请求报头中的用户代理字段。( 当用户访问 Web 站点时，他们在此字段提供有
关其浏览器的信息。)

http-request HTTP 请求行。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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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
http-status HTTP 回复中的状态行。( 状态行是 Web 服务器发送给客户端传达连接状态的三位
代码。例如，401 表示“未经授权”，404 表示“未找到”。)

http-text-html HTTP 事务中的文本，或者说是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数据。

http-url HTTP 请求中的“统一资源定位器”(URL)，与其在数据流中的显示一致。

http-url-parsed 从包含 HTTP 中使用的 URL 的 unicode 字符串解码的“规格化”文本字符串。

http-url-
variable-parsed

HTTP-GET 请求的 URL 中一个解码的通用网关接口 (CGI) 变量。

IMAP imap-authenticate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 (IMAP) AUTHENTICATE 命令的一个参数。该参数表明 IMAP 客
户端向服务器建议的认证机制的类型。例如，KERBEROS_V4、GSSAPI ( 请参阅 
RFC 1508, Generic Security Service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和 SKEY。

有关 IMAP 的信息，请参阅 RFC 1730, 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ol - Version 4 和 
RFC 1731, IMAP4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s。

imap-login IMAP LOGIN 命令中的用户名或明文密码。

imap-mailbox IMAP SELECT 命令中的邮箱文本字符串。

imap-user IMAP LOGIN 命令中的用户名。

MSN 
Messenger

msn-display-name Microsoft Network (MSN) Instant Messaging 会话中用户的显示名称。

msn-get-file 客户端要从对等方下载的文件的名称。

msn-put-file 客户端要向对等方发送的文件的名称。

msn-sign-in-name MSN Instant Messaging 用户的屏幕名 ( 登录名 )。

POP3 pop3-auth 邮局协议版本 3 (POP3) 会话中的 AUTH 命令。有关 POP3 的信息，请参阅 
RFC 1939, Post Office Protocol - Version 3。

pop3-header-from 在 POP3 事务中显示在电子邮件的“发件人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pop3-header-line POP3 事务中电子邮件任何报头行中的文本字符串。

pop3-header-subject 在 POP3 事务中显示在电子邮件的“主题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pop3-header-to 在 POP3 事务中显示在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pop3-mime-
content-filename

POP3 会话中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 (MIME) 附件的内容文件名。

pop3-user POP3 会话中的用户名。

SMB smb-account-name SMB 会话中 SESSION_SETUP_ANDX 请求的服务器消息块 (SMB) 的帐户名。

smb-connect-path SMB 会话中 TREE_CONNECT_ANDX 请求的连接路径。

smb-connect-service SMB 会话中 TREE_CONNECT_ANDX 请求的连接服务的名称。

smb-copy-filename SMB 会话中 COPY 请求的文件名。

smb-delete-filename SMB 会话中 DELETE 请求的文件名。

smb-open-filename SMB 会话中 NT_CREATE_ANDX 和 OPEN_ANDX 请求的文件名。

SMTP smtp-from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会话中 "MAIL FROM" 命令行中的文本字符串，相关信息
在 RFC 2821,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中进行了说明。

smtp-header-from 在 SMTP 会话中的“发件人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smtp-header-line SMTP 会话中任何报头行中的文本字符串。

smtp-header-subject 在 SMTP 会话中的“主题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smtp-header-to 在 SMTP 会话中“收件人 :”报头中的文本字符串。

smtp-mime-
content-filename

SMTP 会话中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 (MIME) 附件的内容文件名。

协议 环境 说明 ( 将环境设置为 ...)



附录 A: 用户定义签名的环境
smtp-rcpt SMTP 会话中 "RCPT TO" 命令行的文本字符串。

- stream256 重新组合的规格化 TCP 数据流的头 256 个字节。

Yahoo! 
Messenger

ymsg-alias 与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用户的主用户名关联的的昵称。

ymsg-chatroom-
message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聊天室中交换的的名称。

ymsg-chatroom-
name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聊天室的名称。

ymsg-nickname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用户的昵称。

ymsg-p2p-get-
filename-url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对等方机器上的文件位置，以便能够从该位置下载相应的
文件。

ymsg-p2p-put-
filename-url

Yahoo! Instant Messaging 对等方机器上的文件位置，以便能够将文件下载到该位置。

协议 环境 说明 ( 将环境设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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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介绍虚拟专用网 (VPN) 概念和 ScreenOS VPN 专用功能。

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互联网协议安全性”介绍“互联网协议安全性”(IPSec) 的要素及其
与 VPN 通道相关联的方式。

第 2 章“公开密钥密码术”介绍公开密钥密码术，并介绍在“公开密钥基础”
(PKI) 环境中如何使用证书和证书撤消列表 (CRL)。

第 3 章“虚拟专用网准则”介绍 VPN 通道。

第 4 章“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介绍如何在两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
备间配置站点到站点的 VPN 通道。

第 5 章“拨号虚拟专用网”介绍如何设置拨号 VPN。

第 6 章“第 2 层通道协议”介绍“第 2 层通道协议”(L2TP) 并为 L2TP 和 
IPSec 上的 L2TP 提供配置示例。

第 7 章“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介绍“网络地址转换”(NAT) 主题、VPN 监控
以及使用多个通道的 VPN。

第 8 章“自动连接虚拟专用网”介绍 ScreenOS 如何使用“下一跳跃解析协
议”(NHRP) 消息使安全设备能够根据需要建立“自动连接”VPN。本章提供
可以使用 AC-VPN 的典型方案的范例。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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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i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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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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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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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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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本章介绍“互联网协议安全性”(IPSec) 的要素及其与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相关
联的方式。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虚拟专用网简介”

第 3 页上的“IPSec 概念”

第 4 页上的“模式”

第 5 页上的“协议”

第 6 页上的“密钥管理”

第 7 页上的“安全联盟”

第 8 页上的“通道协商”

第 8 页上的“第 1 阶段”

第 10 页上的“第 2 阶段”

第 11 页上的“IKE 和 IPSec 封包”

第 11 页上的“IKE 封包”

第 14 页上的“IPSec 封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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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专用网简介

虚拟专用网 (VPN) 提供了通过公用广域网 (WAN) ( 例如互联网 ) 在远程计算机间安
全通信的方法。

VPN 连接可以链接两个局域网 (LAN) 或一个远程拨号用户和一个 LAN。在这两点
间流动的信息流流经共享的资源，例如，路由器、交换机以及其它组成公用 WAN 
的网络设备。要在流经 WAN 时确保 VPN 通信的安全性，则两个参与者必须创建一
个“IP 安全性 (IPSec)”通道。

IPSec 通道由一对指定安全参数索引 (SPI) 的单向“安全联盟”(SA) ( 位于通道的
两端 )、目标 IP 地址以及使用的安全协议 (“认证包头”或“封装安全性负荷”) 
组成。

有关 S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页上的“安全联盟”。有关 IPSec 安全协议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协议”。

通过 SA，IPSec 通道可以提供以下安全功能 : 

私密性 ( 通过加密 )

内容完整性 ( 通过数据认证 )

发送方认证和认可 ( 如果使用证书 ) ( 通过数据初始认证 )

根据所需采用安全功能。如果仅需认证 IP 封包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您可以不申
请任何密码而认证此封包。但是，如果仅想保护私密性，则可不申请任何认证机制
而对此封包加密。如果您愿意，您可同时加密和认证此封包。大多数网络安全设计
者都选择加密、认证以及对其 VPN 流量进行回放攻击保护。

ScreenOS 支持 IPSec 技术，使用两种密钥创建机制创建 VPN 通道 : 

手动密钥

具有预共享密钥或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注意 : 术语通道并不表示是“传送”或“通道”模式 ( 请参阅第 4 页上的“模式”)。它
是指 IPSec 连接。
虚拟专用网简介



第 1 章 :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IPSec 概念

“IP 安全性”(IPSec) 是一系列用于在 IP 封包层处用密码保护通信的相关协议。
IPSec 由两种模式和两种主要协议组成 : 

传送模式和通道模式

用于认证的“认证包头”(AH) 协议和用于加密 ( 和认证 ) 的“封装安全性负
荷”(ESP) 协议。

IPSec 还提供用于“安全联盟”(SA) 和密钥分配的手动和自动协商方法，包括在
“解释网域”(DOI) 中为其收集的所有属性。请参阅 RFC 2407 和 RFC 2408。

图 2:  IPSec 结构

注意 : ScreenOS
不支持带有 AH 的
传送模式。

传送模式 通道模式

ESP 协议

加密算法
(DES， 3DES)

AH 协议

认证算法
(MD5， SHA-1)

解释网域
(DOI)

SA 和密钥管理
( 手动和自动 )

注意 : IPSec“解释网域”(DOI) 是一个文档，该文档中包含要求用于 VPN 通道成功协商
的所有安全性参数定义，特别是要求用于 SA 和 IKE 协商的所有属性。
IPSec 概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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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IPSec 按以下两种模式之一运行 :“传送”或“通道”。当通道两端都是主机时，
可以使用任一模式。当至少有一个通道端点是安全网关 ( 如路由器或防火墙 ) 时，
就必须使用“通道”模式。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始终对 IPSec 通道运行“通
道”模式，对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运行“传送”模式。

传送模式

初始 IP 封包未封装在另一 IP 封包中，如图 3 中所示。整个封包都可以认证 (使用 
AH)，负荷可以加密 ( 使用 ESP)，初始包头仍保留通过 WAN 发送的明文。

图 3:  传送模式

通道模式

整个初始 IP 封包 ( 负荷和包头 ) 都封装在另一个 IP 负荷中，并预先设定了一个新
包头，如图 4 中所示。整个初始封包可以被加密、被认证、或者既加密又认证。
利用 AH，AH 和新包头也可以被认证。使用 ESP，ESP 包头也可以被认证。

图 4:  通道模式

在站点到站点的 VPN 中，新包头中使用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外向接口 (NAT 或
“路由”模式下 ) 的 IP 地址，或是 VLAN1 IP 地址 (“透明”模式下 ) ；已封装封
包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该连接 终端点的地址。

传送模式 --AH

传送模式 --ESP

IP 封包

初始 AH 负荷

已认证

负荷ESP初始

已加密
已认证

通道模式 --AH

通道模式 --ESP

IP 封包

初始包头 负荷

已认证

负荷初始包头

已加密
已认证

初始封包被封装。

AH 包头

ESP 包头

新包头

新包头
IPSec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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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通道模式下的站点到站点 VPN

在拨号 VPN 中，通道的 VPN 拨号客户端没有通道网关，通道直接延伸到客户端本
身。在这种情况下，在从拨号客户端发送的封包上，新包头和已封装的初始包头具
有相同的 IP 地址 : 即客户机的地址。

图 6:  通道模式下的拨号 VPN

协议
IPSec 使用两种协议以保护 IP 层的通信 : 

认证包头 (AH) - 认证 IP 封包来源和验证其内容完整性的安全协议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 加密整个 IP 封包 ( 以及认证其内容 ) 的安全协议

认证包头

“认证包头”(AH) 协议提供验证内容真实性 / 完整性以及封包来源的方法。可以通
过校验和来认证此封包，该校验和是使用密钥和 MD5 或 SHA-1 散列功能通过基于
散列的信息认证代码 (HMAC) 计算得出的。

LAN

设备 -A
通道网关

互联网

通道

设备 -B
通道网关

LAN

2
B

1

A

负荷 1 2 A B 负荷

初始封包被封装。

A B A B 负荷

注意 : 某些 VPN 客户端 ( 如 NetScreen-Remote) 允许定义虚拟内部 IP 地址。在这些情况
下，虚拟内部 IP 地址是来自客户端的信息流的初始封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ISP 
动态分配给拨号客户端的 IP 地址是外部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

VPN 拔号客户端

互联网

通道

设备 -B
通道网关

LAN

2 B
A = 1

负荷 1 2 A B 负荷

初始封包被封装。

A B A B 负荷
IPSec 概念 5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6

信息整理版本 5 (MD5) - 从任意长度信息和 16 字节密钥生成 128 位散列 ( 也称
作数字签名或信息整理 ) 的算法。所生成的散列 ( 如同输入的指印 ) 用于验证
内容和来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安全散列算法 1 (SHA-1) - 从任意长度信息和 20 字节密钥生成 160 位散列的算
法。通常认为它比 MD5 更安全，因为它生成的散列更大。由于是在 ASIC 中执
行运算处理的，所以执行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封装安全性负荷

“封装安全性负荷”(ESP) 协议提供了确保私密性 ( 加密 )、来源认证和内容完整性 
( 认证 ) 的方法。通道模式下的 ESP 封装整个 IP 封包 ( 包头和负荷 )，然后将新的 
IP 包头附加到刚加密的封包上。新 IP 包头中包含有需要通过网络路由受保护数据
的目标地址。

利用 ESP，可以加密并认证、仅加密或仅认证。对于加密，可以选择下列加密算法
中的一种 : 

数据加密标准 (DES) - 带有 56 位密钥的密码块算法。

三重 DES (3DES) - 使用 168 位密钥的 DES 增强版本，在其中应用了三次初始 
DES 算法。DES 的性能更好，但是对于许多绝密或机密资料传输却认为它不可
接受。

高级加密标准 (AES) - 混合的加密标准，当全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都采用此标
准时，它将提供与其它网络安全设备之间更强的互操作性。ScreenOS 支持使
用 128 位、192 位和 256 位密钥的 AES。

对于认证，可以使用 MD5 或 SHA-1 算法。

密钥管理
密钥的分配和管理对于成功使用 VPN 很关键。IPSec 支持手动和自动这两种密钥分
配方法。

手动密钥

利用手动密钥，通道两端的管理员可以配置所有安全参数。对于小的、静态网络来
说，这是可行的技术，在这种网络中，密钥的分配、维护和跟踪都不难。但是，要
在长距离内分配手动密钥配置则会有安全问题。除了面对面传输密钥外，您不能完
全保证在传输过程中不泄漏密钥。同时，每当要更改密钥时，象 初分配密钥时一
样，需面对同样的安全问题。

注意 : 有关 MD5 和 SHA-1 散列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的 RFC: (MD5) 1321, 
2403 ； (SHA-1) 2404。有关 HMAC 的信息，请参阅 RFC 2104。

注意 : 即使可以对认证选择 NULL，但经证实，在此类情况下，IPSec 容易受到攻击。因
此，建议不要对认证选择 NULL。
IPSec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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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密钥 IKE
当需要创建和管理多个通道时，就需要一种不必手动配置每一个元素的方法。
IPSec 使用“互联网密钥交换”(IKE) 协议支持密钥的自动生成和协商以及安全联
盟。ScreenOS 中将此自动通道协商称为“自动密钥 IKE”，并支持带有预共享密
钥的“自动密钥 IKE”和带有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

通过使用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来认证 IKE 会话中的参与者时，各方都必
须预先配置和安全地交换预共享密钥。在此情况下，安全密钥分配问题就与使用手
动密钥时的问题相同。但是，一旦分配密钥后，自动密钥就可使用 IKE 协议，在
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内自动更改其密钥 ( 与手动密钥不同 )。经常更改密钥会大大
提高安全性，自动更改密钥会大大减少密钥管理任务。但是，更改密钥会增加流量
开销，因此，过于频繁地更改密钥会降低数据传输效率。

具有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当在“自动密钥 IKE”协商过程中使用证书对参与者认证时，双方都生成一个公用 /
私用密钥对 ( 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公开密钥密码术”)，同时获得证书 ( 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只要双方都信任发行的证书授权机构 (CA)，参与者就
可检索对方的公用密钥并验证对方的签名。没有必要对密钥和 SA 进行跟踪，IKE 将
自动进行跟踪。

安全联盟
安全联盟 (SA) 是 VPN 参与者之间用于确保信道安全有关方法和参数的单向协议。
对于双向通信，至少必须有两个 SA，每个方向使用一个。

SA 将下列组件组合在一起用于保证通信安全 : 

安全算法和密钥

协议模式 (“传送”或“通道”)

密钥管理方法 ( 手动密钥或自动密钥 IKE)

SA 寿命

对于出站 VPN 流量，策略将调用有关 VPN 通道的 SA。对于入站流量，安全设备
通过使用以下的三个一组来检查 SA: 

目标 IP

安全协议 (AH 或 ESP)

安全参数索引 (SPI) 值

注意 : 预共享密钥是用于加密和解密的密钥，参与者双方在开始通信前都必须拥有此
密钥。

注意 : 有关手动密钥和“自动密钥 IKE”通道的示例，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
的虚拟专用网”。
IPSec 概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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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协商

对于手动密钥 IPSec 通道，由于已经预先定义了所有 SA 参数，因此无需协商要使
用哪些 SA。事实上，已经建立了该通道。当流量与使用该手动密钥通道的策略相
匹配时，或当路由包含此通道时，安全设备将按所确定的方式仅加密和认证数据，
并将其转发到目标网关。

要建立“自动密钥 IKE”IPSec 通道，需要进行两个阶段的协商 : 

在第 1 阶段，参与者要建立一个将在其中协商 IPSec SA 的安全通道。

在第 2 阶段，参与者协商用于加密和认证用户数据连续交换的 IPSec SA。

第 1 阶段
“自动密钥 IKE”通道协商的第 1 阶段由如何认证和保护通道的提议交换组成。交
换可以在两种模式的其中一种模式下进行 : 主动模式或主模式。使用任一种模式
时，参与者将交换可接受的安全服务提议，例如 : 

加密算法 (DES 和 3DES) 和认证算法 (MD5 和 SHA-1)。有关这些算法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协议”。

Diffie-Hellman 组 ( 请参阅第 9 页上的“Diffie-Hellman 交换”)。

预共享密钥或 RSA/DSA 证书 ( 请参阅第 7 页上的“自动密钥 IKE”)。

当通道的两端都同意接受所提出的至少一组第 1 阶段安全参数，并处理这些参数
时，一个成功的第 1 阶段协商将结束。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多支持四个
第 1 阶段协商的提议，允许定义您可以接受的对一系列安全参数的限制程度。

ScreenOS 提供的预定义“第 1 阶段”提议如下 : 

Standard: pre-g2-aes128-sha 和 pre-g2-3des-sha

Compatible: pre-g2-3des-sha、pre-g2-3des-md5、pre-g2-des-sha 和 
pre-g2-des-md5

Basic: pre-g1-des-sha 和 pre-g1-des-md5

也可以定义自定义的“第 1 阶段”提议。

主模式和主动模式

第 1 阶段可能发生在主模式或主动模式下。这两种模式如下所述。

主模式 : 发起方和接受方之间进行三个双向信息交换 ( 总共六条信息 ) 以获取以下
服务 : 

第一次交换 ( 信息 1 和 2): 提出并接受加密和认证算法。

第二次交换 ( 信息 3 和 4): 执行 Diffie-Hellman 交换，发起方和接受方各提供一
个随机生成的号码。

第三次交换 ( 信息 5 和 6): 发送并验证其身份。
通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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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交换信息时传输的信息由在前两次交换中建立的加密算法保护。因此，在
明文中没有传输参与者的身份。

主动模式 : 发起方和接受方获取相同的对象，但仅进行两次交换，总共有三条消息 : 

第一条消息 : 发起方建议 SA，发起 Diffie-Hellman 交换，发送一个随机生成的
号码及其 IKE 身份。

第二条消息 : 接受方接受 SA，认证发起方，发送一个随机生成的号码及其 IKE 
身份，以及发送接受方的证书 ( 如果使用证书 )。

第三条消息 : 发起方认证接受方，确认交换，发送发起方的证书 ( 如果使用证
书 )。

由于参与者的身份是在明文中交换的 ( 在前两条消息中 )，Aggressive mode ( 主动
模式 ) 不提供身份保护。

Diffie-Hellman 交换

Diffie-Hellman (DH) 交换允许参与者生成一个共享的秘密值。该技术的优点在于它
允许参与者在非安全媒体上创建秘密值，而不把此秘密值通过网线传输。
Diffie-Hellman 组共有五个； ScreenOS 支持 1、2 和 5 组。在各组计算中所使用主
要模数的大小有如下不同 : 

DH 组 1: 768 位模数

DH 组 2: 1024 位模数

DH 组 5: 1536 位模数

模数越大，被认为生成的密钥就越安全；但是，模数越大，密钥生成的过程就越
长。由于每个 DH 组的模数都有不同的大小，因此参与者必须同意使用相同的组。

注意 : 当拨号 VPN 用户使用预定义密钥协商“自动密钥 IKE”通道时，必须使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还请注意，拨号 VPN 用户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地
址、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或 IP 地址作为其 IKE ID。动态对等方可以使用电子
邮件地址或 FQDN，但不可以使用 IP 地址。

注意 : “DH 组 1”安全性的优点已经下降，建议不使用它。

注意 : 如果配置多个 ( 多四个 )“第 1 阶段”协商提议，请在所有提议中使用相同的 
Diffie-Hellman 组。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第 2 阶段”协商的多个提议。
通道协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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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阶段
在参与者建立了一个已认证的安全通道后，他们将继续执行“第 2 阶段”。在此
阶段中，他们将协商 SA 以保护要通过 IPSec 通道传输的数据。

与“第 1 阶段”的过程相似，参与者交换提议以确定要在 SA 中应用的安全参数。
“第 2 阶段”提议还包括一个安全协议 [“封装安全性负荷”(ESP) 或“认证包
头”(AH)] 以及所选的加密和认证算法。如果需要“完全正向保密”(PFS)，提议中
还可以指定一个 Diffie-Hellman 组。

不管在“第 1 阶段”中使用何种模式，“第 2 阶段”总是在“快速”模式中运
行，并且包括三条消息的交换。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多支持四个“第 2 阶段”协商的提议，允许定义您可
以接受的对一系列通道参数的限制程度。ScreenOS 还提供回放攻击保护功能。使
用此功能不需要协商，因为封包总是和序列号一起发送。您仅有校验序列号或不校
验序列号的选择权。( 有关回放攻击保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回放
攻击保护”。)

ScreenOS 提供的预定义“第 2 阶段”提议如下 : 

Standard: g2-esp-3des-sha 和 g2-esp-aes128-sha

Compatible: nopfs-esp-3des-sha、nopfs-esp-3des-md5、nopfs-esp-des-sha 和 
nopfs-esp-des-md5

Basic: nopfs-esp-des-sha 和 nopfs-esp-des-md5

也可以定义自定义的“第 2 阶段”提议。

在“第 2 阶段”中，对等方也交换代理 ID。代理 ID 是一个三方元组，由本地 IP 
地址、远程 IP 地址和服务组成。两个对等方的代理 ID 必须匹配，这意味着两个对
等方的代理 ID 中指定的服务必须相同，并且为一个对等方指定的本地 IP 地址必须
与为另一个对等方指定的远程 IP 地址相同。

完全正向保密

“完全正向保密”(PFS) 是一种用于派生出“第 2 阶段”密钥并与前述密钥无关的
方法。此外，“第 1 阶段”提议将创建密钥 (SKEYID_d 密钥 )，从该密钥中将派生
出所有的“第 2 阶段”密钥。SKEYID_d 密钥能够以 少的 CPU 处理时间来生成
“第 2 阶段”密钥。可惜的是，如果某个未授权方获得 SKEYID_d 密钥的访问权，
将泄漏所有的加密密钥。

PFS 通过对每个“第 2 阶段”通道强制产生新的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来解决此
安全风险。尽管在启用 PFS 后，“第 2 阶段”中的重定密钥过程可能会需要稍长
的时间，但使用 PFS 更安全。

回放攻击保护

当有人截取一系列封包并在以后使用该封包大量攻击系统、导致拒绝服务 (DoS) 或
获准进入可信任网络时会发生回放攻击。回放攻击保护功能将使安全设备检查每一
个 IPSec 封包，以查看以前是否收到过此封包。如果封包到达指定的序列范围外，
安全设备将拒绝这些封包。
通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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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和 IPSec 封包

IPSec VPN 通道包含两个主要元素 : 

通道设置 : 对等方首先建立安全联盟 (SA)，以定义可确保它们之间信息流安全
的参数。每端的管理员都可手动定义 SA，也可通过 IKE“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协商动态定义 SA。“第 1 阶段”可以发生在主模式或主动模式下。
“第 2 阶段”总是发生在快速模式下。

应用的安全 : IPSec 通过使用在 SA ( 通道设置过程中已获得对等方的同意 ) 中定
义的安全参数来保护两个通道端点之间发送的信息流。可将 IPSec 应用到以下
两种模式之一 : 传送模式和通道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支持以下两种 IPSec 协议 -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和“认证包头 (AH)”。

有关在 VPN 通道的 IKE 和 IPSec 阶段所发生的封包处理过程的说明，请参阅第 11 
页上的“IKE 封包”和第 14 页上的“IPSec 封包”。这两节分别介绍了 IKE 和 
IPSec 的封包包头。

IKE 封包
当需要通道的明文封包到达安全设备但不存在该通道的活动第 2 阶段 SA 时，安全
设备将开始 IKE 协商 ( 并丢弃该封包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分别是
本地和远程 IKE 网关的地址。在 IP 封包负荷中，有一个封装互联网安全协会和密
钥管理协议 (ISAKMP) 或 IKE 封包的 UDP 段。IKE 封包的格式在“第 1 阶段”和
“第 2 阶段”中相同。

注意 : 当初始 IP 封包被丢弃后，源主机将重新发送它。通常，当第二个封包到达安全设
备时，IKE 协商已完成，安全设备会在转发该封包之前使用 IPSec 对其进行保
护，同时还将保护会话中的所有后续封包。
IKE 和 IPSec 封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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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IKE 封包 ( 对于“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

“下一个负荷”字段中包含可表示以下任一负荷类型的号码 : 

0002 - SA 协商负荷 : 包含“第 1 阶段”或“第 2 阶段”SA 的定义。

0004 - 提议负荷 : 可以是“第 1 阶段”或“第 2 阶段”提议。

0008 - 转换负荷 : 转换负荷在提议负荷中被封装，而提议负荷在 SA 负荷中被
封装。

0010 - 密钥交换 (KE) 负荷 : 包含执行密钥交换所必需的信息，如 
Diffie-Hellman 公开值。

IP
包头

UDP
包头

ISAKMP
包头 负荷

版本 包头长度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标识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

0 D M

协议 ( 对于 UDP，为 17)活动时间 (TTL)

源地址 ( 本地对等方的网关 )

目标地址 ( 远程对等方的网关 )

IP 选项 ( 如果有 ) 扩展位

IP 负荷

UDP 包头

ISAKMP 包头 ( 对于 IKE)

IP 包头
注意 : ISAKMP 是 IKE 所使用的封包格式。

源端口 ( 对于 IKE，为 500)

长度

目标端口 ( 对于 IKE，为 500)

校验和

UDP 负荷

发起方的 Cookie

响应方的 Cookie
( 对于第一个封包，应为 0000)

下一个负荷 主要版本 次要版本 交换类型 标志

消息 ID

消息长度

ISAKMP 负荷
IKE 和 IPSec 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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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 标识 (IDx) 负荷。

在“第 1 阶段”中，IDii 表示发起方 ID，而 IDir 表示响应方 ID。

在“第 2 阶段”中，IDui 表示用户发起方，而 IDur 表示用户响应方。

ID 为 IKE ID 类型，例如 FQDN、U-FQDN、IP 地址以及 ASN.1_DN。

0040 - 证书 (CERT) 负荷。

0080 - 证书申请 (CERT_REQ) 负荷。

0100 - 散列 (HASH) 负荷 : 包含特定散列功能的摘要输出。

0200 - 签名 (SIG) 负荷 : 包含数字签名。

0400 - 当前数 (Nx) 负荷 : 包含交换所必需的一些随机生成的信息。

0800 - 通知负荷。

1000 - ISAKMP 删除负荷。

2000 - 供应商 ID (VID) 负荷 : 可包含在“第 1 阶段”协商的任意位置。
ScreenOS 用它来标记对 NAT-T 的支持。

所有 ISAKMP 负荷均以相同的通用包头开始，如图 8 中所示。

图 8:  通用 ISAKMP 负荷包头

多个 ISAKMP 负荷可链接在一起，每个后续负荷的类型由“下一个包头”字段中的
值标明。值 0000 表示 后一个 ISAKMP 负荷。有关范例，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
图 9。

下一个包头 保留 负荷长度 ( 以字节为单位 )

负荷
IKE 和 IPSec 封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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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具有通用 ISAKMP 负荷的 ISAKMP 包头

IPSec 封包
完成 IKE 协商且两个 IKE 网关已建立“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安全联盟 (SA) 
后，安全设备将 IPSec 保护应用到后续明文 IP 封包 ( 这些封包是由一个 IKE 网关
后面的主机发送给另一个网关后面的主机的，并假定策略允许信息流 )。如果“第 
2 阶段”SA 在“通道”模式下指定了“封装安全性协议”(ESP)，则封包将类似于
下面所显示的封包。安全设备将两个附加包头添加到了由启动主机所发送的初始封
包中。

图 10:  IPSec 封包 - 通道模式下的“封装安全性负荷”(ESP)

如图 10 中所示，由启动主机构建的封包包括负荷、TCP 包头和内部 IP 包头 
(IP1)。

由安全设备添加的外部 IP 包头 (IP2) 中含有远程网关的 IP 地址 (作为目标 IP 地址 ) 
和本地安全设备的 IP 地址 ( 作为源 IP 地址 )。安全设备还在外部和内部 IP 包头之
间添加了一个 ESP 包头。ESP 包头包含了有关允许远程对等方在接收到封包时对
其进行适当处理的信息。第 15 页上的图 11 对此进行了说明。

发起方的 SPI

响应方的 SPI ( 对于第一个封包，应为 0000)

下一个负荷
( 对于 SA，应为 0002) 主要版本 次要版本 交换类型 标志

消息 ID

消息长度总计

下一个包头
( 对于提议，应为 0004) 保留 SA 负荷长度

提议负荷长度

SA 负荷

保留
下一个包头

( 对于转换，应为 0008)

下一个包头
( 对于 End，应为 0000)

提议负荷

保留 转换负荷长度

转换负荷

ISAKMP
包头

SA
负荷

提议
负荷

转换
负荷

注意 : 有关 ESP 的信息，请参阅第 6 页上的“封装安全性负荷”。有关通道模式的信
息，请参阅第 4 页上的“通道模式”。

由 IKE 网关发送的
IPSec 封包 由启动主机发送的

初始封包

IP2
包头

ESP
包头

IP1
包头

TCP
包头 负荷

本地网关将
这些包头添加到封包中。
IKE 和 IPSec 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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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外部 IP 包头 (IP2) 和 ESP 包头

“下一个包头”字段表明了负荷字段中的数据类型。在通道模式下，该值为 4，表
示 IP-in-IP。如果将 ESP 应用于传送模式，则该值表示的是传输层协议，例如 : 6 
表示 TCP，17 表示 UDP。

外部 IP 包头 (IP2)

版本 包头长度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标识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协议 ( 对于 ESP，为 50)活动时间 (TTL)

源地址 ( 本地对等方的网关 )

目标地址 ( 远程对等方的网关 )

IP 选项 ( 如果有 ) 扩展位

负荷

ESP 包头

远程对等方的安全参数索引 (SPI)*

序列号 *

初始化向量 * (IV) - 数据字段的第一个八位位组

负荷数据 ** ( 变量 )

扩展位 ** (0-255 字节 ) 扩展位长度 ** 下一个包头 
( 对于 IP，为 4)**

认证数据 ( 变量 )

已加密

已认证

* = 封包的已认证部分
** = 封包的已加密部分

0 D M
IKE 和 IPSec 封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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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内部 IP 包头 (IP1) 和 TCP 包头

Padding

内部 IP 包头 (IP1)

版本 包头
长度

服务类型 总封包长度 ( 单位为字节 )

标识 片段偏移

包头校验和协议 ( 对于 TCP，应为 6)活动时间 (TTL)

源地址 ( 启动主机 )

目标地址 ( 接收主机 )

IP 选项 ( 如果有 ) 扩展位

负荷

TCP 包头

源端口 目标端口

序列号

确认编号

包头
长度 保留 窗口大小

紧急指针校验和

选项 ( 如果有 ) 扩展位

数据

U
R
G

A
C
K

P
S
H

R
S
T

S
Y
N

F
I
N

0 D M
IKE 和 IPSec 封包



第 2 章

公开密钥密码术

本章介绍了公开密钥密码术，并介绍了在“公开密钥基础”(PKI) 的环境中如何使
用证书和证书撤消列表 (CRL)。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第 18 页上的“公开密钥密码术简介”

第 18 页上的“签署证书”

第 18 页上的“验证数字签名”

第 20 页上的“公开密钥基础”

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第 26 页上的“加载证书和证书撤消列表”

第 27 页上的“配置 CRL 设置”

第 28 页上的“自动获取本地证书”

第 31 页上的“自动证书更新”

第 32 页上的“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第 31 页上的“密钥对生成”

第 33 页上的“指定证书撤消检查方法”

第 33 页上的“指定在线证书状态协议响应方 URL”

第 34 页上的“自签证书”

第 33 页上的“删除状态检查属性”

第 36 页上的“手动创建自签证书”

第 36 页上的“设置管理员定义的自签证书”

第 41 页上的“删除自签证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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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密钥密码术简介

在公开密钥密码术中，公开 /私有密钥对用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用公开密钥 
( 所有者使其可公开使用 ) 加密的数据只能用相应的私有密钥 ( 所有者秘密持有并
加以保护) 进行解密。例如，如果 Alice 想给 Bob 发送加密的消息，Alice 可用 Bob 
的公开密钥来加密此消息，并发送给他。然后，Bob 用自己的私有密钥将此消息
解密。

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用私有密钥加密数据，用相应的公开密钥将数据解密。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创建数字签名。例如，如果 Alice 想以她的标识来作为消息发送方，
则可用她的私有密钥来加密消息并发送给 Bob。然后，Bob 用 Alice 的公开密钥将
消息解密，从而验证了 Alice 确实是发送方。

公开 / 私有密钥对在数字证书的使用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签署证书 ( 由 CA)，然
后验证签署 ( 由接收方 ) 的过程如以下小节所述。

签署证书
1. 发布证书的“证书授权机构”(CA) 用散列算法 (SHA-1 或 MD5) 散列证书，以

生成摘要。

2. 然后 CA“签署”证书，方法是用其私有密钥加密摘要。结果即是数字签名。

3. CA 于是给申请的个人发送数字签署的证书。

验证数字签名
1. 接收者获得证书后，还会生成另一摘要，方法是在证书文件中，应用同一散列

算法 (SHA-1 或 MD5)。

2. 接收者使用 CA 的公开密钥将数字签名解密。

3. 接收者将解密的摘要和刚生成的摘要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摘要匹配，接收者
就能确认 CA 签名完整，进而确认了相应证书的完整性。
公开密钥密码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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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数字签名验证

在 IKE 会话中，两个参与者之间发送数字签署的消息的过程非常相似，以下为不
同之处 : 

发送方不从 CA 证书生成摘要，而是从 IP 封包负荷中的数据生成。

参与者不使用 CA 的公开 / 私有密钥对，而是使用发送方的公开 / 私有密钥对。

1. CA 使用 MD5 或 SHA-1 散列算法从该证书生成摘要。

2. CA 使用其私有密钥来加密摘要 A。结果即是数字签名
摘要 B。

3. CA 给申请证书的个人发送数字签署的证书。

发送方  (CA)

摘要 A

散列算法
(MD5 或 SHA-1)

证书

摘要 B

CA 的私有密钥

接收者

摘要 A

散列算法
(MD5 或 SHA-1)

比较

CA 的私有密钥

证书

摘要 B

1. 接收者使用 MD5 或 SHA-1 从该证书生成摘要 A。

2. 接收者使用 CA 的公开密钥将摘要 B 解密。

3. 接收者将摘要 A 与摘要 B 进行比较。如果匹配，接收者
即确认证书尚未被篡改。
公开密钥密码术简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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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密钥基础

“公开密钥基础”(PKI) 是指，为成功执行公开密钥密码术所需的信任层次结构。
要验证证书的可信度，必须能跟踪已认证的 CA 的路径 ( 从将本地证书发回给 CA 
域的根权限的 CA 开始 )。

图 14:  可信 PKI 层次 - CA 域

根级 CA 批准下级 CA。

下级 CA 批准本地证书
和其它 CA。

本地证书包含用户的
公开密钥。
公开密钥基础



第 2 章 : 公开密钥密码术
如果在一组织内单独使用证书，则该组织可拥有其自己的 CA 域，在该域内，公司 
CA 在员工中发布并批准证书。如果该组织随后希望其员工能与另一 CA 域内的员
工 ( 如，同样拥有其自己 CA 域的另一组织中的员工 ) 交换证书，则这两个 CA 能开
发交叉证书。即，他们同意信任对方的权限。在此情况下，PKI 结构水平延伸而不
垂直延伸。

图 15:  交叉证书

为方便和实用，必须对 PKI 进行透明管理和实施。为达到此目标，ScreenOS 做了
以下工作 : 

1. 创建证书申请时，生成公开 / 私有密钥对。

2. 提供了文本文件形式的、作为证书申请一部分的公开密钥，以传输到“证书认
证机构”(CA)，进行证书注册 (PKCS10 文件 )。

3. 支持将本地证书 (CA 证书 ) 及证书撤消列表 ( 子接口 CRL) 加载到设备中。

也可指定在线刷新 CRL 的时间间隔。关于 CRL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
的“证书和 CRL”。

由于这些 CA 相互间进行了交叉认证， CA 域 A 中的用户可与 
CA 域 B 中的用户一起使用其证书和密钥对。

CA 域 - B

交叉证书

CA 域 - A

注意 : “证书授权机构”通常提供 CRL。尽管能将 CRL 加载到安全设备中，但仍不能在
加载后对其进行查看。
公开密钥基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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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 IPSec 通道时提供证书传输。

5. 支持在 PKI 层次结构中向上通过八级 CA 授权机构的证书路径验证。

6. 支持 PKCS #7 加密标准，表明安全设备能接受 X.509 证书及 PKCS #7 封套内
封包的 CRL。PKCS #7 支持在单独 PKI 请求内，允许提交多个 X.509 证书。现
在，可将 PKI 配置为同时批准所有从发布的 CA 提交的证书。

7. 支持通过 LDAP 或 HTTP 的在线 CRL 检索。

证书和 CRL

数字证书是一种电子方式，用来通过可信任第三方来验证您的标识，即通常所说的
“证书授权机构”(CA)。使用的 CA 服务器可由独立 CA 或由您自己的组织 ( 在此情
况下，您成为自己的 CA) 拥有并操作。如果使用独立的 CA，必须与之联系，获取 
CA 和 CRL 服务器的地址 ( 以便获得证书及证书撤消列表 )，并获取提交个人证书
申请时所需的信息。当您是自己的 CA 时，由您自行确定此信息。

要在建立安全 VPN 连接时使用数字证书来鉴别您的标识，必须先进行以下操作 : 

在安全设备上生成密钥，将其发送给 CA 以获取个人证书 ( 即通常所说的本地
证书 )，并将此证书加载到安全设备上。

获取发布个人证书的 CA 的 CA 证书 (主要用来检查验证您的 CA 的身份 )，并将
其加载到安全设备中。可手动执行此任务，或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来自动执行此任务。

如果该证书不包含证书分布点 (CDP) 扩展名，并且不能通过 LDAP 或 HTTP 自
动检索 CRL，则可手动检索 CRL，并将其加载到安全设备中。

注意 : ScreenOS 支持 多 7 千字节大小的 PKCS #7 文件。

注意 : ScreenOS 支持以下 CA: Baltimore、Entrust、Microsoft、Netscape、RSA Keon 和 
Verisign。

ScreenOS 含有用于认证从防病毒 (AV) 模式文件服务器和“深入检查”(DI) 攻击
对象数据库服务器的下载的 CA 证书。有关防病毒模式文件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4-53 页上的“防病毒扫描”。有关“深入检查”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105 页上的“攻击对象数据库服务器”。
证书和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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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过程中，有几个事件必须能够撤消证书。如果怀疑证书被破坏，或当证书持
有者离开公司时，可能希望撤消证书。可在本地完成证书撤消和验证的管理 ( 此为
受限制的解决方案 )，或者参考 CA 的 CRL ( 可按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时间间隔或
按 CA 设置的缺省时间间隔自动在线访问此 CRL)。

要使用手动方法获取签署的数字证书，必须按以下顺序完成几项任务 : 

1. 生成公开 / 私有密钥对。

2. 填写证书申请。

3. 将申请提交到所选 CA。

4. 收到签署的证书后，必须将其与 CA 证书一起加载到安全设备中。

现在您拥有用于下列用途中的以下项目 : 

安全设备的本地证书，对每个通道连接验证您的标识

CA 证书 ( 其公开密钥 )，用来验证对等方的证书

如果“证书撤消列表”(CRL) 包括在 CA 证书中，则由 CRL 来确定无效的证书

收到这些文件 ( 证书文件通常具有扩展名 .cer，而 CRL 通常具有扩展名 .crl) 后，
用第 24 页上的“手动申请证书”中所述的过程将它们加载到安全设备中。

注意 : CA 证书可能带有一个 CRL，并且被存储在 ScreenOS 数据库中。换句话说，CA 
证书可能包含存储在 CA 的数据库中的 CRL 的 CRL URL (LDAP 或 HTTP)。如果通
过两种方法都无法获得 CRL，可在安全设备中手动输入 CRL URL，如第 27 页上
的“配置 CRL 设置”中所述。

注意 : 如果打算使用电子邮件来提交 PKCS10 文件，以获得证书，必须正确配置 
ScreenOS 设置，这样就能给系统管理员发送电子邮件。必须设置主 DNS 服务器
和次 DNS 服务器，并指定 SMTP 服务器及电子邮件地址设置。
证书和 CRL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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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申请证书
申请证书时，安全设备生成密钥对。公开密钥合并在申请中，并且 终合并在从 
CA 收到的数字签署的本地证书中。

下例中，安全管理员为 Juniper Networks 开发部 ( 位于加利福尼亚 Sunnyvale) 的 
Michael Zhang 生成证书申请。此证书将被 IP 地址为 10.10.5.44 的安全设备使用。
管理员指示安全设备通过电子邮件将申请发送到安全管理员的邮箱 
admin@juniper.net。然后，安全管理员将该请求复制并粘贴到 CA 证书注册网站中
的证书申请文本字段中。完成注册过程后，CA 通常使用电子邮件将证书发送到安
全管理员。

WebUI

1. 证书生成

Objects > Certificat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Generate: 

Name: Michael Zhang
Phone: 408-730-6000
Unit/Department: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Juniper Networks
County/Locality: Sunnyvale
State: CA
Country: US
E-mail: mzhang@juniper.net
IP Address: 10.10.5.44
Write to file: ( 选择 )
RSA: ( 选择 )
Create new key pair of 1024 length: ( 选择 )

设备生成 PKCS #10 文件，并提示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此文件，将其保存到磁
盘上，或通过“简单证书注册协议”(SCEP) 自动注册。

选择 E-mail to 选项，键入 admin@juniper.net，然后单击 OK。

注意 : 名为 domain-component 的特定证书标识字符串只能通过 CLI 使用。设备可利用
证书中的此值以使 IPSec 登录到 VPN 网关。例如，设备可以将此值作为组 IKE ID 
使用，从而接收包含 "DC=Engineering, DC=NewYork" 的 ASN1_DN 类型 IKE 
标识。

生成证书申请前，请确认已经设置了系统时钟，并将主机名和域名分配给了安全
设备。( 如果安全设备在 NSRP 集群中，则用集群名替换主机名。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1-26 页上的“创建 NSRP 集群”。)
证书和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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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书申请

安全管理员打开该文件并复制其内容，小心复制整个文本内容，但不包括文本
前后的任何空白。( 开始于 "-----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结束于 
"-----END CERTIFICATE REQUEST-----"。)

然后，安全管理员按 CA 网站上的证书申请说明，需要时，将 PKCS #10 文件
粘贴到适当的字段。

3. 证书检索

安全管理员通过电子邮件从 CA 收到证书时，将其转发给您，然后将其复制到
文本文件，并保存到您的工作站 ( 随后会通过 WebUI 加载到安全设备 )，或保
存到 TFTP 服务器 ( 随后通过 CLI 加载 )。

CLI

1. 证书生成
set pki x509 dn country-name US
set pki x509 dn email mzhang@juniper.net
set pki x509 dn ip 10.10.5.44
set pki x509 dn local-name "Santa Clara"
set pki x509 dn name "Michael Zhang"
set pki x509 dn org-name "Juniper Networks"
set pki x509 dn org-unit-name Development
set pki x509 phone 408-730-6000
set pki x509 dn state-name CA
set pki x509 default send-to admin@juniper.net
exec pki rsa new-key 1024

通过电子邮件将证书申请发送到 admin@juniper.net。

注意 : 有些 CA 不支持证书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在本地证书申请中不包括电子邮件
地址，则作为动态对等方配置安全设备时，就不能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作本地 IKE 
ID。可改为使用完全合格的域名 ( 如果在本地证书中 )，或者使本地 ID 字段为
空。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发送其 hostname.domainname。如果不指定动态对
等方的本地 ID，则在对等方 ID 字段中，输入 IPSec 通道另一端设备上的对等方 
hostname.domainname。

值 1024 指出密钥对的位长度。如果使用 SSL 的证书 ( 参阅第 3-5 页上的“安全
套接字层”)，请确认使用 Web 浏览器支持的位长。

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假定已经为 SMTP 服务器配置了 IP 地址 : set admin mail 
server-name { ip_addr | dom_name }。

注意 : 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假定已经为 SMTP 服务器配置了 IP 地址 : set admin mail 
server-name { ip_addr | dom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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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书申请

安全管理员打开该文件并复制其内容，小心复制整个文本内容，但不包括文本
前后的任何空白。( 开始于 "-----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结束于 
"-----END CERTIFICATE REQUEST-----"。)

然后，安全管理员按 CA 网站上的证书申请说明，需要时，将 PKCS #10 文件
粘贴到适当的字段。

3. 证书检索

安全管理员通过电子邮件从 CA 收到证书时，将其转发给您，然后将其复制到
文本文件，并保存到您的工作站 ( 随后会通过 WebUI 加载到安全设备 )，或保
存到 TFTP 服务器 ( 随后通过 CLI 加载 )。

加载证书和证书撤消列表
CA 为您返回以下三个文件，以加载到安全设备 : 

CA 证书，包含 CA 的公开密钥

确定本地机器的本地证书 ( 您的公开密钥 )

CRL，列出被 CA 撤消的所有证书

对 WebUI 范例，将文件下载到了管理员工作站上名为 C:\certs\ns 的目录。对 CLI 
范例，下载了 IP 地址为 198.168.1.5 的 TFTP 服务器上的 TFTP 根目录。

此例说明如何加载两个名为 auth.cer (CA 证书 ) 和 local.cer ( 您的公开密钥 ) 的证书
文件，以及名为 distrust.crl 的 CRL 文件。

WebUI

1. Objects > Certificates: 选择 Load Cert，然后单击 Browse。

2. 找到 C:\certs 目录，选择 auth.cer，然后单击 Open。

目录路径和文件名 (C:\certs\ns\auth.cer) 显示在 File Browse 字段中。

3. 单击 Load。

加载了 auth.cer 证书文件。

4. Objects > Certificates: 选择 Load Cert，然后单击 Browse。

注意 : 用 ScreenOS 2.5 或更新版本配置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 包括虚拟系统 ) 
支持从不同的 CA 加载多个本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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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到 C:\certs 目录，选择 local.cer，然后单击 Open。

目录路径和文件名 (C:\certs\ns\local.cer) 显示在 File Browse 字段中。

6. 单击 Load。

local.cer 证书文件随即加载。

7. Objects > Certificates: 选择 Load CRL，然后单击 Browse。

8. 找到 C:\certs 目录，选择 distrust.crl，然后单击 Open。

9. 单击 Load。

加载了 distrust.crl CRL 文件。

CLI

exec pki x509 tftp 198.168.1.5 cert-name auth.cer
exec pki x509 tftp 198.168.1.5 cert-name local.cer
exec pki x509 tftp 198.168.1.5 crl-name distrust.crl

配置 CRL 设置
在第 1 阶段协商中，参与者检查 CRL 列表，查看 IKE 交换期间收到的证书是否仍然
有效。如果 CRL 未加载到 ScreenOS 数据库中，则安全设备会尝试通过 LDAP 或 
HTTP CRL 位置 ( 在证书内定义 ) 检索 CRL。如果未在证书内定义 URL 地址，安全
设备会使用为该 CA 证书定义的服务器的 URL。如果没有在设备中加载 CA 证书 ( 例
如 IKE 交换期间收到的证书链的中间 CA)，则不能解析该 CA 的 CRL 服务器 URL。
这种情况下，可以在 web UI 的 Default Cert Validation Settings 部分指定 CRL 服务器 
URL ( 见下一页 )。只有设备中不存在 CA 证书时，才使用在此输入的 CRL 服务器 
URL。不存在预定义的缺省 URL。

在本例中，先配置 Entrust CA 服务器，以每天检查 CRL，方法是连接到地址为 
2.2.2.121 的 LDAP 服务器，并查找 CRL 文件。然后配置缺省证书验证设置，以便
使用地址为 10.1.1.200 的公司 LDAP 服务器，并每天检查 CRL。

注意 : X509 证书中的 CRL 分布点扩展名 (.cdp) 可以是 HTTP URL 或 LDAP URL。

加载 CRL 时，可使用 ScreenOS 2.5 及更新版本来禁止对 CRL 数字签名的检查。
但是，禁止 CRL 证书检查会影响设备的安全性。

注意 : Entrust CA 证书的索引 (IDX) 号为 1。要查看加载到安全设备上的所有 CA 证书的
索引号列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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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Objects > Certificates (Show: CA) > Server Settings ( 对于 NetScreen): 输入以
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X509 Cert_Path Validation Level: Full
CRL Settings: 

URL Address: ldap:///CN=Entrust,CN=en2001,CN=PublicKeyServices,
CN=Services,CN=Configuration,DC=EN2001,DC=com?CertificateRevocati
onList?base?objectclass=CRLDistributionPoint

LDAP Server: 2.2.2.121
Refresh Frequency: Daily

Objects > Certificates > Default Cert Validation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X509 Certificate Path Validation Level: Full
Certificate Revocation Settings: 

Check Method: CRL
URL Address: 

ldap:///CN=NetScreen,CN=safecert,CN=PublicKeyServices,
CN=Services,CN=Configuration,DC=SAFECERT,DC=com?CertificateRevoc
ationList?base?objectclass=CRLDistributionPoint

LDAP Server: 10.1.1.200

CLI

set pki authority 1 cert-path full
set pki authority 1 cert-status crl url "ldap:///CN=Entrust,CN=en2001,

CN=PublicKeyServices,CN=Services,CN=Configuration,DC=EN2000,DC=com?
CertificateRevocationList?base?objectclass=CRLDistributionPoint"

set pki authority 1 cert-status crl server-name 2.2.2.121
set pki authority 1 cert-status crl refresh daily
set pki authority default cert-path full
set pki authority default cert-status crl url "ldap:///CN=NetScreen,

CN=safecert,CN=PublicKeyServices,CN=Services,CN=Configuration,DC=SAFE
CERT,
DC=com?CertificateRevocationList?base?objectclass=CRLDistributionPoint"

set pki authority default cert-status crl server-name 10.1.1.200
set pki authority default cert-status crl refresh daily
save

自动获取本地证书
要在建立安全 VPN 连接时使用数字证书来鉴别您的标识，必须先进行以下操作 : 

获取打算从中获得个人证书的证书授权机构 (CA) 证书，然后将该 CA 证书加载
到安全设备中。

从先前已经加载了 CA 证书的 CA 中获取本地证书 ( 即通常所说的个人证书 )，
然后将该本地证书加载到安全设备中。可手动执行此任务，或使用“简单证书
注册协议”(SCEP) 来自动执行。

由于手动申请本地证书的方法有要求您在证书间复制信息的步骤，因而其过程可能
稍长。要绕过这些步骤，可使用自动方法。

请注意，使用 SCEP 之前，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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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并启用 DNS。( 请参阅第 2-197 页上的“域名系统支持”)。

设置系统时钟。( 请参阅第 2-232 页上的“系统时钟”)。

为安全设备分配主机名和域名。( 如果安全设备在 NSRP 集群中，则用集群名
替换主机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26 页上的“创建 NSRP 集群”。)

在本例中，用自动方法申请本地证书。使用带有 Verisign CA 的 SCEP。设置以下 
CA 设置 : 

完整证书路径验证

RA 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pkiclient.exe

CA 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pkiclient.exe

自动确认 CA 证书的完整性

CA ID，标识 SCEP 服务器，其中 Verisign SCEP 服务器使用域名，如 
juniper.net 或 Verisign 为贵公司设置的域

质询密码

每三十分钟的自动证书轮询 ( 缺省为不轮询 )

然后生成 RSA 密钥对，指定 1024 位的密钥长度，并初始化 SCEP 操作，以便用上
述 CA 设置从 Verisign CA 申请本地证书。

使用 WebUI 时，按名称引用 CA 证书。使用 CLI 时，按索引 (IDX) 号引用 CA 证
书。在本例中，Verisign CA 的索引号为 "1"。要查看 CA 证书的索引号，请使用以
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输出内容显示每个证书的索引号和 ID 
number。记下索引号，并且在命令中引用 CA 证书时使用该索引号。

WebUI

1. CA 服务器设置

Objects > Certificates > Show CA > Server Settings ( 对于 Verisign):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X509 certificate path validation level: Full
SCEP Settings: 

RA 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pkiclient.exe
CA 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pkiclient.exe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CA Server 
Settings 配置页 : 

Polling Interval: 30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Auto
Certificate Renew: 14

注意 : 对网络服务器来说，“通用网关接口”(CGI) 是将用户申请传递到应用程序和接收
返回数据的标准方法。CGI 是“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的一部分。即使不存在 
RA，也必须指定 RA CGI 路径。如果 RA 不存在，使用为 CA CGI 指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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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地证书申请

Objects > Certificat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Generate: 

Name: Michael Zhang
Phone: 408-730-6000
Unit/Department: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Juniper Networks
County/Locality: Sunnyvale
State: CA
Country: US
Email: mzhang@juniper.net
IP Address: 10.10.5.44

Key Pair Information
RSA: ( 选择 )
创建长度为 1024 位的新密钥对。

发出 get pki x509 pkcs CLI 命令，使安全设备生成 PKCS #10 文件，然后执行
以下操作 : 

发送 PKCS #10 证书申请文件到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将其保存到磁盘

发送该文件到支持“简单证书注册协议”(SCEP) 的 CA，以自动注册。

3. 自动注册

选择 Automatically enroll to 选项，选择 Existing CA server settings 选项，
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Verisign。

请与 Verisign 联系，将您的证书申请告知他们。必须在他们授权此证书申请
后，您才能下载证书。

CLI

1. CA 服务器设置
set pki authority 1 cert-path full
set pki authority 1 scep ca-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

/pkiclient.exe"
set pki authority 1 scep ra-cgi "http://ipsec.verisign.com/cgi-bin

/pkiclient.exe"
set pki authority 1 scep polling-int 30
set pki authority 1 scep renew-start 14

注意 : 值 1024 指出密钥对的位长度。如果使用 SSL 的证书，请确认使用浏览器支持的
位长。

注意 : 对网络服务器来说，“通用网关接口”(CGI) 是将用户申请传递到应用程序和接收
返回数据的标准方法。CGI 是“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的一部分。

即使不存在 RA，也必须指定 RA CGI 路径。如果 RA 不存在，使用为 CA CGI 指定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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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地证书申请
set pki x509 dn country-name US
set pki x509 dn email mzhang@juniper.net
set pki x509 dn ip 10.10.5.44
set pki x509 dn local-name "Santa Clara"
set pki x509 dn name "Michael Zhang"
set pki x509 dn org-name "Juniper Networks"
set pki x509 dn org-unit-name Development
set pki x509 phone 408-730-6000
set pki x509 dn state-name CA
exec pki rsa new 1024

3. 自动注册
exec pki x509 scep 1

如果是从该 CA 申请的第一个证书，会出现一个提示，显示 CA 证书的指纹值。必
须与 CA 联系，以确认其为正确的 CA 证书。

请与 Verisign 联系，将您的证书申请告知他们。必须在他们授权此证书申请后，您
才能下载证书。

自动证书更新
可启用安全设备，以自动更新其通过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获得的证书。此功
能使您在安全设备上的证书到期前，不必记住更新证书。同时，通过同一标记，有
助于始终维持有效的证书。

在缺省情况下禁用此功能。可以配置安全设备，以便在证书到期前自动发送请求更
新证书。可以使用日期数和分钟数来设置时间，让安全设备在证书到期前发送证书
更新请求。通过为每个证书设置不同的时间，防止安全设备同时更新所有证书。

要让此功能正常运行，安全设备必须能够访问 SCEP 服务器，并且在更新过程期
间，在安全设备上必须存在证书。而且，要让此功能正常运行，您还必须确保发布
证书的 CA 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支持自动批准证书申请。

返回相同的 DN ( 域名 )。换句话说，CA 不能修改新证书中的主题名称和 
SubjectAltName 扩展名。

对所有 SCEP 证书或每个证书，您可以启用和禁用 SCEP 证书自动更新功能。

密钥对生成
安全设备在内存中保存预先生成的密钥。预先生成的密钥数量取决于设备型号。在
正常操作过程中，安全设备每次使用证书都生成一个新密钥，从而可以设法得到足
够的密钥来更新证书。生成密钥的过程常常被人忽视，因为在需要密钥前，设备已
生成了一个新密钥。如果安全设备一次更新大量的证书，从而很快用完密钥，则可
能会用完预先生成的密钥，并且不得不为每个新的请求快速生成密钥。在这种情况
下，密钥的生成过程可能会影响安全设备的性能，尤其是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
中，安全设备性能的降低可能会长达若干分钟。

安全设备上预先生成的密钥对数量取决于设备型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安全产品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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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当安全设备在执行一个使用证书的操作时，验证该证书的有效性通常很重要。证书
在失效或撤消过程中可能会变为无效。检查证书状态的缺省方法是使用证书撤消列
表 (CRL)。“在线证书状态协议”(OCSP) 是一种检查证书状态的替换方法。OCSP 
可提供有关证书的其它信息，并能以更适时的方式提供状态检查。

安全设备使用 OCSP 时，被称为 OCSP 客户机 ( 或请求方 )。该客户机发送验证请
求到称为 OCSP 响应方的服务器设备中。ScreenOS 支持 RSA Keon 和 Verisign 作为 
OCSP 响应方。客户机的请求包含要检查的证书标识。必须在将其配置为能够识别 
OCSP 响应方的位置之后，安全设备才能执行任意 OCSP 操作。

收到请求后，OCSP 响应方确认证书的状态信息可用，然后会将当前状态返回给安
全设备。OCSP 响应方的响应包括证书的撤消状态、响应方的名称、以及该响应的
有效时间间隔。除非响应是一条错误消息，否则，响应方使用响应方私有密钥来签
署响应。安全设备通过使用响应方的证书验证响应方签名的有效性。响应方的证书
可能嵌入 OCSP 响应，或在本地存储并在 OCSP 配置中指定。如果证书在本地存
储，请使用以下命令指定本地存储的证书。

set pki authority id_num1 cert-status ocsp cert-verify id id_num2

id_num1 识别发布已验证证书的 CA 证书，而 id_num2 识别设备用来验证 
OCSP 响应签名的本地存储的证书。

如果响应方的证书未嵌入 OCSP 响应或没有在本地存储，则安全设备通过使用发布
审议中的证书的 CA 证书来验证签名。

可使用 CLI 命令为 OCSP 配置安全设备。多数 CLI 命令使用识别号码，将撤消参考 
URL 与 CA 证书关联。可使用以下 CLI 命令来获取此 ID number: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注意 : 在过去大量的评价过程中，我们还成功测试了 Valicert OCSP 响应方。

注意 : 列出 CA 证书时，安全设备将 ID number 动态分配给 CA 证书。修改证书存储器
后，可更改此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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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证书撤消检查方法
要为特殊 CA 的证书指定撤消检查方法 (CRL、OCSP、或不使用这两种方法 )，请使
用以下 CLI 语法 : 

set pki authority id_num cert-status revocation-check { CRL | OCSP | none }

其中，id_num 是证书的识别号码。

以下范例指定 OCSP 撤消检查 : 

set pki authority 3 cert-status revocation-check ocsp

ID number 3 识别该 CA 的证书。

查看状态检查属性
要显示特殊 CA 的状态检查属性，请使用以下 CLI 语法 : 

get pki authority id_num cert-status

其中，id_num 是由 CA 发布的证书的识别号码。

要显示发布了证书 7 的 CA 的状态检查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 

get pki authority 7 cert-status

指定在线证书状态协议响应方 URL
要指定特殊证书 OCSP 响应方的 URL 字符串，请使用以下 CLI 语法 : 

set pki authority id_num cert-status ocsp url url_str

要指定 CA ( 其证书在索引 5 中 ) 的 OCSP 响应方 (http:\\192.168.10.10) 的 URL 字
符串，请使用以下 CLI 语法 : 

set pki authority 5 cert-status ocsp url http:\\192.168.10.10

要删除证书 5 的 CRL 服务器的 URL (http:\\192.168.2.1)，请使用以下语法 : 

unset pki authority 5 cert-status ocsp url http:\\192.168.2.1

删除状态检查属性
要删除 CA ( 发布了特殊证书 ) 的所有证书状态检查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 

unset pki authority id_num cert-status

要删除与证书 1 相关的所有撤消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 : 

unset pki authority 1 cert-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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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签证书

自签证书是一种由签名实体发布给自身的证书，即发布者和证书主体相同。例如，
所有根证书授权机构 (CA) 的 CA 证书都是自签证书。

如果还没有已配置“安全套接字层 (SSL)”的证书 ( 即，第一次启动时 )，则安全设
备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自签证书。创建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的安全设备是使用该自
签证书的唯一设备。该设备从不将此证书导出到其外部。当与集群的其它成员中的 
PKI 对象同步时，即使安全设备位于“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集群内，它也
不会在和 Cluster 里的其他成员进行 PKI 信息同步时将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和其他
类型的证书一样同步过去。(NSRP 成员确实能交换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有关手动
生成自签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手动创建自签证书”。)

虽然无法导出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但可复制其主题名称和指印。然后将主题名称
和指印发送给远程管理员，他们随后会用此信息来验证在 SSL 协商过程中接收到
的自签证书。检查主题名称和指印是防止中间人 (man-in-the-middle) 攻击的重要
预防措施。在此攻击中，某些人截取 SSL 连接尝试并通过响应其自己的自签证书
来伪装为目标安全设备。( 有关验证自签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
“证书验证”。)

当创建到安全设备的“安全套接字层”(SSL) 连接时，可使用自签证书。在通过 
WebUI 管理设备时，SSL 可提供认证和加密以保护您的管理信息流。甚至可配置安
全设备，将使用 HTTP ( 缺省端口 80) 的管理连接尝试重新定向到 SSL ( 缺省端口 
443)。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使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供 SSL 协商使用。它是缺省的 SSL 
证书。如果随后安装了经 CA 签名的证书或配置了安全设备以生成另一个自签证
书，那么，您可将这些证书中的一种证书用于 SSL。如果删除了自动生成的自签证
书，但未分配用于 SSL 的另一个证书，则安全设备将在下次启动时自动生成另一
个自签证书。

注意 : 有关 SSL 的详细信息 ( 包括 HTTP-to-SSL 重新定向机制 )，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
“安全套接字层”。

注意 : 有关如何创建另一个自签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手动创建自签证
书”。有关如何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删除自
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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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验证
在 SSL 握手期间，安全设备通过向 SSL 客户端发送证书来验证该证书。当安全设
备发送自签证书时，SSL 客户端无法通过检查发布的 CA 的签名来对其进行验证，
因为任何 CA 都未发布它。当安全设备提供用于建立 SSL 会话的自签证书时，管
理员计算机上的浏览器会尝试用其 CA 存储器中的 CA 证书来验证它。当浏览器找
不到这样的授权机构时，它会显示如图 16 中所示的消息，提示管理员接受或拒绝
证书。

图 16:  用于自签证书的安全警告

如果是在初始启动后第一次连接到安全设备，系统时钟可能会不准确。因而，证书
的有效周期也可能会不准确。即使设置了系统时钟并重新生成了自签证书，浏览器
也无法找到认证 CA。因此每次安全设备使用自签证书建立 SSL 连接时，管理员都
必须随时准备查看以上消息。

在未使用公正的第三方 CA 进行证书验证的情况下，通过 SSL 登录的管理员可能想
知道所收到的自签证书是否确实来自他试图连接到的安全设备。[ 毕竟，证书有可
能来自使用中间人 (man-in-the-middle) 攻击以试图伪装成安全设备的非法入侵
者。] 管理员可通过使用自签证书的主题名称和指印来验证他所接收到的证书。可
将主题名称和指印发送给管理员，这样当安全设备以后提供自签证书以验证其自身
时，管理员就可验证该自签证书。

要查看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的主题名称和指印，请使用以下命令 : 

device-> get pki x509 cert system
. . .

CN=0043022002000186,CN=system generated,CN=self-signed,
. . .
finger print (md5) <e801eae4 56699fbc 324e38f2 4cfa5d47>
finger print (sha) <0113f5ec 6bd6d32b 4ef6ead9 f809eead 3a71435b>

查看主题名称和指印后，可将它们复制并发送给管理员 ( 可选择使用安全的带外方
法 )，随后管理员将通过 SSL 连接到安全设备。当管理员的 SSL 客户端在 SSL 握手
期间接收到来自安全设备的证书时，他会将接收到的证书中的主题名称和指印与先
前带外接收到的主题名称和指印进行比较。若二者之间相互匹配，则可确定证书是
可信的。由于没有可信任的第三方 CA 授权机构来认证证书，因此，如果没有可比
较的主题名称和指印，远程管理员就无法确定证书的真伪。

注意 : 不能通过 WebUI 来查看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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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创建自签证书
安全设备在第一次启动时自动生成自签证书，因此它支持使用 SSL 进行初始连
接。但是，您可能希望通过安全设备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来生成其它自签证书。以
下是用管理员定义的自签证书替换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的一些可能原因 : 

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使用固定的密钥大小 (1024 位 )。为了满足您的需要，可
能要求使用更大或更小的密钥大小，当生成自己的自签密钥后即可对密钥大小
进行控制。

您可能希望使用其主题名称不同于自动创建证书的主题名称的证书。

您可能需要使用多个自签证书。在支持虚拟系统的安全设备上，根系统可与所
有虚拟系统共享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不过，虚拟系统管理员可能更喜欢生成
他们自己的自签证书，然后要求他们的管理员检查这些特定证书的主题名称和
指印，而不是共享证书的属性。

虽然可配置自签证书的各种组件，如识别名称 (DN) 字段、主题可选名称和密钥大
小，但以下通用名称 (CN) 元素将始终出现在 DN 的末端 : 

"CN = dev_serial_num, CN = NetScreen self-signed"

虽然自签证书主要用于对创建到安全设备的“安全套接字层 (SSL)”连接提供快捷
而方便的支持，但您仍可像使用其它经 CA 签名的证书那样潜在地使用此证书。自
签证书的用途如下 : 

创建“安全套接字层 (SSL)”连接以使管理信息流安全地到达安全设备

确保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NSM) 与安全设备之间信息流的安全

建立 VPN 通道时对 IKE 对等方进行认证

设置管理员定义的自签证书
在此范例中，定义供 SSL 使用的自签证书的以下组件 : 

Distinguished Name/Subject Name: 

Name: 4ssl

Organization: jnpr

FQDN: www.juniper.net

Key type and length: RSA, 1024 bits

注意 : 与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 总是位于创建它的设备中 ) 不同，当 NSRP 集群中的安
全设备同步 PKI 对象与集群中的其它成员时，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可与其它证书
一起使用。

注意 : 对于当前 ScreenOS 版本，我们支持仅供 SSL 使用的自签证书。
自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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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定义后，即可生成证书并对其进行查看。然后复制主题名称和指印 ( 也称为
“指纹”)，将其分发给通过 SSL 进行登录以管理安全设备的其它管理员。

当管理员试图使用 SSL 进行登录时，安全设备会向他发送此证书。管理员接收到
该证书后，可打开该证书并将其中的主题名称和指印与先前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比
较。若二者之间相互匹配，则可确定证书是可信的。

WebUI

1. 定义证书属性

Objects > Certificat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Generate: 

Certificate Subject Information: 
Name: 4ssl
Organization: jnpr
FQDN: www.juniper.net

Key Pair Information: 
RSA: ( 选择 )
创建长度为 1024 位的新密钥对。

2. 生成自签证书

安全设备生成密钥后，开始编写证书申请。单击 Generate Self-Signed Cert。

3. 查看自签证书

Objects > Certificates > Show Local: 单击 Detail，查看刚刚创建的证书。

“证书详细信息”页面出现，如图 17 中所示。

图 17:  证书详细信息

可复制此页面中的主题名称和指印并将其发送给要在管理安全设备时使用 SSL 的
其它管理员。启动 SSL 连接时，他们随后可使用此信息来确保他们所接收到的证
书确实来自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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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定义证书属性
set pki x509 dn name 4ssl
set pki x509 dn org-name jnpr
set pki x509 cert-fqdn www.juniper.net
save

2. 生成自签证书

要生成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在证书申请中所使用的公开 / 私有密钥对，请输
入以下命令 : 

exec pki rsa new-key 1024

安全设备生成密钥对后，将编写以下证书申请 : 

-----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
MIIB0jCCATsCAQAwZTENMAsGA1UEChMESk5QUjEZMBcGA1UEAxMQMDA0MzAyMj

Aw
MjAwMDE4NjEQMA4GA1UEAxMHcnNhLWtleTEYMBYGA1UEAxMPd3d3Lmp1bmlwZ

XIu
bmV0MQ0wCwYDVQQDEwQ1c3NsMIGfMA0GCSqGSIb3DQEBAQUAA4GNADCBiQK

BgQDP
aAtelkL4HxQmO1w1jv9NMmrWnzdVYnGrKrXnw2MaB3xEgouWrlymEkZetA2ouKeA
D24SL0h1YvJ7Sd9PvkhwHOnvP1zkOCWA84TgvxBzcAyeBnS1UpSwcC0admX0Da6

T
80EUuGrmUWodddRFUc8o5d2VGTUOM7WgcFDZRSGQGwIDAQABoC0wKwYJKoZIh

vcN
AQkOMR4wHDAaBgNVHREEEzARgg93d3cuanVuaXBlci5uZXQwDQYJKoZIhvcNAQEF
BQADgYEAgvDXI4H905y/2+k4omo9Y4XQrgq44Rj3jqXAYYMgQBd0Q8HoyL5NE3+i
QUkiYjMTWO2wIWzEr4u/tdAISEVTu03achZa3zIkUtn8sD/VYKhFlyPCBVvMiaHd
FzIHUgBuMrr+awowJDG6wARhR75w7pORXy7+aAmvIjew8YRre9s=
-----END CERTIFICATE REQUEST-----

要获取密钥对的 ID 号，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key-pair

Getting OTHER PKI OBJECT ...
IDX  ID num     X509 Certificate Subject Distinguish Name
========================================================
0000 176095259 

CN=4ssl,CN=www.juniper.net,CN=rsa-key,CN=0043022002000186,
O=jnpr,

========================================================

要生成自签证书，请输入以下命令，并引用通过上一个命令所获取的密钥对 ID 号 : 

exec pki x509 self-signed-cert key-pair 176095259
自签证书



第 2 章 : 公开密钥密码术
3. 查看自签证书

要查看您刚创建的自签证书，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local-cert

Getting LOCAL CERT ...
IDX  ID num     X509 Certificate Subject Distinguish Name
========================================================
0000 176095261 LOCAL CERT friendly name <29>
LOCAL CERT friendly name <29>
CN=self-signed,CN=4ssl,CN=www.juniper.net,CN=rsa-key,CN=004302200200

0186,
O=jnpr,

Expire on 10-19-2009 17:20, Issued By: 
CN=self-signed,CN=4ssl,CN=www.juniper.net,CN=rsa-key,CN=004302200200

0186,
O=jnpr,

========================================================

要查看证书的详细信息，请使用证书的 ID 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cert 176095261

-0001 176095261 LOCAL CERT friendly name <29>
CN=self-signed,CN=4ssl,CN=www.juniper.net,CN=rsa-key,CN=0043022002

000186,
O=jnpr,

Expire on 10-19-2009 17:20, Issued By: 
CN=self-signed,CN=4ssl,CN=www.juniper.net,CN=rsa-key,CN=004302200200

0186,
O=jnpr,

Serial Number: <9d1c03365a5caa172ace4f82bb5ec9da>
subject alt name extension: 
email(1): ( 空 )
fqdn(2): (www.juniper.net)
ipaddr(7): ( 空 )
no renew
finger print (md5) <be9e0280 02bdd9d1 175caf23 6345198e>
finger print (sha) <87e0eee0 c06f9bac 9098bd02 0e631c1b 26e37e0e>
subject name hash: <d82be8ae 4e71a576 2e3f06fc a98319a3 5c8c6c27>
use count: <1>
flag <00000000>

可从此输出信息中复制主题名称和指印并将其发送给要在管理安全设备时使用 SSL 
的其它管理员。启动 SSL 连接时，他们随后可使用此信息来确保他们所接收到的
证书确实来自安全设备。
自签证书 3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40
证书自动生成
第一次启动安全设备时，将自动生成自签证书。此证书的主要用途是在安全设备初
始启动后立即支持 SSL。要查看此证书，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get pki x509 cert system
CN=0010062001000021,CN=system generated,CN=self-signed,
Expire on 08- 3-2014 16:19, Issued By: 
CN=0010062001000021,CN=system generated,CN=self-signed,
Serial Number: <c927f2044ee0cf8dc931cdb1fc363119>
finger print (md5) <fd591375 83798574 88b3e698 62890b5d>
finger print (sha) <40a1bda8 dcd628fe e9deaee1 92a2783c 817e26d9>
subject name hash: <0324d38d 52f814fe 647aba3a 86eda7d4 a7834581>

在缺省情况下，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安全设备在启动过程中将自动生成自签证书: 

设备中不存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未分配供 SSL 使用的证书。

可使用以下命令来查看是否已为 SSL 配置了证书 : 

get ssl
web SSL enable.
web SSL port number(443).
web SSL cert: Default - System Self-Signed Cert.
web SSL cipher(RC4_MD5).

在上面的输出信息中，可看到 SSL 正在使用自动生成的 ("System") 自签证书。

图 18 显示了安全设备启动时生成证书的流程图。

图 18:  证书自动生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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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删除了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并为 SSL 分配了另一个证书，然后对设备进行
了重置，则安全设备在启动过程中将不会重新生成另一个自签证书。如果接下来更
改了 SSL 配置，致使未向其分配任何证书，并重置了设备，则安全设备将在下一
个启动过程中自动重新生成新的自签证书。

删除自签证书
可用删除任一类型证书的方法来删除自动或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可能您具有一份
更希望将其用于 SSL 的经 CA 签名的证书，而不是自签证书。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当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时，都应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delete pki object-id system

要删除管理员配置的自签证书，请使用以下命令，其中 id_num 是您要删除的证书
的 ID 号 : 

delete pki object-id id_num

如果删除了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但之后想用安全设备生成另一个自签证书，则请
执行以下操作 : 

不要为 SSL 分配任何其它证书 ( 可使用以下命令 : unset ssl cert)。

重置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可将发送到其自身的 HTTP 信息流 ( 缺省端口 80) 重新定向到 SSL ( 缺省
端口 443)。因此，在启动过程中，要确保证书可用于 SSL，安全设备总是检查是
否存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或者检查是否已分配了另一个可供 SSL 使用的证
书。如果不存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并且也没有为 SSL 分配任何其它证书，则
安全设备将自动生成自签证书。

注意 : 只能通过 CLI 来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要获取证书的 ID 号，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local-cert。

有关将 HTTP 信息流重新定向到 SSL 的信息，请参阅第 3-8 页上的“将 HTTP 重
定向到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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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虚拟专用网准则

配置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时，ScreenOS 提供多种加密选项。即使配置单个通道，
也必须进行选择。本章前半部分将首先对基本的站点到站点 VPN 和基本的拨号 
VPN 的所有选项加以概述，并介绍选择一个选项或其它选项的一种或多种原因。

本章的后半部分将探讨基于策略和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之间的不同。还将检查基
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的封包流，以查看封
包所经历的出站和入站处理阶段。本章结束时介绍了配置通道时要记住的一些 
VPN 配置技巧。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44 页上的 “加密选项”

第 44 页上的 “站点到站点加密选项”

第 51 页上的 “拨号 VPN 选项”

第 57 页上的 “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通道”

第 58 页上的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第 62 页上的 “通道配置准则”

第 64 页上的 “基于路由的虚拟专用网安全注意事项”

第 64 页上的 “Null 路由”

第 66 页上的 “拨号或租用线路”

第 66 页上的 “租用线路或 Null 路由 VPN 故障切换”

第 69 页上的 “引诱通道接口”

第 69 页上的 “通道接口的虚拟路由器”

第 70 页上的 “重新路由到另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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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选项

配置 VPN 时，必须对要使用的加密作出多种决定。会出现有关哪个 Diffie-Hellman 
组正是要选择的组、哪种加密算法能提供安全和性能之间的 佳平衡等问题。本节
介绍配置基本的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和基本的拨号 VPN 通道所需的全部加密选
项，并说明每个选项的一个或多个优点，以帮助您作出决定。

您必须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通道是针对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 ( 两个安全设备间 )，
还是针对拨号 VPN 通道 ( 从 NetScreen-Remote VPN 客户端到安全设备 )。尽管这是
一个网络决定，但是两种通道间的差别还是会影响某些加密选项。因此，在两个不
同的图中介绍选项 : 

“站点到站点加密选项”说明第 45 页上的图 19，“用于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
的加密选项”。

“拨号 VPN 选项”说明第 51 页上的图 20，“用于拨号 VPN 通道的加密选
项”。

决定要配置站点到站点通道还是拨号通道之后，即可参考图 19 或图 20 作为指
导。每个图都介绍了配置通道时必须作出的加密选择。每个图的后面是选择图中出
现的各选项的原因。

站点到站点加密选项
配置基本的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时，必须在图 19 中所示的加密选项中进行选择。
在图后介绍每个选项的优点。

注意 : 配置两种通道的范例在第 4 章“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和第 5 章“拨号虚拟
专用网”中

注意 : 第 45 页上的图 19 以粗体形式显示建议选项。有关不同的 IPSec 选项的背景信
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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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用于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的加密选项

1. 密钥方法 : 自动密钥 IKE 的手动密钥 ?

自动密钥 IKE
建议

提供自动密钥更新和密钥刷新，因而增强了安全性

手动密钥

用于调试 IKE 问题

消除建立通道时的 IKE 协商延迟

2. 模式 : 主动模式或主模式 ?

主动模式

其中一个 IPSec 对等方的 IP 地址被动态分配以及使用预共享密钥时，需要使用此
模式

主模式

建议

提供身份保护

当拨号用户拥有静态 IP 地址时或如果证书用于认证时，可以使用此模式

1. 密钥方法 : 自动密钥 IKE 的手动密钥 ?
自动密钥 IK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动密钥 ?

2. 模式 :
主动或主模式 ?

3. 认证类型 :
证书或预共享密钥 ?

4. 证书类型 :
RSA 或 DSA?

5. 位长 :
512 或 768

或 1024 或 2048?

8. 本地 IKE ID:
IP 地址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6. IKE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7. IKE 加密和
认证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及

MD5 或 SHA-1?

9. 远程 IKE ID:
IP 地址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13. IPSec 协议 :
ESP . . . . . . . . 或 .. . . . . . . AH?

14. 模式 :
通道模式或传送模式

15. ESP 选项 :
加密或加密 /Auth 或

16. 加密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17. Auth 算法 :
MD5 或 SHA-1?

10. 反回放
检查 : 

11. 完全正向保密 :
是或否 ?

12. IPSec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阶段 1--IKE 网关 阶段 2--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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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证类型 :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

证书

建议

由于可以验证具有证书授权机构 (CA) 的证书，因此提供比预共享密钥更高的
安全级别。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 “公开密钥密码术”。 )

预共享密钥

由于不需要 “公开密钥基础” (PKI)，因此使用更方便，设置更快速

4. 证书类型 : RSA 或 DSA?
具体取决于从其获得证书的 CA。两种证书类型的优点没有可比性。

5. 位长 : 512 或 768 或 1024 或 2048?

512

使处理开销 少

768

提供比 512 位更高的安全等级

使处理开销比 1024 和 2048 位的更少

1024

建议

提供比 512 和 768 位更高的安全等级

使处理开销比 2048 位的更少

2048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6. IKE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Diffie-Hellman 组 1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2 和 5 的更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2
建议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5 的更少

提供比 Diffie-Hellman 组 1 更高的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5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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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KE 加密和 Auth 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及 MD5 或 SHA-1?

AES

建议

如果密钥长度全部相等，则比 DES 和 3DES 的加密性更强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用于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和 “通用标准 EAL4”标准的经核准加密
算法

DES

使处理开销比 3DES 和 AES 的更少

在远程对等方不支持 AES 时非常有用

3DES

提供比 DES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MD5

使处理开销比 SHA-1 的更少

SHA-1

建议

提供比 MD5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FIPS 接受的唯一认证算法

8. 本地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IP 地址

建议

本地安全设备具有静态 IP 地址时才能使用

使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时的缺省 IKE ID

如果 IP 地址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证书配合使用

U-FQDN

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 (U-FQDN- 电子邮件地址 ): 如果 U-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FQDN

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如果 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用于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 VPN 网关

使用 RSA 或 DSA 证书认证时的缺省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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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N1-DN

只能与证书配合使用

在 CA 不支持其发布的证书中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时很有用

9. 远程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IP 地址

建议

使用预共享密钥认证并且对等方是安全设备时，不需要输入静态 IP 地址处对
等方的远程 IKE ID

可用于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设备

如果 IP 地址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U-FQDN

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 (U-FQDN- 电子邮件地址 ): 如果 U-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FQDN

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如果 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用于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 VPN 网关

使用证书认证并且对等方是安全设备时，不需要输入远程 IKE ID

ASN1-DN

只能与证书配合使用

在 CA 不支持其发布的证书中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时很有用

10. 反回放检查 : 否或是 ?

是

建议

允许收件人检查封包包头中的序列号，以防止用心不良者重新发送截取的 
IPSec 封包时导致的 “拒绝服务” (DoS) 攻击

否

禁用此项可能会解决与第三方对等方的兼容性问题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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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全正向保密 : 否或是 ?

是

建议

完全正向保密 (PFS): 由于对等方执行第二个 Diffie-Hellman 交换生成用于 
IPSec 加密 / 解密的密钥，因此提供增强的安全性

否

提供更快的通道设置

使 “阶段 2” IPSec 协商期间处理开销更少

12. IPSec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Diffie-Hellman 组 1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2 和 5 的更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2
建议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5 的更少

提供比 Diffie-Hellman 组 1 更高的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5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13. IPSec 协议 : ESP 或 AH?

ESP

建议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通过加密和解密初始 IP 封包可提供机密性，同时通过
认证提供完整性

可提供单独加密或单独认证

AH

认证报头 (AH): 提供整个 IP 封包的认证，包括 IPSec 包头和外部 IP 包头

14. 模式 : 通道模式或传送模式 ?

通道

建议

由于隐藏了初始 IP 包头，因此增加了私密性

传送模式

对于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支持，此模式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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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SP 选项 : 加密或加密 /Auth 或 Auth?

加密

提供比使用加密 / 认证更快的性能并使处理开销更少

用于要求机密性但不要求认证的情况

加密 /Auth
建议

用于需要机密性和认证的情况

Auth

用于需要认证但不要求机密性的情况。也许信息不是保密时，但确定此信息确实来
自声称发送它的人，以及在传输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篡改内容是很重要的。

16. 加密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AES

建议

如果密钥长度全部相等，则比 DES 和 3DES 的加密性更强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用于 (FIPS) 和 “通用标准 EAL4”标准的核准加密算法

DES

使处理开销比 3DES 和 AES 的更少

在远程对等方不支持 AES 时非常有用

3DES

提供比 DES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17. Auth 算法 : MD5 或 SHA-1?

MD5

使处理开销比 SHA-1 的更少

SHA-1

建议

提供比 MD5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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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面列表中建议的选项，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两台安全设备间的通用站点到站
点 VPN 配置将由以下组件组成 : 

拨号 VPN 选项
配置基本的拨号 VPN 通道时，必须在图 20 中所示的加密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图
后介绍每个选项的优点。

图 20:  用于拨号 VPN 通道的加密选项

AutoKey IKE 完全正向保密 (PFS) = 是

主模式 阶段 2 Diffie-Hellman 组 2

1024 位证书 (RSA 或 DSA)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阶段 1 Diffie-Hellman 组 2 通道模式

加密 = AES 加密 / 认证

认证 = SHA-1 加密 = AES

IKE ID = IP 地址 ( 缺省 ) 认证 = SHA-1

反回放保护 = 是

注意 : 图 20 以粗体形式显示建议选项。有关不同的 IPSec 选项的背景信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密钥方法 = 自动密钥 IKE

1. 模式 :
主动或主模式 ?

2. 认证类型 :
证书或预共享密钥 ?

3. 证书类型 :
RSA 或 DSA?

4. 位长 :
512 或 768

或 1024 或 2048?

7. 本地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5. IKE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6. IKE 加密和
认证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及

MD5 或 SHA-1?

8. 远程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12. IPSec 协议 :
ESP . . . . . . . . 或 .. . . . . . . AH?

13. 模式 :
通道模式或传送模式

14. ESP 选项 :
加密或加密 /Auth 或 Auth?

15. 加密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16. Auth 算法 :
MD5 或 SHA-1?

9. 反回放检查 : 
是或否 ?

10. 完全正向保密 :
是或否 ?

11. IPSec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阶段 1--IKE 网关 阶段 2--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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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 : 主动模式或主模式 ?

Aggressive

建议

其中一个 IPSec 对等方的 IP 地址被动态分配以及预共享密钥被使用时，此模
式是必需的

可与证书或预共享密钥配合使用进行认证

主模式

提供身份保护

2. 认证类型 :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

证书

建议

由于可以验证具有证书授权机构 (CA) 的证书，因此提供比预共享密钥更高的
安全级别。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 “公开密钥密码术”。 )

预共享密钥

由于不需要 “公开密钥基础” (PKI)，因此使用更方便，设置更快速

3. 证书类型 : RSA 或 DSA?
具体取决于从其获得证书的 CA。两种证书类型的优点没有可比性。

4. 位长 : 512 或 768 或 1024 或 2048?

512

使处理开销 少

768

提供比 512 位更高的安全等级

使处理开销比 1024 和 2048 位的更少

1024

建议

提供比 512 和 768 位更高的安全等级

使处理开销比 2048 位的更少

2048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5. IKE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Diffie-Hellman 组 1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2 和 5 的更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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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e-Hellman 组 2
建议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5 的更少

提供比 Diffie-Hellman 组 1 更高的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5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6. IKE 加密和 Auth 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及 MD5 或 SHA-1?

AES

建议

如果密钥长度全部相等，则比 DES 和 3DES 的加密性更强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用于 (FIPS) 和 “通用标准 EAL4”标准的核准加密算法

DES

使处理开销比 3DES 和 AES 的更少

在远程对等方不支持 AES 时非常有用

3DES

提供比 DES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MD5

使处理开销比 SHA-1 的更少

SHA-1

建议

提供比 MD5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7. 本地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IP 地址 ( 缺省 )
不要求输入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设备的 IKE ID

可用于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设备

如果 IP 地址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U-FQDN

建议

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 (U-FQDN- 电子邮件地址 ): 如果 U-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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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DN

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如果 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用于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 VPN 网关

ASN1-DN

只能与证书配合使用

在 CA 不支持其发布的证书中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时很有用

8. 远程 IKE ID: IP 地址 ( 缺省 ) 或 U-FQDN 或 FQDN 或 ASN1-DN?

IP 地址 ( 缺省 )
不要求输入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设备的 IKE ID

可用于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设备

如果 IP 地址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U-FQDN

建议

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 (U-FQDN- 电子邮件地址 ): 如果 U-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FQDN

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如果 FQDN 出现在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则可与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配合使用

用于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 VPN 网关

ASN1-DN

只能与证书配合使用

在 CA 不支持其发布的证书中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时很有用

9. 反回放检查 : 否或是 ?

是

建议

允许收件人检查封包包头中的序列号，以防止用心不良者重新发送截取的 
IPSec 封包时导致的 “拒绝服务” (DoS) 攻击

否

禁用此项可能会解决与第三方对等方的兼容性问题

10. 完全正向保密 : 否或是 ?

是

建议

完全正向保密 (PFS): 由于对等方执行第二个 Diffie-Hellman 交换生成用于 
IPSec 加密 / 解密的密钥，因此提供增强的安全性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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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提供更快的通道设置

使 “阶段 2” IPSec 协商期间处理开销更少

11. IPSec Diffie-Hellman 组 : 1 或 2 或 5?

Diffie-Hellman 组 1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2 和 5 的更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2
建议

使处理开销比 Diffie-Hellman 组 5 的更少

提供比 Diffie-Hellman 组 1 更高的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Diffie-Hellman 组 5
提供 高的安全等级

12. IPSec 协议 : ESP 或 AH?

ESP

建议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通过加密和解密初始 IP 封包可提供机密性，同时通过
认证提供完整性

可提供单独加密或单独认证

AH

认证报头 (AH): 提供整个 IP 封包的认证，包括 IPSec 包头和外部 IP 包头

13. 模式 : 通道模式或传送模式 ?

通道

建议

由于隐藏了初始 IP 包头，因此增加了私密性

Transport

对于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支持，此模式是必需的

14. ESP 选项 : 加密或加密 /Auth 或 Auth?

加密

提供比使用加密 / 认证更快的性能并使处理开销更少

用于要求机密性但不要求认证的情况
加密选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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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 /Auth
建议

用于需要机密性和认证的情况

Auth

用于需要认证但不要求机密性的情况。也许信息不是保密时，但确定此信息确实来
自声称发送它的人，以及在传输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篡改内容是很重要的。

15. 加密算法 : AES 或 DES 或 3DES?

AES

建议

如果密钥长度全部相等，则比 DES 和 3DES 的加密性更强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用于 (FIPS) 和 “通用标准 EAL4”标准的核准加密算法

DES

使处理开销比 3DES 和 AES 的更少

在远程对等方不支持 AES 时非常有用

3DES

提供比 DES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硬件中提供的处理加速

16. Auth 算法 : MD5 或 SHA-1?

MD5

使处理开销比 SHA-1 的更少

SHA-1

建议

提供比 MD5 更高的加密安全等级

使用上述列表中建议的选项，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两台安全设备间的通用站点到站
点拨号 VPN 配置将由以下组件组成 : 

主动模式 完全正向保密 (PFS) = 是

1024 位证书 (RSA 或 DSA) 阶段 2 Diffie-Hellman 组 2

阶段 1 Diffie-Hellman 组 2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加密 = AES 通道模式

认证 = SHA-1 加密 / 认证

IKE ID = U-FQDN ( 电子邮件地址 ) 加密 = AES

反回放保护 = 是 认证 = SHA-1
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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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通道

VPN 支持的安全设备的配置非常灵活。可以创建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 VPN 通
道。另外，每种通道都可使用 “手动密钥”或 “自动密钥 IKE”管理用于加密和
认证的密钥。

利用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通道被当作对象 ( 或构件块 )，与源、目标、服务和动
作一起，组成允许 VPN 信息流的策略。 ( 实际上， VPN 策略动作是通道，但如果
未申明，则暗指动作允许 )。在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中，策略专门按名称引用 
VPN 通道。

利用基于路由的 VPN，策略不专门引用 VPN 通道，而相反引用目的地址。安全设
备进行路由查询以找到必须通过其发送信息流到达该地址的接口时，通过通道接口
找到路由，它被绑定到特定 VPN 通道。

因此，利用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可将一个通道视为策略结构中的一个元素。利
用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可将一个通道当作传输流量的方法，同时将一个策略当
作允许或拒绝传送该流量的方法。

可创建的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的数量由设备所支持的策略数量限制。可创建的基
于路由的 VPN 通道的数量，由设备所支持的路由条目或通道接口的数量加以限制 
( 以数量较少者为准 )。

设置对 VPN 信息流的精确限制时，要想保存通道资源，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配置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尽管可以创建引用相同 VPN 通道的多个策略，但是每个策略
都创建一个拥有远程对等方的单独的 IPSec 安全联盟 (SA)，每个联盟都被视为一个
单独的 VPN 通道。利用基于路由的 VPN 方案，信息流的调整与其传输方式不成
对。可配置多个策略以调整在两个站点间流过单个 VPN 通道的信息流，但只有一
个 IPSec SA 在工作。另外，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允许您创建引用到达 VPN 通道的
目的策略，其中的动作为拒绝。与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不同 ( 如前面所述 )，其中
的动作必须是通道，暗指允许。

基于路由的 VPN 提供的另一个优势是通过 VPN 通道交换动态路由信息。可在绑定
到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上启用一个动态路由协议的实例，如 “边界网关协议”
(BGP)。本地路由实例将通过通道的路由信息与绑定到另一端的通道接口上启用的
相邻方进行交换。

在通道未连接运行动态路由协议的大型网络，以及不需要保存通道或定义各种策略
来过滤通过通道的信息流时，基于策略的通道很有意义。另外，由于在拨号 VPN 
客户端之外没有任何网络，因此对于拨号 VPN 配置来说，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可
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拨号客户端支持 NetScreen-Remote 所支持的虚拟内部 IP 地址时，还有
使用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的强制原因。基于路由的拨号 VPN 通道有以下优点 : 

可将其通道接口绑定到要求或不要求策略执行的任何区段。

与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不同，可定义路由强制信息流通过通道。

注意 : 通常，一个通道接口被绑定到一个单独通道，还可将一个通道接口绑定到多个通
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5 页上的“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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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简化了向集中星型配置添加星型的操作 (请参阅第 288 页
上的 “集中星型 VPN” )。

通过将远程客户端地址配置为 255.255.255.255/32，可调整代理 ID 以接受拨
号 VPN 客户端的任何 IP 地址。

可在通道接口上定义一个或多个映射 IP (MIP) 地址。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根据相互关系，为更好地了解包含创建 IPSec 通道的各种组件如何工作，本节着眼
于通过通道的封包流的处理 ( 安全设备发送出站 VPN 信息流及接收入站 VPN 信息
流时 )。先介绍基于路由的 VPN 的处理，紧接着是附录，记录与基于策略的 VPN 
不同的流量中的两个位置。

总部在东京的公司在巴黎新开了一个分部，需要通过 IPSec 通道来连接这两个站
点。该通道使用 “手动密钥 IKE”、 ESP 协议、用 AES 加密以及用 SHA-1 认证预
共享密钥，并且启用反回放检查。保护每个站点的安全设备处于 NAT 模式，并且
所有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地址如第 58 页上的图 21 中所示。

图 21:  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

封包的路径来自东京 LAN 中的 10.1.1.5/32，发往巴黎 LAN 中的 10.2.2.5/32，通
过 IPSec 通道传送，如以下小节所述。

注意 : 有关拨号客户端的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的范例，请参阅第 153 页上的“基于路
由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Trust 区段 东京
分公司

Untrust 区段

tunnel.1, 10.1.2.1/24

外向接口 :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 1.1.1.250
ethernet1 
10.1.1.1/24

10.1.1.5

东京 
LAN

外部路由器 : 2.2.2.250

外向接口 : ethernet3, 2.2.2.2/24

tunnel.2, 10.2.1.1/24

Untrust 区段
巴黎
分公司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2.2.1/24

10.2.2.5

巴黎
LAN

互联网

VPN1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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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 发起方 )
1. 10.1.1.5 处的主机将目的地为 10.2.2.5 的封包发送到 10.1.1.1，其为 IP 地址 

ethernet1，并且是主机的 TCP/IP 设置中配置的缺省网关。

2. 封包到达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3. 此时，如果启用了 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 ( 如 IP 欺骗检测 )，则安全设备
激活 SCREEN 模块。 SCREEN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三种结果之一 :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封锁该封包)，
则安全设备会丢弃该封包并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一个条目。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记录事件但
不封锁该封包 )，则 NetScreen 设备在 ethernet1 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
记录该事件并继续下一步骤。

如果 SCREEN 机制没有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如果未启用 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安全设备将立即进行下一步。

4. 会话模块执行会话查找，尝试用现有会话与该数据包进行匹配。

如果该数据包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安全设备会执行 “首包处理”，该过程包括
其余的步骤。

如果该数据包与现有会话匹配，则安全设备会执行 “快速处理”，用现有会话
条目中可用的信息来处理该封包。“快速处理”会跳过路由和策略查找，因为
跳过的步骤产生的信息已经在会话的首包处理期间获得。

5. 地址映射模块检查映射 IP (MIP) 配置是否使用目标 IP 地址 10.2.2.5。由于 MIP 
配置中未使用 10.2.2.5，因此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 有关涉及 MIP、VIP 或
目标地址转换 [NAT-dst] 时封包处理的信息，请参阅第 8-27 页上的 “NAT-Dst 
的数据包流”。 )

6. 要确定目标区段，路由模块执行 10.2.2.5 的路由查找。 ( 路由模块使用入口接
口来确定路由查询使用的虚拟路由 )。找到路由条目，通过绑定到名为 "vpn1" 
的 VPN 通道的 tunnel.1 接口，将信息流引向 10.2.2.5。此通道接口在 Untrust 
区段中。通过确定入口和出口接口，安全设备已经确定了源和目标区段，并且
现在可以进行策略查找。

7. 策略引擎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进行策略查找 ( 由相应的入口和出口接口确
定 )。与源地址和区段、目标地址和区段以及服务匹配的策略中指定的动作都
是允许的。

8. IPSec 模块检查带有远程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2”安全联盟 (SA) 是否存在。
“阶段 2” SA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结果之一 : 

如果 IPSec 模块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2” SA，则继续步骤 10.

如果 IPSec 模块未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2” SA，则丢弃该封包
并触发 IKE 模块。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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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KE 模块检查带有远程对等方的激活的“阶段 1”SA 是否存在。“阶段 1”SA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结果之一 : 

如果 IKE 模块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1” SA，则使用此 SA 与
“阶段 2” SA 协商。

如果 IKE 模块未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1” SA，则开始 “主”
模式下的 “阶段 1”协商，然后开始 “阶段 2”协商。

10. IPSec 模块先后将 ESP 包头和外部 IP 包头放在封包上。使用指定为外向接口的
地址，将作为源 IP 地址的 1.1.1.1 放在外部包头中。使用为远程网关指定的地
址，将作为目标 IP 地址的 2.2.2.2 放在外部包头中。接着，对从负荷到初始 IP 
包头中的下一个包头字段的封包进行加密。然后，对从 ESP 尾部到 ESP 包头
的封包进行认证。

11. 安全设备通过外向接口 (ethernet3) 将目的地为 2.2.2.2 的已加密和已认证的封
包发送到 1.1.1.250 处的外部路由器。

巴黎 ( 接收方 )
1. 封包到达 2.2.2.2，它是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 ethernet3 的 IP 地址。

2. 使用 SPI、目标 IP 地址以及包含在外部封包包头中的 IPSec 协议， IPSec 模块
尝试查找带有初始对等方和密钥的激活“阶段 2”SA，以便对该封包进行认证
和解密。“阶段 2” SA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三种结果之一 : 

如果 IPSec 模块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2” SA，则继续步骤 4。

如果 IPSec 模块未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阶段 2”SA ( 但可以使用源 
IP 地址而不是 SPI 匹配激活的 “阶段 2” SA)，则丢弃该封包，生成一个
事件日志条目，并将收到错误 SPI 的通知发送到初始对等方。

如果 IPSec 模块未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阶段 2” SA，则丢弃该封包
并触发 IKE 模块。

3. IKE 模块检查带有远程对等方的激活的“阶段 1”SA 是否存在。“阶段 1”SA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结果之一 : 

如果 IKE 模块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1” SA，则使用此 SA 与
“阶段 2” SA 协商。

如果 IKE 模块未发现带有对等方的激活的 “阶段 1” SA，则开始 “主”
模式下的 “阶段 1”协商，然后开始 “阶段 2”协商。

4. IPSec 模块执行反回放检查。此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两种结果之一 : 

如果由于检测到安全设备已经收到的序列号，因此该封包未通过反回放检
查，则安全设备将丢弃该封包。

如果该封包通过反回放检查，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5. IPSec 模块尝试对封包进行认证。此认证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两种结果之一 : 

如果该封包未通过认证检查，则安全设备将丢弃该封包。

如果该封包通过认证检查，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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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 “阶段 2” SA 和密钥， IPSec 模块解密该封包，找出其初始源地址 
(10.1.1.5) 及其 终目的地 (10.2.2.5)。得知该封包来自 vpn1，则将其绑定到 
tunnel.1。之后，安全设备处理该封包，假设其入口接口是 tunnel.1 而不是 
ethernet3。此时，还调整反回放滑动窗口。

7. 如果启用了 Un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安全设备会在此时激活 SCREEN 模
块。 SCREEN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三种结果之一 :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封锁该封包)，
则安全设备会丢弃该封包并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一个条目。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记录事件但
不封锁该封包 )，则安全设备在 ethernet3 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该
事件并继续下一步骤。

如果 SCREEN 机制没有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8. 会话模块执行会话查找，尝试用现有会话与该数据包进行匹配。然后执行
“首包处理”或 “快速处理”。

如果该数据包与现有会话匹配，则安全设备会执行 “快速处理”，用现有会话
条目中可用的信息来处理该封包。“快速处理”会跳过除 后两个步骤 ( 加密
封包和转发封包 ) 之外的所有步骤，因为跳过的步骤产生的信息已经在会话的
首包处理期间获得。

9. 地址映射模块检查映射 IP (MIP) 或虚拟 IP (VIP) 配置是否使用目标 IP 地址 
10.2.2.5。由于 MIP 或 VIP 配置中未使用 10.2.2.5，因此安全设备继续下一
步骤。

10. 路由模块首先使用入口接口确定进行路由查找所使用的虚拟路由器 ( 本实例中
为 trust-vr)。然后执行对 trust-vr 中 10.2.2.5 的路由查找，发现可通过 
ethernet1 访问。通过确定入口接口 (tunnel.1) 和出口接口 (ethernet1)，从而安
全设备可以确定源和目标区段。 tunnel.1 接口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而 
ethernet1 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现在，安全设备可以进行策略查找。

11. 策略引擎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检查其策略列表，并找到准许访问的策略。

12. 安全设备通过 ethernet1 将封包转发到其目的地 10.2.2.5。

附录 : 基于策略的 VPN

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的封包流与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的封包流有两点不同 : 路由
查找和策略查找。

东京 ( 发起方 )
在路由查找和随后的策略查找发生之前，出站封包流的第一阶段与基于路由和基于
策略的 VPN 配置相同 : 

路由查找 : 为确定目标区段，路由模块对 10.2.2.5 执行路由查找。由于没有为
该特定地址找到条目，因此路由模块将该地址解析到一个通过 ethernet3 的路
由，ethernet3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通过确定入口和出口接口，从而安全设
备确定了源和目标地址，并且现在可以执行策略查找。

策略查找 : 策略引擎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执行策略查找。查找与源地址和
区段、目标地址和区段以及服务匹配，并且找到引用名为 vpn1 的 VPN 通道的
策略。
封包流 : 站点到站点 VPN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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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安全设备通过 ethernet1 将封包转发到其目的地 10.2.2.5。

巴黎 ( 接收方 )
除了通道不是绑定到通道接口，而是绑定到通道区段之外，接受方一端的入站封包
流的大部分阶段都与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相同。安全设备了解封包来
自绑定到 Untrust-Tun 通道区段的 vpn1，其承载区段为 Untrust 区段。与基于路由
的 VPN 不同，安全设备将 ethernet3 而不是 tunnel.1 视为解密封包的入口接口。

封包流在封包解密完成后更改。此时，路由和策略查找出现以下不同 : 

路由查找 : 路由模块对 10.2.2.5 执行查找，并发现可通过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对其进行访问。通过知道 Untrust 区段是源区段 ( 由于 vpn1 被绑定
到 Untrust-Tun 通道区段，其承载区段为 Untrust 区段 ) 及确定基于出口接口的
目标区段 (ethernet1 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 )，现在安全设备可以从 Untrust 区段
到 Trust 区段检查引用 vpn1 的策略。

策略查找 : 策略引擎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检查其策略列表，找到一个引
用名为 vpn1 的 VPN 通道并准许访问 10.2.2.5 的策略。

安全设备于是将封包转发到其目的地。

通道配置准则

本节介绍配置 VPN 通道时的一些准则。配置 IPSec VPN 通道时，可能需要考虑下
列事项 : 

ScreenOS 多支持四个 “阶段 1”协商的提议及 多四个 “阶段 2”协商的
提议。必须配置对等方以接受由其他对等方提供的至少一个“阶段 1”提议和
一个“阶段 2”提议。有关“阶段 1”和“阶段 2” IKE 协商的信息，请参阅
第 8 页上的 “通道协商”。

如果想使用证书进行认证，并且有一个以上在安全设备上加载的本地证书，则
必须指定希望每个 VPN 通道配置使用的证书。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7 页上的 “公开密钥密码术”。

对于基于策略的基本 VPN: 

使用策略中用户定义的地址，而不是预定义地址 "Any"。

在 VPN 的两端配置的策略中指定的地址和服务必须匹配。

对双向 VPN 信息流使用对称策略。

两个对等方的代理 ID 必须匹配，这意味着两个对等方的代理 ID 中指定的服务
相同，并且为一个对等方指定的本地 IP 地址与为另一个对等方指定的远程 IP 
地址相同。

注意 : 代理 ID 是一个三方元组，由本地 IP 地址、远程 IP 地址和服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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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代理 ID 是用户可配置的。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从策略 ( 引用策略列
表中该 VPN 通道 ) 中指定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和服务导出代理 ID。还可
为基于策略的 VPN 定义代理 ID，该 ID 取代导出的代理 ID。

确保代理 ID 匹配的 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0.0.0.0/0 作为本地地址，使用 0.0.0.0/0 作
为远程地址，使用 "any" 作为服务。不是使用代理 ID 进行访问控制，而是使用策
略对进出 VPN 的信息流进行控制。有关带有用户可配置的代理 ID 的 VPN 配置的范
例，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中基于路由的 VPN 范例。

只要对等方的代理 ID 设置匹配，一个对等方是否定义基于路由的 VPN 以及另
一个对等方是否定义基于策略的 VPN 并不重要。如果对等方 1 使用基于策略
的 VPN 配置并且对等方 2 使用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则对等方 2 必须定义与
从对等方 1 的策略导出的代理 ID 匹配的代理 ID。如果对等方 1 使用 DIP 池执
行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则使用该 DIP 池的地址和网络掩码作为对等方 2 
的代理 ID 中的远程地址。例如 : 

有关代理 ID 与 NAT-src 和 NAT-dst 配合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9 页上的
“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由于代理 ID 支持单个服务或所有服务，因此从引用服务组的基于策略的 VPN 
导出的代理 ID 中的服务被认为是 "any"。

两个对等方都具有静态 IP 地址时，他们都可使用缺省 IKE ID ( 为其 IP 地址 )。
一个对等方或拨号用户拥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时，该对等方或用户必须使用
另一种 IKE ID。 FQDN 对于动态对等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U-FQDN ( 电子邮
件地址 ) 对于拨号用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使用具有预共享密钥和证书的 
FQDN 和 U-FQDN IKE ID 类型 ( 如果 FQDN 或 U-FQDN 在证书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出现 )。如果使用证书，则动态对等方或拨号用户也可
使用 ASN1-DN 的全部或部分作为 IKE ID。

注意 : 远程地址为拨号 VPN 客户端的虚拟内部地址时，请使用 255.255.255.255/32 作
为代理 ID 中的远程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DIP 池为 : 在代理 ID 中使用 : 

1.1.1.8 - 1.1.1.8 1.1.1.8/32

1.1.1.20 - 1.1.1.50 1.1.1.20/26

1.1.1.100 - 1.1.1.200 1.1.1.100/25

1.1.1.0 - 1.1.1.255 1.1.1.0/24

注意 : 对等方 1 还可定义与对等方 2 的代理 ID 匹配的代理 ID。对等方 1 的用户定义的
代理 ID 取代安全设备从策略组件导出的代理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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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由的虚拟专用网安全注意事项

虽然路由的变化不影响基于策略的 VPN，但却影响基于路由的 VPN。安全设备使
用静态和动态两种路由协议可通过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来发送数据包。只要不发
生路由更改，安全设备就会持续地加密和转发目标为绑定到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的通道接口的数据包。

但是，当将 VPN 监控用于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配置时，通道的状态可能会由连接
变为中断。此时，引用绑定到该通道的通道接口的所有路由表条目都将变为非活动
状态。然后，当对 初要加密及通过通道 ( 绑定到该通道接口 ) 发送的信息流进行
路由查找时，安全设备将绕过引用该通道接口的路由，并搜索具有下一个 长匹配
的路由。找到的路由可能是缺省路由。然后，安全设备使用此路由通过非通道接口
将未加密的 ( 即明文或纯文本格式 ) 信息流发送到公共 WAN。

为了避免将 初要发往 VPN 通道的信息流以明文格式重新路由到公共 WAN，可配
置安全设备，使其将这样的信息流重新路由到另一个通道或租用线路，或者干脆丢
弃它，您可使用以下工作方式之一来实现这一操作 : 

第 64 页上的 “Null 路由” ( 当通向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丢弃信息流 )

第 66 页上的“拨号或租用线路” ( 当通向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将信息
流重新路由到一个备用的安全路径 )

第 69 页上的 “引诱通道接口” ( 当通向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丢弃信
息流 )

第 69 页上的“通道接口的虚拟路由器” ( 当通向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
丢弃信息流 )

第 70 页上的“重新路由到另一个通道” ( 当通向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
将信息流重新路由到一个备用的 VPN 通道 )

Null 路由
如果 VPN 通道的状态变为 “断开”，则安全设备会将任何引用该通道接口的路由
更改为 “非活动”。如果通向该通道接口的路由变为不可用，且下一可选路由为缺
省路由 ( 举例 )，则安全设备将使用缺省路由来转发 初要发送给 VPN 通道的信息
流。当发生路由更改时，为了避免将信息流以纯文本格式发送到公共 WAN，可使
用 Null 路由。 Null 路由的目标地址与通过通道接口的路由的目标地址相同，不过 
Null 路由将信息流引向 Null 接口。 Null 接口是丢弃发送给该接口的信息流的逻辑
接口。为 Null 路由分配的度量 ( 远离零 ) 要高于使用通道接口的路由的度量，以使 
Null 路由具有较低的优先级。

注意 : ScreenOS 5.1.0 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Null 接口。但是，您可使用引诱通道接口来实
现相同的目标。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引诱通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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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创建一个经由 tunnel.1 通向远程 LAN (IP 地址为 10.2.2.0/24) 的静态路
由，则该路由将自动接受缺省值 1 作为其度量 :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get route
…
Dest-Routes for <trust-vr> (4 entries)

在上面的路由表中，星号 ( * ) 表示路由是活动的，"S" 表示静态路由，而 "C" 则表
示已连接路由。

在上面的路由表中，安全设备具有两个可到达 10.2.2.0/24 子网中的任意一个地址
的路由。第一个可选路由是 4 号路由，因为它与该地址具有 长匹配。第二个可
选路由是缺省路由 (0.0.0.0/0)。

如果随后添加了一个通过 Null 接口通向 10.2.2.0/24 的路由，并为其分配了一个大
于 1 的值，则该路由将成为可到达 10.2.2.0/24 子网中任意一个地址的第二个可选
路由。如果通过 tunnel.1 通向 10.2.2.0/24 的路由变为了非活动路由，则安全设备
将使用通向 Null 接口的路由。安全设备会将发往 10.2.2.0/24 的信息流转发给该接
口，然后丢弃它。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get route
…
Dest-Routes for <trust-vr> (5 entries)

在上面的路由表中，通过 tunnel.1 通向 10.2.2.0/24 的路由是非活动的 ( 以左边第
一列中无星号的方式进行标明 )。因此，安全设备将搜索下一个与目标地址 长匹
配的路由，并找到了 5 号路由。 (5 号路由之后的下一可选路由是 ID 号为 3 的缺省
路由。 ) 随后，安全设备会将发往 10.2.2.0/24 的信息流转发给 Null 接口，并由该
接口丢弃此信息流。因而，当使用 tunnel.1 的路由变为非活动时，安全设备将丢
弃发往 10.2.2.0/24 的信息流，而不是使用 3 号路由将其以明文格式由 ethernet3 
转发给 1.1.1.250 处的路由器。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3 0.0.0.0/0 eth3 1.1.1.250 S 20 1 Root

* 2 1.1.1.0/24 eth3 0.0.0.0 C 0 0 Root

* 1 10.1.1.0/24 eth1 0.0.0.0 C 0 0 Root

* 4 10.2.2.0/24 tun.1 0.0.0.0 S 20 1 Root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3 0.0.0.0/0 eth3 1.1.1.250 S 20 1 Root

* 2 1.1.1.0/24 eth3 0.0.0.0 C 0 0 Root

* 1 10.1.1.0/24 eth1 0.0.0.0 C 0 0 Root

4 10.2.2.0/24 tun.1 0.0.0.0 S 20 1 Root

* 5 10.2.2.0/24 null 0.0.0.0 S 20 10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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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或租用线路
当通向远程对等方的通道变为非活动时，如果不想丢弃发送给该对等方的信息流，
可为该对等方添加一个通过拨号或租用线路传送信息流的备用路由。该备用路由的
目标 IP 地址与通过 VPN 通道的路由的目标 IP 地址相同，但该备用路由具有不同
的出口接口和较低的优先级度量。如果通过 VPN 通道的路由变为非活动的，则安
全设备将通过拨号或租用线路将信息流重新路由到远程对等方。

当使用拨号或租用线路作为下一个可选路由时，第一个和第二个可选路由仍可能同
时变为非活动的。此时，安全设备将使用第三个可选路由，该路由可能是缺省路
由。由于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可将拨号或租用线路路由作为第二个可选路
由，而将 Null 路由作为第三个可选路由 ( 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 “Null 路由” )。
图 22 显示了这些处理路由故障切换的选项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图 22:  VPN 信息流的路由故障切换可选方案

租用线路或 Null 路由 VPN 故障切换
在本例中，您想让来自设备 -A 后面的分公司的信息流通过安全的 VPN 连接到达设
备 -B 后面的企业网络。如果该通道出现故障，则让信息流通过租用线路流向企业
办公室。如果 VPN 通道和租用线路都出现故障，则让设备 -A 丢弃信息流，而不是
将其以明文格式发送到互联网。

在设备 -A 上创建三个到达 10.2.2.0/24 的路由并为它们分配不同的度量 : 

首选路由 - 使用绑定到 vpn1 的 tunnel.1 ( 度量 = 1)

二级路由 - 使用 ethernet4 和 1.2.2.5 处的网关以使用租用线路 ( 度量 = 2)

三级路由 - 使用 Null 接口以丢弃信息流 ( 度量 = 10)

创建首选路由时，使用静态路由的缺省度量，即 1。为二级路由分配度量 2，即通
过租用线路的备用路由 (如第 67 页上的图 23 所示 )。其度量大于通过 VPN 通道的
首选路由的度量。安全设备通常不使用二级路由，除非通过 VPN 通道的首选路由
发生故障。

第一个可选路由 : 通向远
程对等方的 VPN 通道。

第二个可选路由 : 通过拨号或租用
线路通向 VPN 对等方的静态路由。
其度量大于使用 VPN 通道的路由
的度量。该路由选项将信息流以
明文格式通过受保护的线路转发
给对等方。

第三个可选路由 : 其度量大于拨
号或租用线路度量的 Null 路由。
该选项将丢弃信息流。

本地
安全设备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本地 
LAN tunnel.1

ethernet4 
1.2.2.1/24

Null 接口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远程 VPN 对等方

远程 LAN

拨号或
租用线路

丢弃
信息流

互联网

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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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添加一个度量为 10 的 NULL 路由。如果首选路由发生故障，且随后二级路
由也发生故障，则安全设备将丢弃所有数据包。所有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
域中。

图 23:  租用线路然后是 Null 路由的路由故障切换

WebUI ( 设备 -A)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IP Address: 1.2.2.5
Metric: 2

注意 : 本例仅介绍设备 -A 上四个路由 ( 用于故障切换的三个路由加上缺省路由 ) 的配置。

信息流由分公司流向企业办公室。
路由优先级 : 
1.  tunnel.1 -> vpn1
2.  ethernet4 -> 租用线路

3.  Null 接口 -> 丢弃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

设备 -B

tunnel.1

设备 -ALAN
10.1.1.0/24

LAN
10.2.2.0/24

互联网

vpn1

租用线路 ( 备用路由 )

网关 : 1.2.2.5/24

ethernet4
1.2.2.1/24

NULL 路由

ethernet4
2.3.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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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CLI ( 设备 -A)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1.2.2.5 metric 

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save

可通过执行 get route 命令来检验新路由是否存在。

device-C-> get route

IPv4 Dest-Routes for <untrust-vr> (0 entries)
--------------------------------------------------------------------------------
H: Host C: Connected S: Static A: Auto-Exported
I: Imported R: RIP P: Permanent D: Auto-Discovered
iB: IBGP eB: EBGP O: OSPF E1: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OSPF external type 2

IPv4 Dest-Routes for <trust-vr> (7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8          0.0.0.0/0         eth1/1     10.100.37.1   S   20      1     Root
*   7         1.1.1.1/32         eth1/2         0.0.0.0   H    0      0     Root
*   3     192.168.1.1/32            mgt         0.0.0.0   H    0      0     Root
*   2     192.168.1.0/24            mgt         0.0.0.0   C    0      0     Root
*   4     10.100.37.0/24         eth1/1         0.0.0.0   C    0      0     Root
*   5   10.100.37.170/32         eth1/1         0.0.0.0   H    0      0     Root
*   6         1.1.1.0/24         eth1/2         0.0.0.0   C    0      0     Root

ID 号为 5 的路由表条目将目标为 10.2.2.0/24 的信息流引向 tunnel.1，然后再通过 
VPN 通道。该路由是通向 10.2.2.0 网络的信息流的首选路由。如果该通道发生故
障，则下一 佳路由是条目 6，即通过 1.2.2.5 处的网关的租用线路。如果路由条
目 6 的连接发生故障，则路由条目 7 将成为下一 佳路由，而安全设备会将目标
为 10.2.2.0/24 的信息流引向 Null 接口，该接口随后丢弃此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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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诱通道接口
除了将信息流从 VPN 通道改发到 Null 接口 ( 并随后丢弃它 ) 之外，还可通过非使
用中的通道接口来实现同一目标。

要设置引诱通道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创建第二个通道接口，但不将其绑定到 VPN 通道。相反，将其绑定到通道区
段，该区段与第一个通道接口在相同的虚拟路由域中。

2. 使用第二个通道接口再定义一个通向同一目标的路由，并为该路由分配一个比
首选路由的度量高的度量 ( 远离零 )。

当使用中的通道接口的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且引用该接口的路由表条目变成非
活动时，所有的后续路由查找都可找到这个通往非使用中的通道接口的第二个
路由。安全设备将信息流转发到第二个通道接口，由于它未绑定到 VPN 通道，
因此设备将丢弃信息流。

通道接口的虚拟路由器
为了避免通过 VPN 通道的路由变为中断以及随后将 初要通过该通道的信息流改
发到缺省路由，可为 VPN 信息流创建一个专用虚拟路由选择域。要完成此设置，
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创建单独的虚拟路由器，用于指向通道接口的所有路由，并为其命名，例如 
"VR-VPN"。

2. 创建一个安全区段 ( 例如，“VPN 区段” )，并将其绑定到 VR-VPN。

3. 将所有通道接口绑定到 VPN 区段，并将希望通过 VPN 通道能够到达的远程站
点的所有地址放在此区段中。

4. 对于要加密并通过通道发送的信息流，配置通往 VR-VPN 的其它所有虚拟路由
器中的静态路由。必要时，为从 VR-VPN 到其它虚拟路由器的已加密信息流定
义静态路由。当从远程站点发起入站 VPN 信息流时，如果要允许该信息流通
过通道，这些路由是必需的。

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从连接改变为中断，安全设备依然会将信息流转发到 
VR-VPN。由于通往该接口的路由状态目前为非活动，并且没有其它任何匹配
路由，因此安全设备在 VR-VPN 上丢弃信息流。

注意 : ScreenOS 5.1.0 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Null 接口 ( 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Null 路由”)。
但是，您可使用引诱通道接口来实现相同的目标。

注意 : 如果通道接口被绑定到通道区段，则其状态始终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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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路由到另一个通道
可为同一个远程对等方配置两个或多个 VPN 通道。如果其中的一个通道产生了中
断，安全设备会通过另一个 VPN 通道重新路由信息流。有关配置冗余 VPN 通道的
信息和范例，请参阅以下内容 : 

第 11-46 页上的 “由活动通道到备份通道的故障切换”

第 11-63 页上的 “配置双活动通道”

第 11-69 页上的 “配置通道故障切换权重”
基于路由的虚拟专用网安全注意事项



第 4 章

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

本章说明如何在两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间配置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通道。分析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介绍设置通道时必须考虑的
各种元素，并提供几个范例。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72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第 78 页上的“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第 86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第 92 页上的“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第 100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第 108 页上的“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第 114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第 119 页上的“使用 FQDN 的动态 IKE 网关”

第 120 页上的“别名”

第 121 页上的“设置具有 FQDN 的自动密钥 IKE 对等方”

第 129 页上的“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第 139 页上的“透明模式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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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IPSec VPN 通道存在于两个网关之间，同时每个网关都需要一个 IP 地址。当两个
网关都拥有静态 IP 地址时，可配置以下各种通道 : 

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通道 ( 具有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

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通道

当一个网关拥有静态地址，而另一个网关拥有动态分配的地址时，可配置以下各种
通道 : 

动态对等方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通道 ( 具有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

用于此处时，静态站点到站点 VPN 包括一个连接两个站点的 IPSec 通道，每个站
点都拥有一个作为安全网关的安全设备。在两个设备上用作外向接口的物理接口或
子接口都有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同时内部主机也拥有静态 IP 地址。如果安全设备
在“透明”模式下，它将 VLAN1 地址当作外向接口的 IP 地址使用。由于远程网关
的 IP 地址保持不变而可以到达，因此，位于通道任一端的主机可使用静态站点到
站点 VPN 发起 VPN 通道设置。

如果其中一个安全设备的外向接口具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则该设备在术语上被
称为“动态对等方”，并且具有不同的 VPN 配置。由于只有那些位于动态对等方
后面的主机的远程网关才有固定的 IP 地址，并且可以从它们的本地网关到达，因
此只有它们才能使用动态对等方站点到站点 VPN 发起 VPN 通道设置。但是，当在
动态对等方和静态对等方之间建立通道之后，如果目的主机有固定的 IP 地址，在
两个网关之中的任一个网关后面的主机，可发起 VPN 流量。

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的配置需要协调通道配置以及其它设置 ( 接口、地址、路由
和策略 )。本节 VPN 配置的三个范例的环境如下 : 东京分公司想通过 IPSec VPN 通
道与巴黎分公司进行安全通信。

注意 : 有关可用 VPN 选项的背景信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互联网协议安全性”。有
关从多种选项中进行选择的指导，请参阅第 43 页上的“虚拟专用网准则”。
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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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站点到站点 VPN 通道配置

两个分公司的管理员配置以下设置 : 

接口 - 安全区段和通道

地址

VPN( 下列之一 )

AutoKey IKE

动态对等方

Manual Key

路由

策略

Untrust 区段

外部路由器， 2.2.2.250

tunnel.1，未编号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东京Trust 区段

ethernet1

LAN
10.1.1.0/24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Untrust 区段 巴黎 Trust 区段

ethernet1

LAN
10.2.2.0/24

Tunnel:vpn1 巴黎
安全设备

互联网
东京

安全设备

10.1.1.1/24

分公司

NAT

10.2.2.1/24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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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站点到站点通道配置 - 接口

1. 接口 - 安全区段和通道

东京分公司的管理员使用在图 25 的上半部分中出现的设置来配置安全区段和通道
接口。而巴黎分公司的管理员使用在该图下半部分中出现的设置来配置安全区段和
通道接口。

Ethernet3 将成为 VPN 信息流的外向接口及从通道另一端发送的 VPN 信息流的远
程网关。

Ethernet1 处于 NAT 模式，因此每个 admin 都可以为所有内部主机分配 IP 地址，
然而，当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时，安全设备会将封包包头中的
源 IP 地址转换为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的地址 ( 东京为 1.1.1.1，巴黎为 
2.2.2.2)。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每个 admin 都将通道接口 tunnel.1 绑定到 VPN 通道 
vpn1。通过定义通向远程办公室 LAN 的地址空间的路由，安全设备可将为该 LAN 
绑定的所有信息流引导到 tunnel.1 接口，从而通过绑定了 tunnel.1 的通道。

由于不需要基于策略的 NAT 服务，因此，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不要求 tunnel.1 具
有 IP 地址 / 网络掩码，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甚至不需要通道接口。

Untrust 区段

tunnel.1，未编号

Eth3, 1.1.1.1/24

东京Trust 区段

ethernet1

Eth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ethernet1

巴黎
安全设备

互联网

东京
安全设备

10.1.1.1/24
NAT

分公司

分公司

巴黎

10.2.2.1/24
NAT
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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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站点到站点通道配置 - 地址

2. 地址

管理员定义地址，以备以后在入站和出站策略中使用。东京分公司的管理员定义在
图 26 的上半部分出现的地址。而巴黎分公司的管理员定义在该图下半部分出现的
地址。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安全设备从策略导出代理 ID。由于 VPN 通道两端的安全设
备使用的代理 ID 必须完全匹配，因此，如果在通道一端使用更为具体的地址，则
在通道另一端不能使用 IP 地址为 0.0.0.0/0 的预定义地址 "ANY"。例如 : 

如果东京的代理 ID 如下 : 

From: 0.0.0.0/0
To: 10.2.2.0/24
Service: ANY

如果巴黎的代理 ID 如下 : 

To: 10.1.1.0/24
From: 10.2.2.0/24
Service: ANY

则代理 ID 不匹配，并且 IKE 协商将失败。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以使用 "0.0.0.0/0-0.0.0.0/0-any" 为代理 ID 定义本地和
远程 IP 地址及服务类型。然后可使用更为严格的策略，根据源地址、目标地址和
服务类型过滤入站和出站 VPN 信息流。

Untrust 区段东京
分公司

Trust 区段

东京
安全设备

ethernet1
10.1.1.1/24

NAT

LAN

Trust_LAN
Trust, 10.1.1.0/24
东京
Untrust 10.1.1.0/24

Untrust 区段

tunnel.1，未编号

ethernet3, 1.1.1.1/24

互联网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巴黎
Trust 区段

ethernet1

巴黎
安全设备

分公司

10.2.2.1/24
NAT

LAN
巴黎
Untrust, 10.2.2.0/24
Trust_LAN
Trust 10.2.2.0/24

注意 : 从 ScreenOS 5.0.0 开始，还可为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中引用的 VPN 通道定义代
理 ID。
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75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76
图 27:  站点到站点的通道配置 - VPN 通道

3. VPN

可以配置下列三个 VPN 中的一个 : 

AutoKey IKE

AutoKey IKE 方法使用预共享密钥或证书，按照用户定义的间隔 ( 称为密钥生
存期 ) 自动刷新 ( 即更改 ) 加密和认证密钥。实际上，尽管非常短的生存期可
能会降低整体性能，但是经常更新这些密钥会加强安全。

动态对等方

动态对等方是具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的远程网关。由于每次 IKE 协商开始时
远程对等方的 IP 地址可能不同，因此对等方后面的主机必须发起 VPN 信息
流。另外，如果使用预共享密钥进行认证，在主动模式下“阶段 1”协商的
第一条消息期间，对等方必须发送 IKE ID 以对自身进行识别。

Manual Key

Manual Key 方法要求手动设置及更新加密和认证密钥。对于小型的 VPN 通道
组，此方法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图 28:  站点到站点通道配置 - 路由

Untrust 区段东京Trust 区段

东京
安全设备

ethernet1

Trust_LAN
Trust, 10.1.1.0/24

东京
Untrust 10.1.1.0/24

Untrust 区段

tunnel.1，未编号
ethernet3, 1.1.1.1/24

互联网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巴黎 Trust 区段

ethernet1

巴黎
安全设备

10.2.2.1/24
NAT

LAN

Trust_LAN
Trust 10.2.2.0/24

巴黎
Untrust, 10.2.2.0/24

10.1.1.1/24
NAT

LAN

分公司

Tunnel: vpn1

分公司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NAT

LAN

trust-vr 
Dst 10.2.2.0/24
使用 tunnel. 1

Dst 10.2.2.0/24
使用 NULL
Metric: 50

Dst 0.0.0.0/0
使用 eth3
网关 : 1.1.1.250
Trust_LAN
Trust, 10.1.1.0/24

东京
Untrust, 10.1.1.0/24

东京
分公司

Null 接口

tunnel.1，未编号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外部路由器， 2.2.2.250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Null 接口

巴黎
分公司

Trust_LAN
Trust, 10.2.2.0/24
巴黎
Untrust, 
10.2.2.0/24

trust-vr 
Dst 10.1.1.0/24
使用 tunnel. 1

Dst 10.1.1.0/24
使用 NULL
Metric: 50

Dst 0.0.0.0/0
使用 eth3
网关 : 2.2.2.250

Un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2.2.1/24 

NAT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unnel:vpn1

互联网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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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每个站点的 admin 至少应配置以下路由 : 

用于要到达使用 tunnel.1 的远程 LAN 上地址的信息流的路由

用于其它所有信息流的缺省路由，包括通过 ethernet3 到达互联网然后到达分
公司地址 ( 东京分公司为 1.1.1.250，巴黎分公司为 2.2.2.250) 之外的外部路由
器的外部 VPN 通道信息流。外部路由器是缺省网关，安全设备将路由表中没
有特定路由的任何信息流转发到该网关。

Null 路由，若使用了该路由，如果 tunnel.1 的状态变为“中断”且任何引用 
tunnel.1 的路由都被中断，则安全设备将不使用缺省路由来转发通往远程 LAN 
未经加密就发送出 ethernet3 的信息流。Null 路由使用远程 LAN 作为其目标地
址，但它将信息流指向 Null 接口，即丢弃发送给它的信息流的逻辑接口。为 
Null 路由分配的度量 ( 远离零 ) 要高于通向远程 LAN 的路由 ( 使用 tunnel.1) 的
度量，以使 Null 路由的优先级低于引用 tunnel.1 接口的路由。

图 29:  站点到站点通道配置 - 策略

5. 策略

每个站点的 admin 定义允许这两个分公司间信息流的策略 : 

允许从 Trust 区段中的 "Trust_LAN" 到 Untrust 区段中的“巴黎”或“东京”的
任何种类的信息流的策略

允许从 Untrust 区段中的“巴黎”或“东京”到 Trust 区段中的 "Trust_LAN" 的
任何种类的信息流的策略

由于通向远程站点的首选路由指定了绑定到 VPN 通道 vpn1 的 tunnel.1，因此，策
略不需要引用 VPN 通道。

注意 : 如果东京分公司的安全设备从其 ISP 动态收到其外部 IP 地址 ( 即，从巴黎分公司
来说，东京分公司的安全设备是其动态对等方 )，则 ISP 为东京设备自动提供缺
省网关 IP 地址。

trust-vr 
Dst 10.2.2.0/24
使用 tunnel. 1

Dst 0.0.0.0/0
使用 eth1
网关 : 1.1.1.250

Trust_LAN
Trust, 10.1.1.0/24

东京
Untrust, 
10.1.1.0/24

Trust -> Untrust
Trust_LAN ->Paris
ANY, Permit

Untrust -> Trust
Paris-> Trust_LAN
ANY, Permit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NAT

LAN

东京
分公司

分公司

巴黎

Null 接口

tunnel.1，未编号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外部路由器， 2.2.2.250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Untrust 区段

Null 接口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Tunnel:vpn1
LAN

ethernet1
10.2.2.1/24

NAT

trust-vr 
Dst 10.1.1.0/24
使用 tunnel. 1

Dst 0.0.0.0/0
使用 eth3
网关 : 2.2.2.250

Trust 区段

Trust_LAN
Trust, 10.2.2.0/24

巴黎
Untrust, 
10.2.2.0/24
Trust -> Untrust
Trust_LAN ->Paris
ANY, Permit

Untrust -> Trust
Paris-> Trust_LAN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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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在本例中，“自动密钥 IKE”通道使用预共享机密或一对证书 ( 通道两端各一个 )，
提供东京和巴黎分公司之间的安全连接。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
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图 30:  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使用预共享机密或证书来设置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通道，包括以下步骤 : 

1. 为绑定到安全区段和通道接口的物理接口分配 IP 地址。

2. 配置 VPN 通道，在 Untrust 区段内指定其外向接口，将其绑定到通道接口，并
配置其代理 ID。

3. 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中输入本地及远程端点的 IP 地址。

4. 输入通向 trust-vr 中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通过通道接口通向目标的路由以
及通向目标的 Null 路由。为 Null 路由分配较高的度量 ( 远离零 )，以便其成为
通向目标的下一个可选路由。接着，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变为“中断”，且引
用该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则安全设备会使用 Null 路由 ( 即实质上丢弃了发
送给它的任何信息流 )，而不使用缺省路由 ( 即转发未加密的信息流 )。

5. 为每个站点间通过的 VPN 流量设置策略。

在以下例子中，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有 RSA 证书，
并将 Entrust 用作证书授权机构 (CA)。( 有关获取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东京的安全设备上配置

东京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巴黎

东京
Trust 区段

eth1, 10.1.1.1/24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1.1.1.1/24
网关 1.1.1.250

通道接口
Tunnel.1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2.2.2.2/24
网关 2.2.2.250

通道接口
Tunnel.1

互联网

VPN 通道

东京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巴黎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巴黎的安全设备上配置

巴黎
Trust 区段

eth1, 10.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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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aris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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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kyo_Paris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aris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2.0/24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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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Paris
Source Address: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Paris
Source Address: Paris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巴黎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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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Tokyo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Paris_Tokyo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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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2.0/24
Remote IP/Netmask: 10.1.1.0/24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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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Paris"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Paris"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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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巴黎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Tokyo"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Tokyo"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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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在本例中，“自动密钥 IKE”通道使用预共享机密或一对证书 ( 通道两端各一个 )，
提供东京和巴黎分公司之间的安全连接。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
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图 31: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自动密钥 IKE

用带有预共享机密或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设置“自动密钥 IKE”通道，包括以
下步骤 : 

1. 定义安全区段接口 IP 地址。

2. 为本地及远程端实体生成通讯簿条目。

3. 定义远程网关和密钥交换模式，并指定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4. 创建“自动密钥 IKE VPN”。

5. 设置到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6. 配置策略。

在以下例子中，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有 RSA 证书，
并将 Entrust 用作证书授权机构 (CA)。( 有关获取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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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aris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OK，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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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OK，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kyo_Paris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aris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From Pari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Tokyo_Paris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巴黎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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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Tokyo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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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Paris_Tokyo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Tokyo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From 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Paris_Tokyo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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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Paris"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tunnel vpn tokyo_paris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Paris"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tunnel vpn tokyo_paris
save

CLI ( 巴黎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tunnel proposal nopfs-esp-3des-sha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Tokyo"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tunnel vpn paris_tokyo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Tokyo"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tunnel vpn paris_tokyo
save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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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使用预共享密钥或一对证书 ( 通道两端各一
个 )，提供保护东京和巴黎分公司的安全设备之间的安全连接。巴黎安全设备的 
Untrust 区段接口具有静态 IP 地址。为东京分公司提供服务的 ISP，通过 DHCP 为 
Untrust 区段接口动态分配 IP 地址。由于只有巴黎的安全设备具有其 Untrust 区段
的固定地址，因此 VPN 信息流必须来自东京分公司的主机。建立通道后，信息流
可从该通道的任一端通过。所有安全和 Tunnel 区段都在 trust-vr 中。

图 32:  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设两个参与者都已从证书授权机构 (CA) Verisign 获
得了 RSA 证书，而且电子邮件地址 pmason@abc.com 出现在设备 -A 上的本地证书
中。( 有关获取并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对于
“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Compatible (兼
容 )”提议集。

在 VPN 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上输入三个路由 : 

通向 trust-vr 中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通过通道接口通向目标的路由

通向目标的 Null 路由。为 Null 路由分配较高的度量 ( 远离零 )，以便其成为通
向目标的下一个可选路由。接着，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变为“中断”，且引用
该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则安全设备会使用 Null 路由 ( 即实质上丢弃了发送
给它的任何信息流 )，而不使用缺省路由 ( 即转发未加密的信息流 )。

后，配置允许两站点间双向信息流的策略。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东京的安全设备上配置

东京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巴黎

东京
Trust 区段

eth1, 10.1.1.1/24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和 ISP

由 ISP 动态分配

通道接口
Tunnel.1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2.2.2.2/24
网关 2.2.2.250

通道接口
Tunnel.1

互联网

VPN 通道

东京

Trust
区段

巴黎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巴黎的安全设备上配置

巴黎
Trust 区段

eth1, 10.2.2.1/24

DHCP 服务器
2.1.1.5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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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btain IP using DHCP: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注意 : 不能通过 WebUI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但通过 CLI 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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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aris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Local ID: pmason@abc.com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证书
Local ID: pmason@abc.com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kyo_Paris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aris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2.0/24
Service: ANY

注意 : U-FQDN "pmason@abc.com" 必须出现在证书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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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注意 : ISP 通过 DHCP 动态提供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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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巴黎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Tokyo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ynamic IP Address: ( 选择 ), Peer ID: pmason@a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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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Paris_Tokyo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Tokyo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2.0/24
Remote IP/Netmask: 10.1.1.0/24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 选择 ),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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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tings server 1.1.1.5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pmason@abc.com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tunne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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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pmason@abc.com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tunne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CLI ( 巴黎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dynamic pmason@abc.com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tunne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 或 )

注意 : U-FQDN "pmason@abc.com" 必须出现在证书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注意 : ISP 通过 DHCP 动态提供网关 IP 地址，因而不能在此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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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dynamic pmason@abc.com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tunne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VPN 通道将设备 -A 后面的 Trust 区段中的用户安全连接到邮件服务
器，该服务器在企业 DMZ 区段，并被设备 -B 保护。设备 -B 的 Untrust 区段接口
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为设备 -A 提供服务的 ISP，通过 DHCP 为其 Untrust 区段接
口动态分配 IP 地址。因为只有设备 -B 具有其 Untrust 区段的固定地址，VPN 流量
必须来自设备 -A 后面的主机。设备 -A 建立了通道之后，流量可从该通道的任一端
通过。所有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33: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动态对等方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ID

Phil

User Name: pmason
Password: Nd4syst4

Authentication
User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分公司的设备 -A 上配置。

A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B

分公司
Trust 区段

 eth1, 10.1.1.1/24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和 ISP

动态分配的网关

互联网

VPN 通道

A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B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企业
网站的设备 -B 上配置。

企业办公室
DMZ 区段

eth2, 3.3.3.3/24

DHCP 服务器
2.1.1.5

设备 -A
SMTP 或 POP3 

请求

注意 : 在生成一个连接到企业邮件服务器的 SMTP 
或 POP3 之前，Phil 必须首先初始化 HTTP、FTP 或 
Telnet 连接，以便设备 -A 能对其进行识别。

设备 -B

邮件服务器
3.3.3.5

IDENT
请求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3, 2.2.2.2/24
网关 2.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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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本地 auth 用户 Phil ( 登录名 : pmason ；密码 : Nd4syst4) 要从企业网站
上的邮件服务器获得他的电子邮件。当他试图这样做时，对他进行两次验证 : 第一
次，在允许流量从他那里通过通道之前，设备 -A 在本地对他进行验证；第二次，
邮件服务器程序对他进行验证，并通过该通道发送 IDENT 请求。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设两个参与者都已从证书授权机构 (CA) Verisign 获
得了 RSA 证书，而且电子邮件地址 pmason@abc.com 出现在设备 -A 上的本地证书
中。( 有关获取并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对于
“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
“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Obtain IP using DHCP: ( 选择 )

2.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pmason
Status: Enable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Nd4syst4
Confirm Password: Nd4syst4

注意 : 由于 Phil 是一个认证用户，在他能提出一个 POP3 的 SMTP 请求之前，必须先初
始化 HTTP、FTP 或 Telnet 连接，这样，设备 A 就能作出用一个防火墙用户 / 注
册提示来对他进行认证的响应。设备 -A 对他进行认证后，就允许他通过 VPN 通
道与企业邮件服务器联系。

只有在设备 -A 和设备 -B 的管理员为其 (TCP，端口 113) 添加了定制服务，并且设
置了策略，允许流量通过通道到达 10.10.10.0/24 子网时，邮件服务器才能通过
该通道发送 IDENT 请求。

注意 : 不能通过 WebUI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但通过 CLI 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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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ed_network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5/32
Zone: Untrust

4. 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Ident
Service Timeout: 

Use protocol default: ( 选择 )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0,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113, High 113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移动
以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Remote_Mail
Group Members << Available Members: 

HTTP
FTP
Telnet
Ident
MAIL
POP3

5.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Mail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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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Local ID: pmason@abc.com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证书
Local ID: pmason@abc.com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branch_cor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unnel: To_Mail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ed_network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erver

Service: Remote_Mail
Action: Tunnel
VPN Tunnel: branch_corp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注意 : ISP 通过 DHCP 动态提供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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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Local
User: ( 选择 ), Local Auth User - pmason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branch 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Ident
Service Timeout: 

Use protocol default: ( 选择 )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0,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113, High 113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移动以
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Remote_Mail
Group Members << Available Members: 

Ident
MAIL
P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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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branch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ynamic IP Address: ( 选择 ), Peer ID: pmason@abc.com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corp_branch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branch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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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_Serve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branch_office

Service: Remote_Mail
Action: Tunnel
VPN Tunnel: corp_branch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tings server 1.1.1.5

2. 用户
set user pmason password Nd4syst4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ed network"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mail server" 3.3.3.5/32

4. 服务
set service ident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113-113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http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ftp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telnet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ident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pop3

5.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mail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pmason@abc.com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branch_corp gateway to_mail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mail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pmason@abc.com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mail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mail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branch_corp gateway to_mail sec-level 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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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7.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ed network" "mail server" remote_mail 

tunnel vpn branch_corp auth server Local user pmason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mail server" "trusted network" remote_mail 

tunnel vpn branch_corp
save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mail server" 3.3.3.5/32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 office" 10.1.1.0/24

3. 服务
set service ident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113-113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ident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pop3

4.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dynamic pmason@abc.com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corp_branch gateway to_branch tunnel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dynamic pmason@abc.com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corp_branch gateway to_branch sec-level compatible

注意 : U-FQDN "pmason@abc.com" 必须出现在证书的 SubjectAltName 字段中。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注意 : ISP 通过 DHCP 动态提供网关 IP 地址。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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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dmz to untrust "mail server" "branch office" remote_mail 

tunnel vpn corp_branch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dmz "branch office" "mail server" remote_mail 

tunnel vpn corp_branch
save

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在本例中，“手动密钥”通道提供一个在东京和巴黎分公司之间的安全信道。每个
站点的 Trust 区段都处于 NAT 模式。地址如下 : 

东京 :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1.1.1/24

巴黎 :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2.2.1/24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2.2.2.2/24

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 VPN 通道的外向接口。

图 34:  基于路由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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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到站点 VPN 配置



第 4 章 : 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
要设置通道，请在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上执行以下步骤 : 

1. 为绑定到安全区段和通道接口的物理接口分配 IP 地址。

2. 配置 VPN 通道，在 Untrust 区段内指定其外向接口，并将其绑定到通道接口。

3. 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中输入本地及远程端点的 IP 地址。

4. 输入通向 trust-vr 中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通过通道接口通向目标的路由以
及通向目标的 Null 路由。为 Null 路由分配较高的度量 ( 远离零 )，以便其成为
通向目标的下一个可选路由。接着，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变为“中断”，且引
用该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则安全设备会使用 Null 路由 ( 即实质上丢弃了发
送给它的任何信息流 )，而不使用缺省路由 ( 即转发未加密的信息流 )。

5. 为每个站点间通过的 VPN 流量设置策略。

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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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Tokyo_Paris
Gateway IP: 2.2.2.2
Security Index: 3020 (Local), 3030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SHA-1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PNas134a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Manual Key 通
道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Pari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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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Pari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巴黎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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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Paris_Tokyo
Gateway IP: 1.1.1.1
Security Index: 3030 (Local), 3020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SHA-1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PNas134a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Manual 
Key 通道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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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set vpn Tokyo_Paris manual 3020 3030 gateway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esp 3des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 sha-1 password PNas134a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Paris"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Paris"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CLI ( 巴黎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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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set vpn Paris_Tokyo manual 3030 3020 gateway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esp 3des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 sha-1 password PNas134a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Tokyo"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Tokyo"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在本例中，通过使用以 3DES 加密并经 SHA-1 认证的 ESP，“手动密钥”通道提供
一个在东京和巴黎分公司之间的安全信道。每个站点的 Trust 区段都处于 NAT 模
式。地址如下 : 

东京 : 

Trust 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接口 (ethernet3): 1.1.1.1/24

巴黎 : 

Trust 接口 (ethernet1): 10.2.2.1/24

Untrust 接口 (ethernet3): 2.2.2.2/24

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以及 "Untrust-Tun" 通道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
中。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 VPN 通道的外向接口。

图 35: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点 VPN，手动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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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通道，请在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上执行以下五个步骤 : 

1. 将 IP 地址分配给绑定到安全区段的物理接口。

2. 配置 VPN 通道，并指定其在 Untrust 区段中的外向接口。

3. 在 Trust 和 Untrust 通讯簿中输入本地及远程端点的 IP 地址。

4. 输入到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5. 设置有关 VPN 流量的策略，双向使用此通道。

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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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Tokyo_Paris
Gateway IP: 2.2.2.2
Security Index: 3020 (Local), 3030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SHA-1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PNas134a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Manual 
Key 通道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Zone, Untrust-Tun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From Pari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Tokyo_Paris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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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巴黎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Manual 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Tunnel Name: Paris_Tokyo
Gateway IP: 1.1.1.1
Security Index (HEX Number): 3030 (Local), 3020 (Remot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SP-CBC: ( 选择 )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SHA-1
Generate Key by Password: PNas134a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Manual 
Key 通道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Zone, Untrust-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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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From Tokyo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Paris_Tokyo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set vpn tokyo_paris manual 3020 3030 gateway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esp 3des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 sha-1 password PNas134a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zone untrust-tun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Paris"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tunnel vpn tokyo_paris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Paris"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tunnel vpn tokyo_paris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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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巴黎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3. VPN
set vpn paris_tokyo manual 3030 3020 gateway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esp 3des password asdlk24234 auth sha-1 password PNas134a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zone untrust-tun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Tokyo"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tunnel vpn paris_tokyo
set policy top name "To/From Tokyo"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tunnel vpn paris_tokyo
save

使用 FQDN 的动态 IKE 网关

对于动态获取 IP 地址的 IKE 对等方，可在远程网关的本地配置中指定完全合格的
域名 (FQDN)。例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有可能通过 DHCP 将 IP 地址分配给
客户。ISP 从大型地址池提取地址，并在客户联机时分配这些地址。尽管 IKE 对等
方拥有不变的 FQDN，但其 IP 地址的更改无法预测。IKE 对等方可使用三种方法
维护从 FQDN 到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的“域名系统”(DNS) 映射 ( 此过程称为动态 
DNS)。

如果远程 IKE 对等方是安全设备，则安全设备每次从 ISP 收到新的 IP 地址
时，admin 可手动通知 DNS 服务器更新 FQDN 到 IP 地址的映射。

如果远程 IKE 对等方是另一种 VPN 终端设备，其上运行有动态 DNS 软件，则
该软件可自动将其地址更改通知 DNS 服务器，这样服务器可更新 FQDN 到 IP 
地址的映射表。

如果远程 IKE 对等方是安全设备或其它任何种类的 VPN 终端设备，则其后面的
主机可运行 FQDN 到 IP 地址自动更新程序，提醒 DNS 服务器 : 地址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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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 IKE 对等方

无需知道远程 IKE 对等方的当前 IP 地址，现在即可使用其 FQDN ( 而不是 IP 地址 ) 
为该对等方配置“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

别名
如果本地安全设备查询的 DNS 服务器只返回一个 IP 地址，则还可使用远程 IKE 对
等方的 FQDN 的别名。如果 DNS 服务器返回多个 IP 地址，则本地设备使用接收到
的第一个地址。由于对 DNS 服务器的回应中地址的顺序没有保证，因此本地安全
设备可能使用错误的 IP 地址，并且 IKE 协商可能会失败。

图 37:  导致 IKE 协商成功或失败的多个 DNS 回应

本地安全设备

互联网

VPN 通道

1.  DHCP 服务器从 IP 地址池提取 1.1.1.202，并将该地址分配
给 IKE 对等方。

2.  IKE 对等方将新的地址通知 DNS 服务器，这样服务器可
更新 FQDN 到 IP 地址的映射表。

IKE 对等方

www.jnpr.net

1.1.1.202 = www.jnpr.net

IP 池

1.1.1.10 -
1.1.7.9

DHCP 服务器 DNS 服务器

本地安全设备

本地安全设备

本地安全设备

本地安全设备

设备使用此 
IP 地址。

本地安全设备希望与其远程对等方
建立 IKE VPN 通道。其将 

www.jnpr.net 用作远程网关地址。

DNS 查询 : www.jnpr.net = IP ?

DNS 回复 : 
www.jnpr.net = 1.1.1.202

www.jnpr.net = 1.1.1.114

www.jnpr.net = 1.1.1.20

如果远程 IKE 对等方位于 1.1.1.202，
则 IKE 协商成功。

如果远程 IKE 对等方
位于 1.1.1.114

或
1.1.1.20，则 IKE 协商

失败。

远程 IKE 对等方

DNS 服务器

远程 IKE 对等方

远程 IKE 对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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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具有 FQDN 的自动密钥 IKE 对等方
在本例中，“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使用预共享机密或一对证书 ( 通道两端各一
个 )，提供东京和巴黎两个分公司之间的安全连接。巴黎分公司拥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因此东京分公司将远程对等方的 FQDN (www.nspar.com) 用作其 VPN 通道
配置中远程网关的地址。

图 38 中所示的配置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
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图 38:  具有 FQDN 的自动密钥 IKE 对等方

使用预共享机密或证书来设置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通道，包括以下步骤 : 

1. 为绑定到安全区段和通道接口的物理接口分配 IP 地址。

2. 定义远程网关和密钥交换模式，并指定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3. 配置 VPN 通道，在 Untrust 区段内指定其外向接口，将其绑定到通道接口，并
配置其代理 ID。

4. 在 Trust 和 Untrust 通讯簿中输入本地及远程端点的 IP 地址。

5. 输入通向 trust-vr 中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通过通道接口通向目标的路由以
及通向目标的 Null 路由。为 Null 路由分配较高的度量 ( 远离零 )，以便其成为
通向目标的下一个可选路由。接着，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变为“中断”，且引
用该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则安全设备会使用 Null 路由 ( 即实质上丢弃了发
送给它的任何信息流 )，而不使用缺省路由 ( 即转发未加密的信息流 )。

6. 为每个站点间通过的流量设置策略。

在以下例子中，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有 RSA 证书，
并将 Entrust 用作证书授权机构 (CA)。( 有关获取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公开密钥密码术”。)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东京的
安全设备上配置

东京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巴黎

东京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通道接口 : tunnel.1
远程网关 : www.nspar.com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通过 DHCP 的 
IP 和网关

www.nspar.com

通道接口 : tunnel.1
远程网关 : 1.1.1.1

互联网

VPN 通道

东京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巴黎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巴黎的
安全设备上配置

巴黎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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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东京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aris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www.nspar.com
使用 FQDN 的动态 IKE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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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kyo_Paris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aris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2.0/24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注意 : ISP 通过 DHCP 动态提供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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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Paris
Source Address: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Paris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y: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ame: From_Paris
Source Address: Paris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巴黎 )

1. 主机名和域名

Network > DN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st Name: www
Domain Name: nspar.com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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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Obtain IP using DHCP: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_Offic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Tokyo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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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Entrust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Paris_Tokyo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Tokyo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2.0/24
Remote IP/Netmask: 10.1.1.0/24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使用 FQDN 的动态 IKE 网关



第 4 章 : 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Tokyo
Source Address: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Tokyo_Office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Tokyo
Source Address: Tokyo_Office
Destination Address: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东京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_office 10.2.2.0/24

3.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www.nspar.com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address www.nspar.com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aris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tokyo_paris gateway to_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tokyo_pari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tokyo_paris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ik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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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Paris"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paris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Paris"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CLI ( 巴黎 )

1. 主机名和域名
set hostname www
set domain nspar.com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dhcp-client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2.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_office 10.1.1.0/24

4.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tokyo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paris_tokyo gateway to_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paris_tokyo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paris_tokyo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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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set policy top name "To Tokyo"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tokyo_office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Tokyo"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_office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由于私有 IP 地址的范围相对较小，因此两个 VPN 对等方的受保护网络的地址很可
能重叠。对于具有重叠地址的两端实体间的双向 VPN 信息流，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
必须将源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和 NAT-dst) 应用于通过它们的 VPN 信息流。

对于 NAT-src，通道两端的接口在互为唯一的子网中必须具有 IP 地址，每个子网都
具有动态 IP (DIP) 池。然后，调整出站 VPN 信息流的策略可以应用使用 DIP 池地
址的 NAT-src，将初始源地址转换为中性地址空间中的地址。

在入站 VPN 信息流上提供 NAT-dst 的选项有以下两个 : 

基于策略的 NAT-dst: 策略可应用 NAT-dst，将入站 VPN 信息流转换为一个地
址，该地址位于与通道接口相同的子网中 (但与出站 VPN 信息流所使用的本地 
DIP 池在不同的范围 )，或该地址是安全设备的路由表中拥有的另一个子网中
的地址。( 有关配置 NAT-dst 时路由注意事项信息，请参阅第 8-30 页上的
“NAT-Dst 的路由选择”。)

映射 IP (MIP): 策略可以将 MIP 引用为目标地址。MIP 将相同子网中的地址用
作通道接口 ( 但与用作出站 VPN 信息流的本地 DIP 池在不同的范围 )。( 有关 
MIP 的信息，请参阅第 8-57 页上的“映射 IP 地址”。)

具有重叠地址的站点间的 VPN 信息流在两个方向都要求进行地址转换。由于出站
信息流上的源地址与入站信息流上的目标地址不能相同 (NAT-dst 地址或 MIP 不能
在 DIP 池中 )，因此入站和出站策略中引用的地址不能对称。

希望安全设备在通过相同通道的双向 VPN 信息流上执行源和目标地址转换时，有
以下两种选择 : 

可为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定义代理 ID。在策略中明确引用 VPN 通道时，安全
设备从引用该通道的策略组件中导出代理 ID。首次创建策略以及此后每次重
新启动设备时，安全设备都导出代理 ID。但是，如果手动为策略中引用的 
VPN 通道定义代理 ID，则安全设备应用用户定义的代理 ID，而不应用从该策
略导出的代理 ID。

注意 : 重叠地址空间就是当两个网络中 IP 地址范围部分或全部相同时的空间。

注意 : DIP 池中的地址范围必须在与通道接口相同的子网中，但是该池必须不包括可能
也在此子网中的接口 IP 地址、任何 MIP 或 VIP 地址。对于安全区段接口，还可
以在与接口 IP 地址不同的子网中定义一个扩展的 IP 地址和一个随附的 DIP 池。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30 页上的“在不同子网中使用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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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配置，该配置必须具有用户定义的代理 ID。具有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配置后，不能在策略中明确引用 VPN 通道。相反，策略
控制对特定目标的访问 ( 允许或拒绝 )。到该目标的路由指向依次绑定到 VPN 
通道的通道接口。由于 VPN 通道不直接与可导出源地址、目标地址和服务的
代理 ID 的策略关联，因此必须手动为其定义代理 ID。( 注意，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还允许创建多个策略，使用单个 VPN 通道，即单个“阶段 2”SA。)

请注意图 39 中的地址，它们说明了具有重叠地址空间的两个站点间的 VPN 通道。

图 39:  重叠地址的对等方站点

如果图 39 中的安全设备从策略导出代理 ID ( 如在基于策略的 VPN 配置中的那样 )，
则入站和出站策略生成以下代理 ID: 

如表所示，其中有两个代理 ID: 一个用于出站 VPN 信息流，另一个用于入站 VPN 
信息流。设备 -A 首次将信息流从 10.10.1.2/32 发送到 10.20.2.5/32 时，两个对等
方执行 IKE 协商，并生成“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联盟 (SA)。“阶段 2”SA 为
设备 -A 生成上面的出站代理 ID，为设备 -B 生成入站代理 ID。

然后，如果设备 -B 将信息流发送到设备 -A，则从 10.20.2.2/32 到 10.10.1.5/32 的
信息流的策略查找会指出对于这种代理 ID 没有激活的“阶段 2”SA。因此，两个
对等方使用现有的“阶段 1”SA ( 假设其生存期还没有到期 ) 与不同的“阶段 2”
SA 协商。生成的代理 ID 在上面显示为设备 -A 的入站代理 ID 及设备 -B 的出站代
理 ID。由于地址不对称并且需要不同的代理 ID，因此有两个“阶段 2”SA ( 两个 
VPN 通道 )。

注意 : 代理 ID 是 IKE 对等方之间的一种协议，如果信息流与本地地址、远程地址和服
务的一个指定元组匹配，则允许信息流通过通道。

内部地址空间
10.1.1.0/24

设备 -A

tunnel.1
10.10.1.1/24

10.10.1.2 - 10.10.1.2 DIP
10.10.1.5 ( 到 10.1.1.5) MIP

VPN 通道

策略中的地址

设备 -B

tunnel.2
10.20.2.1/24

MIP 10.20.2.5 ( 到 10.1.1.5)
DIP 10.20.2.2 - 10.20.2.2

内部地址空间
10.1.1.0/24

设备 -A 设备 -B

本地 远程 服务 本地 远程 服务

出站 10.10.1.2/32 10.20.2.5/32 Any 入站 10.20.2.5/32 10.10.1.2/32 Any

入站 10.10.1.5/32 10.20.2.2/32 Any 出站 10.20.2.2/32 10.10.1.5/32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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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双向 VPN 信息流只创建一个通道，可以定义以下具有地址的代理 ID，地址范
围包括通道两端已转换的源和目标地址 : 

上面的代理 ID 包括在两个站点间的入站和出站 VPN 信息流中出现的地址。地址 
10.10.1.0/24 包括 DIP 池 10.10.1.2 - 10.10.1.2 及 MIP 10.10.1.5。同样，地址 
10.20.2.0/24 包括 DIP 池 10.20.2.2 -10.20.2.2 及 MIP 10.20.2.5。上面的代理 ID 是
对称的，即设备 -A 的本地地址是设备 -B 的远程地址，反之亦然。如果设备 -A 将
信息流发送到设备 -B，则“阶段 2”SA 及代理 ID 应用于从设备 -B 发送到设备 -A 
的信息流。因此，单个“阶段 2”SA (即单个 VPN 通道 ) 是两个站点间双向信息流
所需的 SA。

在相同设备上配置的 NAT-src 和 NAT-dst 的地址在不同的子网中时，要为具有重叠
地址空间的两个站点间的双向信息流创建一个 VPN 通道，该通道的代理 ID 必须是 
( 本地 IP) 0.0.0.0/0 - ( 远程 IP) 0.0.0.0/0 - 服务类型。如果要在代理 ID 中使用更为
严格的地址，则 NAT-src 和 NAT-dst 的地址必须在相同的子网中。

在本例中，配置一个企业网站的“设备 -A”和分公司的“设备 -B”之间的 VPN 通
道。VPN 端实体的地址空间重叠，它们都使用 10.1.1.0/24 子网中的地址。要解决
此冲突，使用 NAT-src 转换出站 VPN 流量上的源地址以及用 NAT-dst 转换入站 VPN 
流量上的目标地址。策略允许企业 LAN 中的所有地址到达分公司站点的 FTP 服务
器，并且允许分公司站点的所有地址到达企业站点的 FTP 服务器。

通道两端的通道配置使用以下参数 : 自动密钥 IKE、预共享密钥 ("netscreen1")、
以及为“阶段 1”和“阶段 2”提议预定义的安全级别 "Compatible"。( 有关这些
提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通道协商”。)

企业站点的设备 -A 上的外向接口为 ethernet3，其 IP 地址为 1.1.1.1/24，并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上。分公司的设备 -B 将该地址用作远程 IKE 网关。

分公司的设备 -B 上的外向接口为 ethernet3，其 IP 地址为 2.2.2.2/24，并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上。企业站点的设备 -A 将该地址用作远程 IKE 网关。

两个安全设备上的 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1，其 IP 地址为 10.1.1.1/24。两个安
全设备上的所有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设备 -A 设备 -B

本地 远程 服务 本地 远程 服务

10.10.1.0/24 10.20.2.0/24 Any 10.20.2.0/24 10.10.1.0/24 Any

或

0.0.0.0/0 0.0.0.0/0 Any 0.0.0.0/0 0.0.0.0/0 Any

注意 : 地址 0.0.0.0/0 包括所有 IP 地址，从而也包括 DIP 池及 MIP 的地址。

注意 : 有关源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和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
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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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具有 NAT-Src 和 NAT-Dst 的通道接口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0.1.1/24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分公司的
设备 -A 上配置。

A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B

网络 A
10.1.1.0/24

网关
2.2.2.250

互联网

VPN 通道
"vpn1"

A

Trust 区段Untrust 区段

B

区段的拓扑结构在 branch1 
办公室的设备 -B 上配置。

网络 B
10.1.1.0/24设备 -B

serverA
10.1.1.5

网关
1.1.1.250

设备 -A

Tunnel.1 10.10.1.1/24

DIP 5 10.10.1.2 - 10.10.1.2
NAT-Dst 10.10.1.5 -> 10.1.1.5

设备 -A
网络 A

serverA

serverB
10.1.1.5

Tunnel.1 10.20.1.1/24

DIP 6 10.20.1.2 - 10.20.1.2
NAT-Dst 10.20.1.5 -> 10.1.1.5

设备 -B serverB

网络 B

网络 A 上的用户可以访问服务器 B。网络 B 上的用户可以访问服务器 A。
所有的流量都流经这两个站点间的 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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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10.1.2 ~ 10.10.1.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virtual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branch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0.1.2/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0.1.5/32
Zone: Un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branch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注意 : 外向接口不一定位于通道接口绑定到的区段中，但在本例中二者位于同一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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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0.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0.1.0/24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B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0.10.1.2-10.10.1.2)/X-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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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branch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rtualA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1.1.5
Map to Port: ( 清除 )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20.1.1/24

2.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6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20.1.2 ~ 10.20.1.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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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branch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virtual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0.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2/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5/32
Zone: Un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0.1.0/24
Remote IP/Netmask: 10.10.1.0/24
Service: ANY

注意 : 外向接口不一定位于通道接口绑定到的区段中，但在本例中二者位于同一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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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A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6 (10.20.1.2-10.20.1.2)/X-late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rtualB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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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10.1.1.5
Map to Port: ( 清除 )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1/24

2. DIP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10.10.1.2 10.10.1.2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orp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virtualA 10.10.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1 10.20.1.2/32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B 10.20.1.5/32

4. VPN
set ike gateway branch1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branch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10.1.0/24 remote-ip 10.20.1.0/24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0.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0.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rp serverB ftp nat src dip-id 5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branch1 virtualA ftp nat dst ip 10.1.1.5 permit
save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20.1.1/24

注意 : 外向接口不一定位于通道接口绑定到的区段中，但在本例中二者位于同一区段。
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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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P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6 10.20.1.2 10.20.1.2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branch1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virtualB 10.20.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 10.10.1.2/32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A 10.10.1.5/32

4.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20.1.0/24 remote-ip 10.10.1.0/24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branch1 serverA ftp nat src dip-id 6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 virtualB ftp nat dst ip 10.1.1.5 permit
save

透明模式 VPN

当安全设备接口处于“透明”模式时 ( 即，这些接口无 IP 地址并且在 OSI 模型中
的“第二层”运行 )，可将 VLAN1 IP 地址用作 VPN 终止点。VPN 通道代替外向接
口，如果在接口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时 ( 即，这些接口具有 IP 地址并且在
“第三层”运行 ) 使用，则引用外向区段。在缺省情况下，通道将 V1-Untrust 区段
用作外向区段。如果有多个接口绑定到相同的外向区段，则 VPN 通道可使用这些
接口中的任一个。

在本例中，将在两个安全设备间 ( 具有在“透明”模式下运行的接口 ) 设置基于策
略的“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

注意 : 外向接口不一定位于通道接口绑定到的区段中，但在本例中二者位于同一区段。

注意 : “OSI 模型”是网络协议体系结构的网络行业标准模型。“OSI 模型”共有七层，
其中第 2 层是“数据链路层”，第 3 层是“网络层”。

在本版发行时，接口处于“透明”模式的安全设备仅支持基于策略的 VPN。有关
“透明”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74 页上的“透明模式”。

两台安全设备的接口不必都处于“透明”模式。通道一端的设备的接口可以处于
“透明”模式，而另一设备的接口可以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

注意 : 两台安全设备的接口不必都处于“透明”模式。通道一端的设备的接口可以处于
“透明”模式，而另一设备的接口可以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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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的主要配置元素如下 : 

为接口处于“透明”模式的安全设备配置基于策略的“自动密钥 IKE”通道包括
以下步骤 : 

1. 从物理接口删除所有 IP 地址，并将接口绑定到第 2 层安全区段。

2. 为 VLAN1 接口分配并管理 IP 地址。

3. 在 V1-Trust 和 V1-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中输入本地及远程端点的 IP 地址。

4. 配置 VPN 通道，并将其外向区段指定为 V1-Untrust 区段。

5. 在 trust-vr 中输入到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6. 为每个站点间通过的 VPN 流量设置策略。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 IP: 1.1.1.2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Ping

配置元素 设备 -A 设备 -B

V1-Trust 区段 Interface: ethernet1, 0.0.0.0/0
( 为本地 admin 启用管理 )

Interface: ethernet1, 0.0.0.0/0
( 为本地 admin 启用管理 )

V1-Untrust 区段 Interface: ethernet3,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0.0.0.0/0

VLAN1 接口 IP Address: 1.1.1.1/24
Manage IP: 1.1.1.21

IP Address: 2.2.2.2/24
Manage IP: 2.2.2.3

地址 local_lan: 1.1.1.0/24 in V1-Trust
peer_lan: 2.2.2.0/24 in V1-Untrust

local_lan: 2.2.2.0/24 in V1-Trust
peer_lan: 1.1.1.0/24 in V1-Untrust

IKE 网关 gw1, 2.2.2.2,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security: compatible

gw1, 1.1.1.1,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security: compatible

VPN 通道 security: compatible security: compatible

策略 local_lan -> peer_lan, any service, vpn1
peer_lan -> local_lan, any service, vpn1

local_lan -> peer_lan, any service, vpn1
peer_lan -> local_lan, any service, vpn1

外部路由器 IP Address: 1.1.1.250 IP Address: 2.2.2.250

路由 0.0.0.0/0，使用通向网关
1.1.1.250 的 VLAN1 接口

0.0.0.0/0，使用通向网关
2.2.2.250 的 VLAN1 接口

1.通过使用管理 IP 地址接收管理信息流及使用 VLAN1 地址终止 VPN 信息流，可从 VPN 信息流分离管理信息流。

注意 : 将 VLAN1 IP 地址移动到不同的子网会使安全设备删除包括前一个 VLAN1 接口的
所有路由。通过 WebUI 配置安全设备时，工作站必须到达第一个 VLAN1 地址，
然后必须位于与新地址相同的子网中。更改 VLAN1 地址后，必须更改工作站的 
IP 地址，以便该地址位于与新的 VLAN1 地址相同的子网中。还可能必须将工作
站重新定位到物理上与安全设备相邻的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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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Other Services: Ping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ocal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0/24
Zone: V1-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eer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0/24
Zone: V1-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Zone: V1-Untrust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gw1

注意 : 为 V1-Trust 区段和 VLAN1 接口上的 WebUI、Telnet 和 Ping 启用管理选项，以便 
V1-Trust 区段中的本地 admin 可以访问 VLAN1 管理 IP 地址。如果通过 WebUI 的
管理在 VLAN1 和 V1-Trust 区段接口上尚未启用，则无法通过 WebUI 到达安全设
备来设定这些设置。相反，首先必须通过控制台连接在这些接口上设置 WebUI 可
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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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VLAN1 (VLAN)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ocal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eer_lan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vpn1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Manage IP: 2.2.2.3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Ping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Other Services: Ping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注意 : 将 VLAN1 IP 地址移动到不同的子网会使安全设备删除包括前一个 VLAN1 接口的
所有路由。通过 WebUI 配置安全设备时，工作站必须到达第一个 VLAN1 地址，
然后必须位于与新地址相同的子网中。更改 VLAN1 地址后，必须更改工作站的 
IP 地址，以便该地址位于与新的 VLAN1 地址相同的子网中。还可能必须将工作
站重新定位到物理上与安全设备相邻的子网。

注意 : 如果通过 WebUI 的管理在 VLAN1 和 V1-Trust 区段接口上尚未启用，则无法通过 
WebUI 到达安全设备来设定这些设置。相反，首先必须通过控制台连接在这些接
口上设置 WebUI 可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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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ocal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0/24
Zone: V1-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eer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0/24
Zone: V1-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Zone: V1-Untrust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gw1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VLAN1 (VLAN)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透明模式 VPN 14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44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ocal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eer_lan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vpn1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A)

1. 接口和区段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v1-trus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web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telne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ping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v1-untrust
set interface vlan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ip 1.1.1.2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ping

2. 地址
set address v1-trust local_lan 1.1.1.0/24
set address v1-untrust peer_lan 2.2.2.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v1-untrust preshare 

h1p8A24nG5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vlan1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local_lan peer_lan any tunnel vpn vpn1
set policy top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peer_lan local_lan any tunnel vpn vpn1
save

注意 : 为 V1-Trust 区段和 VLAN1 接口上的 WebUI、Telnet 和 Ping 启用管理选项，以便 
V1-Trust 区段中的本地 admin 可以访问 VLAN1 管理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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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B)

1. 接口和区段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v1-trust
set zone v1-trust manage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v1-untrust
set interface vlan1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ip 2.2.2.3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2. 地址
set address v1-trust local_lan 2.2.2.0/24
set address v1-untrust peer_lan 1.1.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v1-untrust preshare 

h1p8A24nG5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vlan1 gateway 2.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local_lan peer_lan any tunnel vpn vpn1
set policy top from v1-untrust to v1-trust peer_lan local_lan any tunnel vpn vpn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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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拨号虚拟专用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支持拨号虚拟专用网 (VPN) 连接。可以配置具有静
态 IP 地址的安全设备，从而确保具有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或具有动态 IP 地
址的其它安全设备的 IPSec 通道安全。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48 页上的“Dialup”

第 148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自动密钥 IKE”

第 153 页上的“基于路由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第 160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第 165 页上的“用于拨号 VPN 用户的双向策略”

第 169 页上的“组 IKE ID”

第 169 页上的“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

第 170 页上的“通配符和容器 ASN1-DN IKE ID 类型”

第 173 页上的“创建组 IKE ID ( 证书 )”

第 177 页上的“设置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

第 182 页上的“共享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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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up

可以为每个 VPN 拨号用户配置通道，或将用户安排到只需配置一个通道的 VPN 拨
号组中。也可创建一组 IKE ID 用户，它允许定义一位用户，该用户的 IKE ID 用作
拨号 IKE 用户的 IKE ID 的一部分。在有大型拨号用户组时，此方案特别节省时
间，原因是不必单独配置每个 IKE 用户。

如果拨号客户端能支持 NetScreen-Remote 所支持的虚拟内部 IP 地址，则还可创建
动态对等方拨号 VPN、“自动密钥 IKE”通道 ( 具有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可以用
静态 IP 地址配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网关，从而确保具有 NetScreen-Remote 客
户端或具有动态 IP 地址的其它安全设备的 IPSec 通道安全。

可为 VPN 拨号用户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对于拨号动态对等方客户端，可配
置基于策略或基于路由的 VPN。由于拨号动态对等方客户端可支持虚拟内部 IP 地
址 (NetScreen-Remote 也支持 )，因此可通过指定的通道接口配置该虚拟内部地址
的路由表条目。这样允许配置安全设备和该对等方之间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自动密钥 IKE
在本范例中，“自动密钥 IKE”通道使用预共享密钥或使用一对证书 ( 通道的每端
一个 )，提供 IKE 用户 Wendy 和 UNIX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通道。通道再次使用
由 3DES 加密并且由 SHA-1 认证的 ESP。

用具有预共享密钥或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设置“自动密钥 IKE”通道，要求在
企业网站进行以下配置 : 

1. 为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配置接口，两个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2. 在 Trust 区段地址本中输入 UNIX 服务器的地址。

3. 将 Wendy 定义为 IKE 用户。

注意 : 有关创建 IKE 用户组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62 页上的“IKE 用户和用户组”。
有关“组 IKE ID”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9 页上的“组 IKE ID”。

注意 : 有关可用 VPN 选项的背景信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互联网协议安全性”。有
关从多种选项中进行选择的指导，请参阅第 43 页上的“虚拟专用网准则”。

注意 : 拨号动态对等方客户端是拨号客户端，它支持虚拟内部 IP 地址。

除拨号客户端的内部 IP 地址为虚拟地址外，拨号动态对等方与站点到站点动态对
等方几乎一样。

注意 :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经有证书。有关证书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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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远程网关和“自动密钥 IKE VPN”。

5. 设置缺省路由。

6. 创建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允许从拨号用户访问 UNIX 的策略。

图 41:  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自动密钥 IKE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本范例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经具有 Verisign 发布的 
RSA 证书，并且 NetScreen-Remote 上的本地证书包含 U-FQDN 
wparker@email.com。( 有关获取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
和 CRL”。)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对预共
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
定义的“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UNIX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远程用户 : Wendy 
NetScreen-Remote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企业办公室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UNIX 服务器
10.1.1.5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LAN
互联网

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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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Wendy
Status: Enable ( 选择 )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wparker@email.com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Wendy_NSR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 选择 ), User: Wendy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Wendy_UNIX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Wendy_NSR

( 或 )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小心 : “主动”模式是不安全的。由于协议限制，与预共享密钥 (PSK) 配合使用
的“主”模式 IKE 不可用于拨号 VPN 用户。此外，由于“主动”模式固有的安全
问题，建议永远不要使用该模式。因此，强烈建议使用 PKI 证书和“主”模式来
配置拨号 VPN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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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UNIX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Wendy_UNIX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unix 10.1.1.5/32

3. 用户
set user wendy ike-id u-fqdn wparker@email.com

4. VPN

证书
set ike gateway wendy_nsr dialup wendy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wendy_nsr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wendy_nsr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wendy_unix gateway wendy_nsr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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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wendy_nsr dialup wendy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wendy_unix gateway wendy_nsr sec-level compatible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unix any tunnel vpn wendy_unix
save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UNIX。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0.1.1.5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4.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My Identity: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h1p8A24nG5，然后单击 OK。

ID Type: ( 选择 E-mail Address)，然后键入 wparker@email.com。

( 或 )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证书。

ID Type: ( 选择 E-mail Address)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小心 : “主动”模式是不安全的。由于协议限制，与预共享密钥 (PSK) 配合使用
的“主”模式 IKE 不可用于拨号 VPN 用户。此外，由于“主动”模式固有的不安
全问题，建议永远不要使用该模式。因此，强烈建议使用 PKI 证书和“主”模式
来配置拨号 VPN 用户。

注意 : 来自证书的电子邮件地址自动出现在标识符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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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基于路由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VPN 通道将 NetScreen-Remote 后面的用户安全连接到安全设备的 
Untrust 区段接口，以保护 DMZ 区段中的邮件服务器。Untrust 区段接口具有静
态 IP 地址。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具有一个动态分配的外部 IP 地址和一个静
态 ( 虚拟 ) 的内部 IP 地址。安全设备的管理员必须知道对等方的内部 IP 地址，目
的有以下两个 : 

管理员可在策略中使用它。

管理员可创建路由，将地址与绑定到相应通道的通道接口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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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建立通道后，流量即可从该通道的任一端通过。安全设
备的所有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42:  基于路由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Phil 要从公司网站的邮件服务器取得他的电子邮件。当他尝试这样做
时，邮件服务器程序对他进行认证，通过通道向他发送一条 IDENT 请求。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本例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获得 Verisign 发布的 RSA 
证书，并且 NetScreen-Remote 上的本地证书包含 U-FQDN pm@juniper.net。( 有关
获取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对于“阶段 1”和
“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
“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可在安全设备上输入以下三个路由 : 

通向 trust-vr 中外部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通过通道接口通向目标的路由

通向目标的 Null 路由。为 Null 路由分配较高的度量 ( 远离零 )，以便其成为通
向目标的下一个可选路由。接着，如果通道接口的状态变为“中断”，且引用
该接口的路由变为非活动，则安全设备会使用 Null 路由 ( 即实质上丢弃了发送
给它的任何信息流 )，而不使用缺省路由 ( 即转发未加密的信息流 )。

后，创建允许信息流在 Phil 和邮件服务器之间的双向流动的策略。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SMTP
请求

远程用户 : Phil
NetScreen-Remote

外向接口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网关 
1.1.1.250

互联网

VPN 通道

内部 IP 地址
10.10.10.1

外部 IP 地址
动态

通道接口
Tunnel.1

企业办公室
ethernet2
1.2.2.1/24 DMZ 区段 邮件服务器

1.2.2.5

IDENT 请求

注意 : 只有在安全管理员为邮件服务器 (TCP，端口 113) 添加了定制服务，并且设置了
外向策略，允许流量通过通道到达 10.10.10.1 时，邮件服务器才能通过通道发送 
IDENT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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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il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1/32
Zone: Untrust

3. 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Ident
Service Timeout: 

Use protocol default: ( 选择 )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1,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113, High 113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移动以
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Remote_Mail
Group Members << Available Members: 

Ident
MAIL
POP3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hil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ynamic IP Address: ( 选择 ), Peer ID: pm@juni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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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corp_Phil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hil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2.2.5/32
Remote IP/Netmask: 10.10.10.1/32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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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10.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il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 Server

Service: Remote_Mail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 Serve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il

Service: Remote_Mail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Mail Server" 1.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il 10.10.10.1/32

3. 服务
set service ident protocol tcp src-port 1-65535 dst-port 113-113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ident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p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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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dynamic pm@juniper.net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corp_phil gateway to_phi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corp_phil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corp_phil proxy-id local-ip 1.2.2.5/32 remote-ip 10.10.10.1/32 any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dynamic pm@juniper.net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corp_phil gateway to_phil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corp_phil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corp_phil proxy-id local-ip 1.2.2.5/32 remote-ip 10.10.10.1/32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1/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10.1/32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dmz to untrust "Mail Server" phil remote_mail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dmz phil "Mail Server" remote_mail permit
save

NetScreen-Remote

1. 单击 Options > Global Policy Settings，然后选中 Allow to Specify Internal 
Network Address 复选框。

2.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3.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 按钮，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Mail。

4.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2.2.5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5.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7. 单击 My Identity，并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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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h1p8A24nG5，然后单击 OK。

ID Type: E-mail Address; pm@juniper.net
Internal Network IP Address: 10.10.10.1

( 或 )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电子邮件地址 "pm@juniper.net" 的
证书。

ID Type: E-mail Address; pm@juniper.net
Internal Network IP Address: 10.10.10.1

8.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9.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4.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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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VPN 通道将 NetScreen-Remote 后面的用户安全连接到安全设备的 
Untrust 区段接口，以保护 DMZ 区段中的邮件服务器。Untrust 区段接口具有静
态 IP 地址。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具有一个动态分配的外部 IP 地址和一个静
态 ( 虚拟 ) 的内部 IP 地址。安全设备的管理员必须知道客户端的内部 IP 地址，以
便能将它添加到 Untrust 通讯薄中，用于来自该源的通道流量的策略中。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建立通道后，流量可从该通道的任一端通过。

图 43:  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

在本例中，Phil 要从公司网站的邮件服务器取得他的电子邮件。当他尝试这样做
时，邮件服务器程序对他进行认证，通过通道向他发送一条 IDENT 请求。

预共享密钥为 h1p8A24nG5。本范例假定两个参与者都已经具有 Verisign 发布的 
RSA 证书，并且 NetScreen-Remote 上的本地证书包含 U-FQDN pm@juniper.net。
( 有关获得和加载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证书和 CRL”。) 对于
“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预共享密钥方法为 
pre-g2-3des-sha，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 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
“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SMTP
请求

远程用户 : Phil
NetScreen-Remote

内部 IP 地址
10.10.10.1

外部 IP 地址
动态

互联网

VPN 通道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企业办公室
DMZ 区段

ethernet2, 1.2.2.1/24

邮件服务器
1.2.2.5

IDENT 
请求

DMZ 区段Untrust 区段

注意 : 只有在安全管理员为邮件服务器 (TCP，端口 113) 添加了定制服务，并且设置了
外向策略，允许流量通过通道到达 10.10.10.1 时，邮件服务器才能通过通道发送 
IDENT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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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ail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il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1/32
Zone: Untrust

3. 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Ident
Service Timeout: 

Use protocol default: ( 选择 )
Transport Protocol: TCP ( 选择 )
Source Port: Low 1,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113, High 113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移动以
下服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Remote_Mail
Group Members << Available Members: 

Ident
MAIL
POP3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Phil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ynamic IP Address: ( 选择 ), Peer ID: pm@juniper.net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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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corp_Phil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Phil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il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ail Server

Service: Remote_Mail
Action: Tunnel
VPN Tunnel: corp_Phil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mail server" 1.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il 10.10.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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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
set service ident protocol tcp src-port 1-65535 dst-port 113-113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ident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mail
set group service remote_mail add pop3

4. VPN

预共享密钥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dynamic pm@juniper.net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h1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corp_phil gateway to_phil sec-level compatible

( 或 )

证书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dynamic pm@juniper.net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to_phil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corp_phil gateway to_phil sec-level compatible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dmz phil "mail server" remote_mail tunnel vpn 

corp_phil
set policy top from dmz to untrust "mail server" phil remote_mail tunnel vpn 

corp_phil
save

NetScreen-Remote

1. 单击 Options > Global Policy Settings，然后选择 Allow to Specify Internal 
Network Address。

2.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3.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Mail。

4.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2.2.5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5.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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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My Identity，并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 

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h1p8A24nG5，然后单击 OK。

Internal Network IP Address: 10.10.10.1
ID Type: E-mail Address; pm@juniper.net

( 或 )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电子邮件地址 
"pmason@email.com" 的证书。

Internal Network IP Address: 10.10.10.1
ID Type: E-mail Address; pm@juniper.net

8.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9.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4.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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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拨号 VPN 用户的双向策略
可以为拨号 VPN 创建双向策略。此配置提供的功能与动态对等 VPN 配置类似。但
是，使用动态对等 VPN 配置，安全设备管理员必须知道拨号用户的内部 IP 地址空
间，以便在配置外向策略时，管理员可将其用作目的地址 ( 请参阅第 160 页上的
“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动态对等方”)。使用拨号 VPN 用户配置，LAN 网站的管
理员不需要知道拨号用户的内部地址空间。保护 LAN 的安全设备使用预定义的地
址 "Dial-Up VPN" 作为内向策略中的源地址及外向策略中的目的地址。

此功能为拨号 VPN 通道创建双向策略，在建立连接后允许来自 VPN 连接的 LAN 
端的信息流。( 远程端必须首先启动通道创建 )。请注意，与拨号动态对等 VPN 通
道不同，此功能要求内向和外向策略上的服务相同。

两个或多个同时连接的拨号 VPN 用户的内部地址空间可能会重叠。例如，拨号用
户 A 和 B 可能都具有内部 IP 地址空间 10.2.2.0/24。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安全设备
会通过在策略列表中找到的第一个策略中引用的 VPN 向用户 A 和用户 B 发送所有
出站 VPN 信息流。例如，如果将 VPN 引用到用户 A 的出站策略首先出现在策略列
表中，则安全设备就会将预定给用户 A 和 B 的所有出站 VPN 信息流发送到用
户 A。

同样，拨号用户的内部地址可能与其它任何策略中的地址重叠，无论其它策略是否
引用 VPN 通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安全设备会应用与源地址、目标地址、源端
口号、目标端口号及服务的基本信息流属性匹配的第一个策略。为避免具有动态产
生的地址的双向拨号 VPN 策略取代具有静态地址的另一个策略，Juniper Networks 
建议将双向拨号 VPN 策略放在策略列表中较低的位置。

在本例中，为具有 IKE ID jf@ns.com 的 IKE 用户 dialup-j 配置名为 VPN_dial 的拨号
“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的双向策略。对于“阶段 1”协商，使用方案 
pre-g2-3des-sha 以及预共享密钥 Jf11d7uU。为“阶段 2”协商选择预定义的
“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IKE 用户从 Untrust 区段启用到安全设备的 VPN 连接，以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企业
服务器。IKE 用户建立 VPN 连接后，信息流可从通道的任一端发起。

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1，其 IP 地址为 10.1.1.1/24，并且处于 NAT 模式。
Un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3，其 IP 地址为 1.1.1.1/24。缺省路由指向 1.1.1.250 
处的外部路由器。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注意 : ScreenOS 不支持引用拨号 VPN 配置的双向策略中的服务组和地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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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对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ne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dialup-j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jf@ns.com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ialup1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 选择 ); dialup-j
Preshared Key: Jf11d7uU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_dial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dialup1
Type: 

Dialup User: ( 选择 ); dialup-j
Preshared Key: Jf11d7uU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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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net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VPN Tunnel: VPN_dial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对象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net 10.1.1.0/24
set user dialup-j ike-id u-fqdn jf@ns.com

3. VPN
set ike gateway dialup1 dialup dialup-j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Jf11d7uU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VPN_dial gateway dialup1 sec-level compatible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trust_net any tunnel vpn VPN_dial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net "Dial-Up VPN" any tunnel vpn VPN_dial
save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Corp。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Subnet
Subnet: 10.1.1.0
Mask: 255.255.255.0
Protocol: All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4. 单击位于 UNIX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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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My Identity: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Jf11d7uU，然后单击 OK。

ID Type: ( 选择 E-mail Address)，然后键入 jf@ns.com。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Dialup



第 5 章 : 拨号虚拟专用网
组 IKE ID

某些组织拥有许多拨号 VPN 用户。例如，一个销售部门可能拥有几百个用户，其
中许多用户在断开网站时要求保证拨号通信的安全。对于数量如此之多的用户，为
每位用户分别创建单独的用户定义、拨号 VPN 配置以及策略是不切实际的。

为了消除这种麻烦，“组 IKE ID”方法建立一个可用于多个用户的用户定义。组 
IKE ID 用户定义适用于具有在 distinguished name ( 识别名称 ) (dn) 中有指定值的
证书的所有用户，也适用于全部 IKE ID 和 VPN 客户端上的预共享密钥与安全设备
上的部分 IKE ID 和预共享密钥匹配的所有用户。

将单个组 IKE ID 用户添加到一个 IKE 拨号 VPN 用户组中，并指定该组支持的并发
连接的 大数量。并发会话的 大数量不能超过允许的 大“第 1 阶段 SA”数
量，或平台上允许的 VPN 通道 大数量。

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
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是一项技术，对一组没有为每个用户配置单独的用户简
介的拨号 IKE 用户执行 IKE 认证。相反，安全设备使用包含部分 IKE ID 的单组 
IKE ID 用户简介。一个拨号 IKE 用户可成功建立通向安全设备的 VPN 通道，前提
是在他的 VPN 客户端上的 VPN 配置指定了一个包含识别名称元素的证书，该元素
使这些配置与安全设备上的组 IKE ID 用户简介中的部分 IKE ID 定义相匹配。

图 44:  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

注意 : 拨号 IKE 用户连接到安全设备时，安全设备首先提取并使用全部 IKE ID，搜索其
对等方网关记录以防用户不属于组 IKE ID 用户组。如果全部 IKE ID 搜索过程没
有匹配条目，安全设备则检查内向嵌入的 IKE ID 和配置的组 IKE ID 用户之间的
部分 IKE ID 匹配。

注意 : 由于 Carol 的证书中的 dn 不包括 
ou=eng，因此设备拒绝连接请求。

证书
DN: 

cn=carol
ou=sales
----------
----------

证书
DN: 

cn=alice
ou=eng
----------
----------

证书
DN: 

cn=bob
ou=eng
----------
----------

全部 IKE ID
(distinguished name)拨号 IKE 用户

要认证用户，设备将与拨号用户组相关
的 distinguished name ( 识别名称 ) (dn) 的
具体元素与证书中相应的元素，以及初
始 “第 1 阶段”封包随附的用于 IKE ID 
负荷的 dn 进行比较。

组 IKE ID 用户
ASN1-DN IKE ID 类型
部分 IKE ID: ou=eng

拨号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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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方法如下 : 

在“安全设备”上 : 
1. 创建一个新的具有部分 IKE 标识的组 IKE ID 用户 ( 如 ou=sales，

o=netscreen)，并指定可使用组 IKE ID 简介进行登录的拨号用户数量。

2. 将新的组 IKE ID 用户指派到一个拨号用户组，并命名该组。

3. 在拨号“自动密钥 IKE VPN”配置中，指定拨号用户组的名称，“第 1 阶段”
协商处于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证书 ( 具体是 RSA 还是 DSA，要取决
于在拨号 VPN 客户端加载的证书的类型 ) 用于认证。

4. 创建允许入站流量通过指定的拨号 VPN 的策略。

在 VPN 客户端上 : 
1. 获得并加载证书，该证书的识别名称包含的信息和在安全设备上部分 IKE ID 

中定义的信息相同。

2. 对于第 1 阶段协商，使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 配置通向安全设备的 
VPN 通道，指定之前已经加载的证书，并为本地 IKE ID 类型选择 
Distinguished Name。

此后，每个具有证书 ( 识别名称元素与组 IKE ID 用户简介中定义的部分 IKE ID 匹
配 ) 的单个拨号 IKE 用户都可以成功建立通向安全设备的 VPN 通道。例如，如果
组 IKE ID 用户的 IKE ID 为 OU=sales，O=netscreen，则安全设备接受来自任意用
户的第 1 阶段协商，该用户拥有在其识别名称中包含这些元素的证书。可连接到
安全设备的此类拨号 IKE 用户的 大数量，取决于在组 IKE ID 用户简介中指定的
并发会话的 大数量。

通配符和容器 ASN1-DN IKE ID 类型
为组 IKE 用户定义 IKE ID 时，必须使用版本 1 的“抽象语法表示法”，识别名称 
(ASN1-DN) 作为标识配置的 IKE ID 类型。此表示法是一连串的值，其顺序通常 ( 但
并非总是 ) 是从一般到特殊。有关范例，请参阅图 45。

图 45:  ASN1 识别名称

注意 : 可以只将一组 IKE ID 用户放置在 IKE 用户组中。

图例 : 
C = 国家 / 地区

ST = 州
L = 地区

O = 组织

OU = 组织单位

CN = 通用名称

ASN1-DN: C=us,ST=ca,L=sunnyvale,O=juniper,OU=sales,CN=jozef

C=us

ST=ca

L=sunnyvale

O=juniper

OU=sales

CN=jozef

特殊

通用
组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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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组 IKE ID 用户时，必须将对等方的 ASN1-DN ID 指定为以下两种类型之一 : 

通配符 : 如果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标识字段中的值与组 IKE 用户的 
ASN1-DN 标识字段中的值匹配，则 ScreenOS 认证拨号 IKE 用户的 ID。对于
每个标识字段，通配符 ID 类型仅支持一个值 ( 例如，支持 "ou=eng" 或 
"ou=sw"，但不支持 "ou=eng,ou=sw")。两个 ASN1-DN 字符串中标识字段
的顺序并不重要。

容器 : 如果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标识字段中的值与组 IKE 用户的 
ASN1-DN 标识字段中的值完全匹配，则 ScreenOS 认证拨号 IKE 用户的 ID。
对于每个标识字段，容器 ID 类型支持多个条目 ( 例如，
"ou=eng,ou=sw,ou=screenos")。两个 ASN1-DN 字符串在标识字段中的值的
排序必须一样。

为远程 IKE 用户配置 ASN1-DN ID 时，指定类型为“通配符”或“容器”，并定义
期望在对等方的证书中收到的 ASN1-DN ID ( 例如，"c=us,st=ca,cn=kgreen")。
为本地 IKE ID 配置 ASN1-DN ID 时，使用以下关键字 : [DistinguishedName]。包含
括号而且其拼写完全如前所示。

通配符 ASN1-DN IKE ID
通配符 ASN1-DN 要求远程对等方的 distinguished name ( 识别名称 ) IKE ID 中的值
与组 IKE 用户的部分 ASN1-DN IKE ID 中的值匹配，这些值在 ASN1-DN 字符串中
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例如，如果拨号 IKE 用户的 ID 和组 IKE 用户的 ID 如下 : 

拨号 IKE 用户的全部 ASN1-DN IKE ID: 
CN=kristine,OU=finance,O=juniper,ST=ca,C=us

组 IKE 用户的部分 ASN1-DN IKE ID: C=us,O=juniper

则一个通配符 ASN1-DN IKE ID 成功匹配两个 IKE ID，即使两个 ID 中值的顺序不同。

图 46:  成功的通配符 ASN1-DN 认证

E=

CN=kristine

OU=finance

O=juniper

L=

ST=ca

C=us

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IKE ID

认证

成功

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包含在组 IKE 用
户的 ASN1-DN 中指定的值。值的顺序并
不重要。

组 IKE 用户的通配符  
ASN1-DN IKE ID

E=

C=us

ST=

L=

O=juniper

O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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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 ASN1-DN IKE ID
容器 ASN1-DN ID 允许组 IKE 用户的 ID 在每个标识字段中拥有多个条目。如果拨
号用户的 ID 包含的值与组 IKE 用户 ID 中的值完全匹配，则 ScreenOS 认证拨号 
IKE 用户。与通配符类型不同的是，在拨号 IKE 用户和组 IKE 用户的 ID 中，
ASN1-DN 字段的顺序必须一样，并且这些字段中多个值的顺序也必须一样。

图 47:  使用容器 ASN1-DN ID 的认证成功和失败

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IKE ID

组 IKE 用户的容器 
ASN1-DN IKE ID

E=

C=us

ST=

L=

O=juniper

OU=mkt,OU=dom,OU=west

CN=

E=

C=us

ST=ca

L= sf

O=juniper

OU=mkt,OU=dom,OU=west

CN=rick

认证成功

第一个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包含与组 IKE 用
户的 ASN1-DN 
完全匹配的值。
OU ID 字段中多
个条目的顺序
同样一致。

第二个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包含与组 IKE 用
户的 ASN1-DN 完
全匹配的值。但
是，OU ID 字段中
多个条目的顺序
不一样。

拨号 IKE 用户的 
ASN1-DN IKE ID

组 IKE 用户的容器 
ASN1-DN IKE ID

E=

C=us

ST=

L=

O=juniper

OU=mkt,OU=dom,OU=west

CN=

E=

C=us

ST=ca

L= la

O=juniper

OU=mkt,OU=west,OU=dom

CN=tony

认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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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组 IKE ID ( 证书 )
在本范例中，创建命名为 User1 的新的组 IKE ID 用户定义。将其配置为从具有 
RSA 证书的 VPN 客户端同时接受数量多达 10 个的“第 1 阶段”协商，该证书包含 
O=netscreen 和 OU=marketing。证书授权机构 (CA) 为 Verisign。将拨号 IKE 用户
组命名为 office_1。

图 48:  组 IKE ID

拨号 IKE 用户发送识别名称作为它们的 IKE ID。此组中拨号 IKE 用户的证书中的
识别名称 (dn) 可能以下列连在一起的字符串方式出现 : 

C=us,ST=ca,L=sunnyvale,O=netscreen,OU=marketing,CN=carrie 
nowocin,CN=a2010002,CN=ns500,
CN=4085557800,CN=rsa-key,CN=10.10.5.44

由于值 O=netscreen 和 OU=marketing 出现在对等方的证书中，并且用户使用识
别名称作为其 IKE ID 类型，因此安全设备会认证用户。

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指定“阶段 1”提议 ( 对证书为 
rsa-g2-3des-sha)，并对“阶段 2”选择预定义的“Compatible ( 兼容 )”提议集。

配置拨号 VPN 和一个策略，允许 HTTP 流量通过 VPN 通道到达 Web 服务器 
Web1。其中也包括远程 VPN 客户端 ( 使用 NetScreen-Remote) 的配置。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Untrust 区段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拨号用户的 IKE 
ID 为 : 

o=juniper
ou=marketing

互联网

VPN 通道

网关 1.1.1.250

组 IKE ID 用户简介
User Name: User1

User Group: office_1
Distinguished Name: 

o=juniper
ou=marketing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NAT 模式

LAN
Trust 区段

web1
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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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3. 用户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User1
Status Enable: ( 选择 )
IKE User: ( 选择 )

Number of Multiple Logins with same ID: 10 
Use Distinguished Name For ID: ( 选择 )

OU: marketing
Organization: juniper

Objects > User Groups > Local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键入 
office_1，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User1，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Corp_GW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Group: ( 选择 ), Group: office_1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Corp_VPN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Corp_GW
组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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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1

Service: HTTP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Corp_VPN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web1 10.1.1.5/32

3. 用户
set user User1 ike-id asn1-dn wildcard o=juniper,ou=marketing share-limit 10
set user-group office_1 user User1

4.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_GW dialup office_1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Corp_GW cert peer-ca 1
set ike gateway Corp_GW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Corp_VPN gateway Corp_GW sec-level compatible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web1 http tunnel vpn Corp_VPN
save

注意 :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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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web1。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0.1.1.5
Protocol: 突出显示 All，键入 HTTP，按下 Tab 键，然后键入 80。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4. 单击位于 web1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My Identity: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在 distinguished 
name ( 识别名称 ) 中将 o=netscreen,ou=marketing 作为元素的证书。

ID Typ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Distinguished Name。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下列“加密”和“数据完整
性算法”: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注意 : 本范例假定在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上已经加载了适当的证书。有关在 
NetScreen-Remote 上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阅 NetScreen-Remot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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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设置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是一项技术，对一组没有为每个用户配置单独的
用户简介的拨号 IKE 用户执行 IKE 认证。相反，安全设备使用包含部分 IKE ID 的
单组 IKE ID 用户简介。一个拨号 IKE 用户可成功建立通向安全设备的 VPN 通道，
前提是如果在他的 VPN 客户端上的 VPN 配置具有正确的预共享密钥，并且如果用
户的全部 IKE ID 的 靠右侧部分与组 IKE ID 用户简介的部分 IKE ID 定义相匹配。

图 49: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

可用于具有预共享密钥功能的组 IKE ID 的 IKE ID 类型，可以是一个电子邮件地
址，也可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可设置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方法如下 : 

在“安全设备”上 : 
1. 创建一个新的具有部分 IKE 标识的组 IKE ID 用户 ( 如 juniper.net)，并指定可

使用组 IKE ID 配置文件进行登录的拨号用户的数量。

2. 将新的组 IKE ID 用户指派为拨号用户组。

拨号 IKE 用户
全部 IKE ID

+ 
预共享密钥

alice.eng.jnpr.net
+ 

011fg3322eda837c

bob.eng.jnpr.net
+ 

bba7e22561c5da82

carol.jnpr.net
+ 

834a2bbd32adc4e9
注意 : 由于 Carol 的 IKE ID 不是 
carol.eng.jnpr.net，因此安全设备拒
绝连接请求。

IKE 用户发送全部 IKE ID 时，安全设备在
发送过程中产生预共享密钥。

( 每个 IKE 用户的预共享密钥 = 预共享密
钥种子值 x 全部 IKE ID。 )

安全设备将其产生的密钥与初始 “第 1 
阶段”封包随附的预共享密钥进行比
较，以便认证用户。

组 IKE ID 用户
部分 IKE ID: eng.jnpr.net

预共享密钥种子值 : N11wWd2

拨号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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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拨号“自动密钥 IKE VPN”配置中，为远程网关指派一个名称 ( 如 road1)，
指定拨号用户组，并输入一个预共享密钥种子值。

4. 使用下列 CLI 命令，用预共享密钥种子值和完整用户 IKE ID ( 如 
lisa@juniper.net) 生成单个拨号用户的预共享密钥

exec ike preshare-gen name_str usr_name_str
( 例如 ) exec ike preshare-gen road1 lisa@juniper.net

5. 配置远程 VPN 客户端时，记录预共享密钥以供使用。

在 VPN 客户端上 : 
对于“第 1 阶段”协商，使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 ) 模式配置通向安全设
备的 VPN 通道，并输入之前在安全设备上生成的预共享密钥。

此后，安全设备可成功认证每个单独的用户，该用户的全部 IKE ID 包含一部分与
部分组 IKE ID 用户简介相匹配的内容。例如，如果组 IKE ID 用户具有 IKE 标识 
juniper.net，则在 IKE ID 中具有该域名的任何用户都能以 Aggressive mode ( 主动
模式 ) 在安全设备上发起“阶段 1”IKE 协商。例如 : alice@juniper.net、
bob@juniper.net 和 carol@juniper.net。可登录的用户数量取决于在组 IKE ID 用
户简介中指定的 大并发会话数量。

在本范例中，创建命名为 User2 的新的组 IKE ID 用户。将其配置为接受同时来自
具有预共享密钥的 VPN 客户端的数量多达 10 个的“阶段 1”协商，该预共享密钥
包含由字符串 juniper.net 结尾的 IKE ID。预共享密钥的种子值为 jk930k。将拨号 
IKE 用户组命名为 office_2。

图 50:  组 IKE ID ( 预共享密钥 )

对于“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协商，选择预定义为“Compatible ( 兼容 )”的
安全级别。所有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NAT 模式

Trust 区段

LAN

组 IKE ID 用户简介
User Name: User2

User Group: office_2
Simple ID: juniper.net网关 1.1.1.250

互联网

VPN 通道

Untrust 区段

拨号用户的
IKE ID: 

joe@juniper.net
web1 
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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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3. 用户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User2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Number of Multiple Logins with same ID: 10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juniper.ne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 Groups > Local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
中键入 office_2，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User2，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Corp_VPN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Corp_GW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注意 : WebUI 仅允许输入一个预共享密钥值，不允许输入从安全设备衍生的预共享密钥
的种子值。要在配置 IKE 网关时输入预共享密钥种子值，必须使用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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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1

Service: HTTP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Corp_VPN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web1 10.1.1.5/32

3. 用户
set user User2 ike-id u-fqdn juniper.net share-limit 10
set user-group office_2 user User2

4.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_GW dialup office_2 aggressive seed-preshare jk930k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Corp_VPN gateway Corp_GW sec-level compatible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web1 http tunnel vpn Corp_VPN
save

获得预共享密钥

只能通过使用以下 CLI 命令获得预共享密钥 : 

exec ike preshare-gen name_str usr_name_str

基于预共享密钥种子值 jk930k ( 在命名为 Corp_GW 的远程网关的配置中指定 )，
以及单个用户 heidi@juniper.net 全部标识的预共享密钥为 
11ccce1d396f8f29ffa93d11257f691af96916f2。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w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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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entity and Addressing

ID Type: IP Address, 10.1.1.5
Protocol: 突出显示 All，键入 HTTP，按下 Tab 键，然后键入 80。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4. 单击位于 web1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6. 单击 My Identity: 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11ccce1d396f8f29ffa93d11257f691af96916f2，然后单击 OK。

ID Type: ( 选择 E-mail Address)，然后键入 heidi@juniper.net。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下列“加密”和“数据完整
性算法”: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0.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1.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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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4.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5.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6.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共享 IKE ID

共享 IKE ID 功能使得部署大量的拨号用户很方便。利用此功能，安全设备使用单
个组 IKE ID 和预共享密钥可以对多个拨号 VPN 用户进行认证。因此，它通过通用 
VPN 配置为大型远程用户组提供 IPSec 保护。

此功能与具有预共享密钥的“组 IKE ID”的功能类似，其不同之处如下 : 

具有组 IKE ID 功能后，IKE ID 可以是电子邮件地址或 FQDN (完全合格的域名)。
对于此功能，IKE ID 必须是电子邮件地址。

为组中的所有用户指定单个预共享密钥，而不是使用预共享密钥种子值和完全
用户 IKE ID 为每个用户生成一个预共享密钥。

必须使用 XAuth 对单个用户进行认证。

在安全设备上设置共享 IKE ID 和预共享密钥 : 

1. 创建一个新的组 IKE ID 用户，并指定可使用组 IKE ID 进行登录的拨号用户数
量。对于此功能，使用电子邮件地址作为 IKE ID。

2. 将新的组 IKE ID 指派为拨号用户组。

3. 在拨号到 LAN 自动密钥 IKE VPN 配置中，创建预共享 IKE ID 网关。

4. 定义 XAuth 用户，并在远程 IKE 网关上启用 XAuth。

在 VPN 客户端上 : 

对于“第 1 阶段”协商，使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 配置通向安全设备的 
VPN 通道，并输入之前在安全设备上定义的预共享密钥。此后，安全设备对每个
远程用户进行如下认证 : 
共享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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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段 1”协商过程中，安全设备首先认证 VPN 客户端，方法是将客户端发送
的 IKE ID 和预共享密钥与安全设备上的 IKE ID 和预共享密钥匹配。如果有匹配
项，则安全设备使用 XAuth 对单个用户进行认证。向“阶段 1”和“阶段 2”协商
之间的远程站点的用户发送登录提示。如果远程用户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成功
登录，则“阶段 2”协商开始。

在本例中，创建名为 Remote_Sales 的新的组 IKE ID 用户。从具有相同预共享密钥 
(abcd1234) 的 VPN 客户端可以同时接受多达 250 个“阶段 1”协商。将拨号 IKE 
用户组命名为 R_S。另外，配置两个 XAuth 用户 (Joe 和 Mike)。

对于“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协商，选择预定义为“Compatible ( 兼容 )”的
安全级别。所有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51:  共享 IKE ID ( 预共享密钥 )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外向接口
ethernet3, 1.1.1.1/24

拨号用户的
IKE ID: joe@ns.com
XAuth 密码 : 1234

Untrust 区段

VPN 通道

Trust 区段

LAN

拨号用户的
IKE ID: mike@ns.com

XAuth 密码 : 5678

共享 IKE ID 用户简介
User Name: Remote_Sales

User Group: R_S
Simple ID: sales@ns.com

ethernet1, 10.1.1.1/24
NAT 模式

web1
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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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Remote_Sales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Number of Multiple Logins with same ID: 250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sales@ns.com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 Groups > Local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
中键入 R_S，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Remote_sales，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Joe
Status: Enable
XAuth User: ( 选择 )
Password: 1234
Confirm Password: 1234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Mike
Status: Enable
XAuth User: ( 选择 )
Password: 5678
Confirm Password: 5678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sales_gateway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 选择 )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Group ( 选择 ), R_S
Preshared Key: abcd1234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Enable XAuth: ( 选择 )
Local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llow Any: ( 选择 )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Sales_VPN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sales_gateway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Zone, Untrust-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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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1

Service: HTTP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Sales_VPN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web1 10.1.1.5/32

3. 用户
set user Remote_Sales ike-id sales@ns.com share-limit 250
set user-group R_S user Remote_Sales
set user Joe password 1234
set user Joe type xauth
set user Mike password 5678
set user Mike type xauth

4. VPN
set ike gateway sales_gateway dialup R_S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abcd1234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sales_gateway xauth
set vpn sales_vpn gateway sales_gateway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sales_vpn bind zone untrust-tun

5. 路由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web1 http tunnel vpn sales_vpn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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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本例说明用户 Joe 的配置。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web1。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 Type: IP Address
IP Address: 10.1.1.5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选择 )
ID Type: IP Address; 1.1.1.1

4. 单击位于 web1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并清除 Enable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6. 单击 My Identity: 单击 Pre-shared Key > Enter Key: 键入 abcd1234，然后单
击 OK。

ID Type: ( 选择 E-mail Address)，然后键入 sales@ns.com。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下列“加密”和“数据完整
性算法”: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xtended Authentication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xtended Authentication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0.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xtended Authentication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11.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Extended Authentication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共享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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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3.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4.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unnel

15.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unnel

16.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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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第 2 层通道协议

本章介绍“第 2 层通道协议”(L2TP)，说明它的单独使用和带有 IPSec (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 支持的使用，还有 L2TP 和 IPSec 上的 
L2TP 一些配置范例。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90 页上的“L2TP 简介”

第 192 页上的“封包的封装和解封”

第 192 页上的“封装”

第 193 页上的“解封”

第 194 页上的“设置 L2TP 参数”

第 196 页上的“L2TP 和 IPSec 上的 L2TP”

第 196 页上的“配置 L2TP”

第 200 页上的“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第 207 页上的“双向的 IPSec 上的 L2TP”
18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90
L2TP 简介

“第 2 层通道协议”(L2TP) 让拨号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点对点协议”(PPP) 连接到
“L2TP 网络服务器”(LNS)，而该服务器可以是一台安全设备。L2TP 通过“L2TP 
接入集中器”(LAC) 和 LNS 之间的一个通道发送 PPP 帧。

初设计 L2TP 的目的，是在位于一个 ISP 网站上的 LAC 与另一 ISP 网站或企业网
站上的 LNS 之间建立通道连接。L2TP 通道没有完全扩展到拨号用户的计算机上，
而只是扩展到拨号用户本地 ISP 的 LAC 上。( 这有时被称为强制的 L2TP 配置。)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NT 的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或 Windows 2000 
客户端本身都可以充当 LAC。L2TP 通道可以直接扩展到拨号用户的计算机上，从
而提供端到端通道。( 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自愿的 L2TP 配置。)

图 52:  VPN 客户端 (LAC) 和安全设备 (LNS) 之间的 L2TP 通道

因为 PPP 链接通过互联网从拨号用户扩展到安全设备 (LNS)，所以是由安全设备而
不是由 ISP 来分配客户机的 IP 地址、DNS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以及从本地数据
库或外部认证服务器 (RADIUS、SecurID 或 LDAP) 认证用户。

实际上，客户端收到两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它和 ISP 的物理连接，另一个是来自 
LNS 的逻辑连接。当客户端 ( 也许使用 PPP) 与自己的 ISP 联系时，该 ISP 进行 IP 
和 DNS 指派，并对客户端进行认证。这样允许用户连接到具有公开 IP 地址的互联
网，该 IP 地址成为 L2TP 通道的外部 IP 地址。

图 53:  来自 ISP 的 IP 和 DNS 分配

然后，当 L2TP 通道向安全设备转发封装 PPP 帧时，该安全设备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以及 DNS 和 WINS 设置。IP 地址可能来自不在互联网中使用的私有地址集。
此地址成为 L2TP 通道的内部 IP 地址。

NetScreen-Remote 
或 Windows 2000 

(LAC)
ISP 互联网 安全设备 (LNS)

企业 LAN

L2TP 通道
( 将 PPP 会话从 LAC 

转发到 LNS)

首先， ISP 为客户端分配
公开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
地址。

IP 地址 : 5.5.5.5 
DNS: 6.6.6.6, 7.7.7.7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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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来自 LNS 的 IP 和 DNS 分配

当前版本的 ScreenOS 提供以下 L2TP 支持 : 

来自运行 Windows 2000 的主机的 L2TP 通道

传送模式下的 L2TP 和 IPSec 的组合 (IPSec 上的 L2TP)

对于 NetScreen-Remote: IPSec 上的 L2TP 在“主”模式协商时使用证书，
在“主动”模式时使用预共享密钥，或使用证书

对于 Windows 2000: IPSec 上的 L2TP 在“主”模式协商时使用证书

L2TP 通道与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的外向拨号策略 ( 可将外向拨号策略与内向
策略相结合以提供双向通道。)

用户认证分别使用来自本地数据库或外部认证服务器 (RADIUS、SecurID 或 
LDAP) 的“密码认证协议”(PAP) 或“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

来自本地数据库或 RADIUS 服务器的拨号用户 IP 地址、“域名系统”(DNS) 服
务器，和“Windows 互联网命名服务”(WINS) 服务器的分配

其次，安全设备 ( 充当 LNS) 为客户端
分配私有 ( 逻辑 ) IP 地址以及 DNS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

互联网 安全设备 (LNS)

企业 LAN 
10.1.1.0/24

IP 地址池 
10.10.1.1 - 10.10.1.254

IP 地址 : 10.10.1.161 DNS: 
10.1.1.10, 1.2.2.10 WINS: 
10.1.1.48, 10.1.1.49

注意 : 分配给 L2TP 客户端的 IP 地址必须与企业 LAN 中的 IP 地址处于不同子网中。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Windows 2000 执行 IPSec 上的 L2TP。要强制它仅使用 L2TP，
必须在注册表中找到 ProhibitIPSec 密钥并将 0 (IPSec 上的 L2TP) 更改为 1 ( 仅 
L2TP)。(Juniper Networks 建议您在执行此操作前对注册表进行备份。) 单击 
Start > Run: 键入 regedit。双击 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Services > RasMan > Parameters。双击 ProhibitIPSec: 
在 Value 数据字段中键入 1，选择 Hexadecimal 作为基值，然后单击 OK。重新
启动计算机。( 如果在注册表中没有类似条目，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文档
以获得如何创建它的信息。)

注意 : 本地数据库和 RADIUS 服务器均支持 PAP 和 CHAP。SecurID 和 LDAP 服务器仅支
持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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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根系统和虚拟系统的 L2TP 通道和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

封包的封装和解封

L2TP 使用封装封包的方法从 LAC 向 LNS 传送 PPP 帧。在查看 L2TP 和 IPSec 上的 
L2TP 设置的具体范例前，首先介绍一下 L2TP 过程中涉及的封装和解封的概述。

封装
当一个 IP 网络上的拨号用户通过 L2TP 通道发送数据时，LAC 将 IP 封包封装在一
系列第 2 层帧、第 3 层封包和第 4 层段中。假设该拨号用户通过 PPP 链接连接到
本地 ISP ，则封装过程如第 192 页上的图 55 中所示。

图 55:  L2TP 封包封装

1. 数据放置于 IP 负荷中。

2. 该 IP 封包封装在 PPP 帧中。

3. 该 PPP 帧封装在 L2TP 帧中。

4. 该 L2TP 帧封装在 UDP 段中。

5. 该 UDP 片段封装在 IP 封包中。

6. 该 IP 封包封装在 PPP 帧中，以便在拨号用户和 ISP 之间建立物理连接。

注意 : 要使用 L2TP，安全设备必须在第 3 层操作，并且安全区段接口处于 NAT 或“路
由”模式。当安全设备在 Layer2 ( 第 2 层 ) 操作时，安全区段接口处于“透明”
模式，在 WebUI 中不会出现与 L2TP 相关的资料，并且与 L2TP 相关的 CLI 命令
会引发错误消息。

UDP

数据

IP 负荷

PPP

L2TP

IP

PPP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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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
当 LAC 发起到 ISP 的 PPP 链接时，解封和嵌套内容的转发过程如第 193 页上的
图 56 中所示。

图 56:  L2TP 封包解封

1. ISP 完成 PPP 链接并为用户计算机分配一个 IP 地址。

在 PPP 负荷中是一个 IP 封包。

2. ISP 移除 PPP 包头并将 IP 封包转发给 LNS。

3. LNS 移除该 IP 包头。

在 IP 负荷中是一个指定端口 1707 的 UDP 段，该端口号为 L2TP 保留。

4. LNS 移除该 UDP 包头。

在 UDP 负荷中是一个 L2TP 帧。

5. LNS 对 L2TP 帧进行处理，使用 L2TP 包头中的通道 ID 和呼叫 ID 来识别特定
的 L2TP 通道。然后 LNS 移除该 L2TP 包头。

在 L2TP 负荷中是一个 PPP 帧。

6. LNS 对 PPP 帧进行处理，为用户计算机分配一个逻辑 IP 地址。

在 PPP 负荷中是一个 IP 封包。

7. LNS 将该 IP 封包路由到其 终的目的地，在那里移除 IP 包头并提取出 IP 封包
中的数据。

ISP PPP 负荷

IP

UDP

L2TP

PPP

IP

数据

LNS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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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L2TP 参数

LNS 使用 L2TP 为通常来自 ISP 的拨号用户提供 PPP 设置。这些设置如下 : 

IP 地址 - 安全设备从 IP 地址池中选择一个地址，并将它分配给拨号用户的计
算机。这种选择在 IP 地址池中循环进行；即，在从 10.10.1.1 到 10.10.1.3 的
地址池中，该地址的选择按下面的循环方式进行 : 10.10.1.1 - 10.10.1.2 - 
10.10.1.3 - 10.10.1.1 - 10.10.1.2 …

DNS 主、辅服务器 IP 地址 - 安全设备将这些地址提供给拨号用户的计算机。

WINS 主、辅服务器 IP 地址 - 安全设备也将这些地址提供给拨号用户的计算机。

LNS 也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认证用户。可以在本地数据库或外部认证服务器 
(RADIUS、SecurID 或 LDAP) 中输入用户。

另外，可以为 PPP 认证指定下列方案之一 :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 在拨号用户发出 PPP 链接请求后，安全设备向
用户发送质询 ( 加密密钥 )，然后用户使用该密钥加密自己的登录名称和密
码。本地数据库和 RADIUS 服务器支持 CHAP。

“密码认证协议”(PAP) 与 PPP 链接请求一起，以明文方式发送拨号用户的密
码。本地数据库和 RADIUS、SecurID 和 LDAP 服务器均支持 PAP。

“任何”意思是安全设备用 CHAP 协商，如果它出现故障，则使用 PAP。

您可以在“L2TP 缺省配置”页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进行配置或用 
set l2tp default 命令来将缺省 L2TP 参数应用于拨号用户和拨号用户组。您也可以
在“用户配置”页 (Users > Users > Local > New) 中特别对 L2TP 用户进行配置
或使用 set user name_str remote-settings 命令来应用 L2TP 参数。用户指定的 
L2TP 设置会替代缺省的 L2TP 设置。

如第 195 页上的图 57 中所示，使用介于 10.1.3.40 到 10.1.3.100 之间的地址范围
定义 IP 地址池。指定 DNS 服务器 IP 地址为 1.1.1.2 ( 一级 ) 和 1.1.1.3 ( 二级 )。安
全设备使用 CHAP 执行 PPP 认证。

注意 : 用于认证 L2TP 用户的 RADIUS 或 SecurID 服务器可以和用于网络用户的服务器
相同，或者是其它的服务器。

注意 : 以每个 L2TP 通道为基础指定认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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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IP 池和 L2TP 缺省设置

WebUI

1. IP 池
Objects > IP Pool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Sutro
Start IP: 10.1.3.40
End IP: 10.1.3.100

2. 缺省 L2TP 设置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Pool Name: Sutro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DNS Primary Server IP: 1.1.1.2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1.1.3
WINS Primary Server IP: 0.0.0.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0.0.0.0

CLI

1. IP 池
set ippool sutro 10.1.3.40 10.1.3.100

2. 缺省 L2TP 设置
set l2tp default ippool sutro
set l2tp default ppp-auth chap
set l2tp default dns1 1.1.1.2
set l2tp default dns2 1.1.1.3
save

RADIUS 
10.1.1.245

Trust 区段

注意 : L2TP 池地址必须与 
Trust 区段中的地址处于不同
子网中。

ethernet1, 
10.1.1.1/24

L2TP IP 池 
10.1.3.40 - 10.1.3.100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DNS 1 
1.1.1.2

DNS 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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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TP 和 IPSec 上的 L2TP

尽管可以使用 CHAP 或 PAP 认证拨号用户，但是 L2TP 通道没有加密，因此它不是
一个真正的 VPN 通道。L2TP 的目的只是允许本地安全设备的管理员为远程拨号用
户分配 IP 地址。然后这些地址可以被引用到策略中。

要加密一个 L2TP 通道，需要为该 L2TP 通道应用一个加密方案。因为 L2TP 假设 
LAC 与 LNS 之间的网络为 IP，因此可以使用 IPSec 来提供加密。这种组合称为 
IPSec 上的 L2TP。IPSec 上的 L2TP 要求用同样的端点设置一个 L2TP 通道和 IPSec 
通道，然后在策略中将它们链接到一起。IPSec 上的 L2TP 要求 IPSec 通道处于传
送模式，以便该通道端点的地址保持明文状态。( 有关传送模式和通道模式的信
息，请参阅第 4 页上的“模式”。)

如果更改了 Windows 2000 的注册表设置，就可以在安全设备和一台运行 
Windows 2000 的主机之间创建 L2TP 通道。( 有关如何更改注册表的信息，请参阅
第 191 页上的注意事项。)

可以在安全设备和下列任意一个 VPN 客户机之间创建一个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 : 

在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NT 操作系统上运行 NetScreen-Remote 的主机

运行 Windows 2000 ( 没有 NetScreen-Remote) 的主机

配置 L2TP
如第 197 页上的图 58 中所示，在本范例中，创建一个名为 "fs" (代表 "field-sales" ) 
的拨号用户组，并配置一个名为 "sales_corp" 的 L2TP 通道，使用 ethernet3 
(Untrust 区段 ) 作为 L2TP 通道的外向接口。安全设备将下列缺省 L2TP 通道设置应
用于拨号用户组 : 

L2TP 用户通过本地数据库认证。

使用 CHAP 进行 PPP 认证。

IP 池 ( 命名为 "global") 中的地址范围从 10.10.2.100 到 10.10.2.180。

DNS 服务器为 1.1.1.2 ( 一级 ) 和 1.1.1.3 ( 二级 )。

注意 : 要在使用没有 NetScreen-Remote 的 Windows 2000 时提供认证，就必须使用
证书。

注意 : 一个只有 L2TP 的配置并不安全。仅推荐将它用于调试目的。

L2TP IP 池中的地址必须与企业网络中的地址处于不同子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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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配置 L2TP

远程 L2TP 客户机使用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有关如何在远程客户机上配置 
L2TP 的信息，请参阅 Windows 2000 文档。下面仅提供 L2TP 通道末端安全设备
的配置。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L2TP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Adam
Status: Enable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AJbioJ15
Confirm Password: AJbioJ15

Auth/L2TP 拨号用户组 : fs

拨号区段Adam

Betty

Carol

NetScreen-
Remote 客户端

L2TP 通道 : 
sales_corp

互联网

DNS1: 1.1.1.2
DNS2: 1.1.1.3

IP 池 : global 
10.10.2.100 - 
10.10.2.180 企业网络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出接口 ethernet3,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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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Betty
Status: Enable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BviPsoJ1
Confirm Password: BviPsoJ1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Carol
Status: Enable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Cs10kdD3
Confirm Password: Cs10kdD3

3. L2TP 用户组

Objects > User > Local Groups>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键入 fs，执行
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Adam，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Betty，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Carol，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缺省 L2TP 设置

Objects > IP Pool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global
Start IP: 10.10.2.100
End IP: 10.10.2.180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global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DNS Primary Server IP: 1.1.1.2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1.1.3
WINS Primary Server IP: 0.0.0.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0.0.0.0

5. L2TP 通道

VPNs > L2TP > Tunne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ales_corp
Use Custom Settings: ( 选择 )
Authentication Server: Local
Dialup Group: Local Dialup Group - fs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Peer IP: 0.0.0.0
Host Name ( 可选 ): 输入充当 LAC 的计算机名称。
Secret ( 可选 ): 输入一个在 LAC 和 LNS 之间共享的机密。
Keep Aliv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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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IP: 因为对等方的 ISP 会动态分配给它一个 IP 地址，所以请在上述范例中输入 
0.0.0.0。

LAC: 要找到运行 Windows 2000 的计算机的名称，请执行以下步骤 : 单击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 System。出现 System Properties 对话框。单击 
Network Identification 选项卡，并查看 Full computer name 下的条目。

要将一个机密添加到 LAC 以认证 L2TP 通道，必须按如下说明修改 Windows 2000 
注册表 : 

1. 单击 Start > Run，然后键入 regedit。打开 Registry Editor。

2. 单击 HKEY_LOCAL_MACHINE。

3. 右键单击 SYSTEM，然后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Find。

4. 键入 ms_l2tpminiport，然后单击 Find Next。

5. 在 Edit 菜单中，突出显示 New，然后选择 String Value。

6. 键入 Password。

7. 双击 Password。出现 Edit String 对话框。

8. 在 Value 数据字段中键入密码。此密码必须与安全设备上的“L2TP 通道配置
机密”字段中的密码相同。

9. 重新启动运行 Windows 2000 的计算机。

当使用 IPSec 上的 L2TP 时 ( 它是 Windows 2000 缺省设置 )，不需要通道认证；
所有 L2TP 消息在 IPSec 内部加密和认证。

Keep-Alive: Keep Alive 值是在安全设备向 LAC 发送 L2TP hello 信号前静止的秒数。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NAT: Off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L2TP: sales_corp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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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拨号用户
set user adam type l2tp
set user adam password AJbioJ15
unset user adam type auth
set user betty type l2tp
set user betty password BviPsoJ1
unset user betty type auth
set user carol type l2tp
set user carol password Cs10kdD3
unset user carol type auth

2. L2TP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fs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fs user adam
set user-group fs user betty
set user-group fs user carol

3. 缺省 L2TP 设置
set ippool global 10.10.2.100 10.10.2.180
set l2tp default ippool global
set l2tp default auth server Local
set l2tp default ppp-auth chap
set l2tp default dns1 1.1.1.2
set l2tp default dns2 1.1.1.3

4. L2TP 通道
set l2tp sales_corp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set l2tp sales_corp auth server Local user-group fs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any any tunnel l2tp sales_corp
save

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本范例使用的 L2TP 通道与上例 ( 第 196 页上的“配置 L2TP”) 中创建的相同。另
外，将一个 IPSec 通道覆盖到 L2TP 通道上以提供加密。IPSec 通道在 Aggressive 
mode (主动模式 ) 中协商第 1 阶段，使用之前已经加载的 RSA 证书、3DES 加密和 
SHA-1 认证。证书授权机构 (CA) 为 Verisign。( 有关获得和加载证书的信息，请参
阅第 2 章，“公开密钥密码术”。) 第 2 阶段协商使用将第 2 阶段协议预定义为 
"Compatible" 的安全级别。IPSec 通道处于传送模式。

预定义的 Trust 区段和用户定义的“拨号”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用于“拨
号”和 Trust 区段的接口分别为 ethernet2 (1.3.3.1/24) 和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处于 NAT 模式。

注意 : 为一个用户定义密码会自动将该用户分类为认证用户。所以，要严格的将用户类
型定义为 L2TP，就必须撤消该认证用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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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用户 Adam、Betty 和 Carol 使用运行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的 
NetScreen-Remote 客户机。拨号用户 Adam 的 NetScreen-Remote 配置也包括在
下面。( 其他两位拨号用户的 NetScreen-Remote 配置与 Adam 的相同。)

图 59:  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WebUI

1. 用户定义的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ialup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 选择 )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TCP/IP Reassembly for ALG: ( 清除 )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ialup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3.3.1/24

注意 : 对于 ( 没有 NetScreen-Remote 的 ) Windows 2000，要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通
道，第 1 阶段协商必须处于 Main mode ( 主模式 ) 而且 IKE ID 类型必须为 
ASN1-DN。

IKE-L2TP
拨号用户组 : fs

拨号区段Adam

Betty

Carol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

L2TP 通道 : sales_corp 
VPN 通道 : from_sales

互联网

DNS1: 1.1.1.2

DNS2: 1.1.1.3

IP Pool: global 
10.10.2.100 - 
10.10.2.180 企业网络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出接口 ethernet2, 
1.3.3.1/24

注意 : Trust 区段被预先配置。不需要创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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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KE/L2TP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Adam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ajackson@abc.com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AJbioJ15
Confirm Password: AJbioJ15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Betty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bdavis@abc.com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BviPsoJ1
Confirm Password: BviPsoJ1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Carol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cburnet@abc.com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Cs10kdD3
Confirm Password: Cs10kdD3

4. IKE/L2TP 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键入 fs，执行
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Adam，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Betty，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Carol，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5. IP 池
Objects > IP Pool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global
Start IP: 10.10.2.100
End IP: 10.10.2.180

注意 : 输入的 IKE ID 必须与 NetScreen-Remote 客户机发送的相同，它是客户机用于认
证的证书中显示的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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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缺省 L2TP 设置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Pool Name: global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DNS Primary Server IP: 1.1.1.2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1.1.3
WINS Primary Server IP: 0.0.0.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0.0.0.0

7. L2TP 通道

VPNs > L2TP > Tunne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ales_corp
Dialup Group: ( 选择 ), Local Dialup Group - fs
Authentication Server: Local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
Peer IP: 0.0.0.0

Host Name (可选 ): 如果要将 L2TP 通道限制到一台具体主机，请输入充当 
LAC 的计算机名称。

Secret ( 可选 ): 输入一个在 LAC 和 LNS 之间共享的机密。

Keep Alive: 60

LAC: 要找到运行 Windows 2000 的计算机的名称，请执行以下步骤 : 单击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 System。出现 System Properties 对话框。单击 
Network Identification 选项卡，并查看 Full computer name 下的条目。

Secret: 要将一个机密添加到 LAC 以认证 L2TP 通道，必须按如下说明修改 
Windows 2000 注册表 : 

1. 单击 Start > Run，然后键入 regedit。打开 Registry Editor。

2. 单击 HKEY_LOCAL_MACHINE。

3. 右键单击 SYSTEM，然后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Find。

4. 键入 ms_l2tpminiport，然后单击 Find Next。

5. 在 Edit 菜单中，突出显示 New，然后选择 String Value。

6. 键入 Password。

7. 双击 Password。出现 Edit String 对话框。

8. 在 Value 数据字段中键入密码。此密码必须与安全设备上的“L2TP 通道配置
机密”字段中的密码相同。

9. 重新启动运行 Windows 2000 的计算机。

当使用 IPSec 上的 L2TP 时 ( 它是 Windows 2000 缺省设置 )，不需要通道认证；
所有 L2TP 消息在 IPSec 内部加密和认证。

Keep-Alive: Keep Alive 值是在安全设备向 LAC 发送 L2TP hello 信号前静止的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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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field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Group: ( 选择 ), Group: fs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User Defined: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Preferred Certificate (optional): 
Peer CA: Verisign
Peer Type: X509-SIG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sales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field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Transport Mode: ( 选择 )

9. 策略

Policies > (From: Dialup,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from_sales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L2TP: sales_corp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用户定义的区段
set zone name dialup
set zone dialup vrouter trust-vr
set zone dialup block

注意 : 通常可以忽略主机名称和机密设置。仅建议高级用户使用这些设置。

注意 :  Windows 2000 ( 没有 NetScreen-Remote) 仅支持“主”模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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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ialu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3.3.1/24

3. L2TP/IKE 用户
set user adam type ike l2tp
set user adam password AJbioJ15
unset user adam type auth
set user adam ike-id u-fqdn ajackson@abc.com
set user betty type ike l2tp
set user betty password BviPsoJ1
unset user betty type auth
set user betty ike-id u-fqdn bdavis@abc.com
set user carol type ike l2tp
set user carol password Cs10kdD3
unset user carol type auth
set user carol ike-id u-fqdn cburnet@abc.com

4. IKE/L2TP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fs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fs user adam
set user-group fs user betty
set user-group fs user carol

5. IP 池
set ippool global 10.10.2.100 10.10.2.180

6. 缺省 L2TP 设置
set l2tp default ippool global
set l2tp default ppp-auth chap
set l2tp default dns1 1.1.1.2
set l2tp default dns2 1.1.1.3

7. L2TP 通道
set l2tp sales_corp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set l2tp sales_corp auth server Local user-group fs

8.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field dialup fs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field cert peer-ca1
set ike gateway field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vpn from_sales gateway field transport sec-level compatible

9.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dialup to trust "Dial-Up VPN" any any tunnel vpn from_sales 

l2tp sales_corp
save

注意 :  Windows 2000 ( 没有 NetScreen-Remote) 仅支持“主”模式协商。

数字 1 是 CA ID number。要了解 CA 的 ID number，请使用以下命令 : 
get pki x509 list ca-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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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Adam)

要为 Betty 和 Carol 的 NetScreen-Remote 客户机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其过
程与下面为 Adam 提供的程序相同。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AJ。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 Type: IP Address
IP Address: 1.3.3.1
Protocol: UDP
Port: L2TP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清除 )

4. 单击位于 AJ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5. 单击 My Identity，并配置以下设置 :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在安全设备上被指定为用户 IKE 
ID 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证书。

ID Type: E-mail Address
Port: L2TP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注意 : 来自证书的电子邮件地址自动出现在标识符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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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3.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14. 同样需要使用“网络连接向导”为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设置网络连接。

双向的 IPSec 上的 L2TP
在本例中，ethernet1 (10.1.1.1/24) 是 Trust 区段接口且处于 NAT 模式，而 
ethernet3 (1.1.1.1/24) 是 Untrust 区段接口。在 NetScreen-Remote 拨号用户与企业 
LAN 之间创建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远程用户正在运行要求双向策略的 
X-Windows 应用程序。

为名为 VPN_dial 的拨号“自动密钥 IKE”VPN 通道 ( 其归 IKE ID 为 jf@ns.com. 的 
IKE 用户 dialup-j 所有 ) 以及名为 tun1 的 L2TP 通道配置内向和外向策略。IKE 用
户从 Untrust 区段启用到安全设备的 IPSec 连接，以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企业服务
器。此时，仅允许 L2TP 通信。L2TP/PPP 协商后，即可建立 L2TP 通道。配置双向
策略后，可从通道的任一端发起信息流。

拨号用户 dialup-j 使用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上的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拨
号用户 dialup-j 的 NetScreen-Remote 配置将在第 207 页上的图 60 之后进行介绍。

图 60:  双向的 IPSec 上的 L2TP

注意 : 配置“网络连接向导”时，必须输入一个目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输入 1.3.3.1。
以后在启动连接时，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请输入 adam，AJbioJ15。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文档。

拨号区段

互联网

运行 X-Windows 服务器的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

外部路由器 
1.1.1.250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3 
10.1.1.1/24

Trust 区段

LAN

UNIX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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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ne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3. L2TP/IKE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dialup-j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entity: jf@ns.com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L2TP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abc123
Confirm Password: abc123

4. L2TP

VPNs > L2TP > Tunne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un1
Use Default Settings: ( 选择 )
Secret: netscreen
Keepalive: 60

注意 : 对于 ( 没有 NetScreen-Remote 的 ) Windows 2000，要配置 IPSec 上的 L2TP 通
道，第 1 阶段协商必须处于 Main mode ( 主模式 ) 而且 IKE ID 类型必须为 
ASN1-DN。

注意 : 输入的 IKE ID 必须与 NetScreen-Remote 客户机发送的相同，它是客户机用于认
证的证书中显示的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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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dialup1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 选择 ), dialup-j
Preshared Key: n3TsCr33N
Outgoing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Gateway 配置页 :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Enable NAT-Traversal: ( 选择 )
UDP Checksum: ( 选择 )
Keepalive Frequency: 5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_dial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dialup1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 选择 )
Transport Mode ( 仅对于 IPSec 上的 L2TP): ( 选择 )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net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VPN_dial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L2TP: ( 选择 ) tun1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ne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VPN_dial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L2TP: t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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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net 10.1.1.0/24

3. L2TP/IKE 用户
set user dialup-j ike-id u-fqdn jf@ns.com
set user dialup-j type auth ike l2tp
set user dialup-j password abc123

4. L2TP
set L2TP tun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secret "netscreen" keepalive 60

5. VPN
set ike gateway dialup1 dialup "dialup-j"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3TsCr33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dialup1 nat-traversal udp-checksum
set ike gateway dialup1 nat-traversal keepalive-frequency 5
set vpn VPN_dial gateway dialup1 no-replay transport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trust_net any tunnel vpn VPN_dial 

tun1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net "Dial-Up VPN" any tunnel vpn VPN_dial 

l2tp tun1
save

NetScreen-Remote 安全策略编辑器 ( 对于用户 "dialup-j")

1. 单击 Options > Secure > Specified Connections。

2. 单击 Add a new connection，在出现的新连接图标旁键入 dialup-j。

3. 配置连接选项 : 

Connection Security: Secure
Remote Party ID Type: IP Address
IP Address: 1.1.1.1
Protocol: UDP
Port: L2TP
Connect using Secure Gateway Tunnel: ( 清除 )

4. 单击 dialup-j 图标左边的加号，展开连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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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My Identity，并配置以下设置 : 

从 "Select Certific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在安全设备上被指定为用户 IKE 
ID 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证书

ID Type: E-mail Address
Port: L2TP

6.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然后选择 Aggressive Mode。

7. 单击 Security Policy 图标左边的加号，然后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和 
Key Exchange (Phase 2) 左边的加号，进一步展开策略。

8. 单击 Authentication (Phase 1)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认证方法和算法 :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 Key
( 或 )
Authentication Method: RSA Signatures
Hash Alg: SHA-1
Key Group: Diffie-Hellman Group 2

9.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Proposal 1: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0.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Triple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1.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SHA-1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12. 单击 Key Exchange (Phase 2) > Create New Proposal: 选择以下 IPSec 协议 : 

Encapsulation Protocol (ESP): ( 选择 )
Encrypt Alg: DES
Hash Alg: MD5
Encapsulation: Transport

注意 : 来自证书的电子邮件地址自动出现在标识符字段中。

注意 : 在安全设备 (DF 组 1、2 或 5) 上启用“完全正向保密”(PFS) 时，必须同时为 
NetScreen-Remote 下的 VPN 客户端启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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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 File > Save Changes。

同样需要使用“网络连接向导”为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设置网络连接。

注意 : 配置“网络连接向导”时，必须输入一个目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输入 1.1.1.1。
以后在启动连接时，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请输入 dialup-j, abc123。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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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

本章介绍虚拟专用网 (VPN) 技术的下列用途 : 

第 214 页上的“NAT 穿透”

第 215 页上的“探查 NAT”

第 216 页上的“穿透 NAT 设备”

第 218 页上的“UDP 校验和”

第 219 页上的“激活数据包”

第 219 页上的“发起方 / 响应方对称”

第 220 页上的“启用 NAT 穿透”

第 221 页上的“将 IKE ID 用于 NAT 穿透”

第 222 页上的“VPN 监控”

第 223 页上的“重定密钥和优化选项”

第 224 页上的“源接口和目标地址”

第 225 页上的“策略注意事项”

第 225 页上的“配置 VPN 监控功能”

第 234 页上的“SNMP VPN 监控对象和陷阱”

第 235 页上的“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第 236 页上的“路由到通道的映射”

第 237 页上的“远程对等方的地址”

第 238 页上的“手动和自动表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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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0 页上的“冗余 VPN 网关”

第 271 页上的“VPN 组”

第 272 页上的“监控机制”

第 275 页上的“TCP SYN 标记检查”

第 282 页上的“创建背对背的 VPN”

第 288 页上的“集中星型 VPN”

NAT 穿透

“网络地址转换”(NAT) 和“网络地址端口转换”(NAPT) 为互联网标准，它允许局
域网 (LAN) 将一组 IP 地址用于内部流量，将第二组地址用于外部流量。NAT 设备
从预定义的 IP 地址池中生成这些外部地址。

在设置 IPSec 通道时，沿着数据路径出现 NAT 设备不影响“阶段 1”和“阶段 2”
的 IKE 协商，它通常将 IKE 数据包封装在“用户数据包协议 (UDP)”片段中。但
是，在完成“阶段 2”协商后，对 IPSec 数据包执行 NAT 会导致通道失败。在 NAT 
导致 IPSec 发生中断的众多原因中，其中之一在于对“封装安全性协议 (ESP)”而
言，NAT 设备不能识别端口转换的“第 4 层”包头的位置 ( 因为它已被加密 )。对
于“认证包头”(AH) 协议，NAT 设备可以修改端口号，但不可以修改认证检查，
于是对整个 IPSec 封包的认证检查就会失败。

要解决这些问题，安全设备和 NetScreen-Remote 客户端 (6.0 版或更高 ) 可应用 
NAT 穿透 (NAT-T) 功能。在“阶段 1”交换过程中，当 NAT-T 沿数据路径检测完一
个或多个 NAT 设备后，将为 IPSec 数据包添加一层 UDP 封装，如 IETF 草案 
draft-ietf-ipsec-nat-t-ike-00.txt 和 draft-ietf-ipsec-udp-encaps-00.txt 及更高版本中所
规定。

如果 NAT 设备同时是 IKE/IPSec 感知设备，则当其试图处理 IKE 端口号为 500 或 
IPSec 协议号为 50 ( 对于 ESP) 和 51 ( 对于 AH) 的数据包时会产生其它问题。为了
避免此类 IKE 数据包中间处理，上文提及的 IETF 草案版本 2 建议将 IKE 的 UDP 端
口号从 500 变换 ( 或浮动 ) 为 4500。为了避免 IPSec 数据包的中间处理，草案 0 
和 2 都将在外部 IP 包头与 ESP 或 AH 包头之间插入一个 UDP 包头，从而使得 
Protocol 字段中的值从 50 或 51 ( 分别对于 ESP 或 AH 而言 ) 变为 17 ( 对于 UDP)。
此外，插入的 UDP 包头也使用端口 4500。ScreenOS 的当前版本支持基于 
draft-ietf-ipsec-nat-t-ike-02.txt 和 draft-ietf-ipsec-udp-encaps-02.txt 及这些草案的版
本 0 所述的 NAT-T。

注意 : 有关 IPSec/NAT 不兼容性的列表，请参阅 Bernard Aboba 所写的 
draft-ietf-ipsec-nat-regts-00.txt。

注意 : NetScreen-Remote 6 和 NetScreen-Remote 7 支持 NAT-T，如 
draft-ietf-ipsec-nat-t-ike-00.txt 和 draft-ietf-ipsec-udp-encaps-00.txt 中所述。
NetScreen-Remote 8.2 支持草案 02。

注意 : ScreenOS 不支持“手动密钥”通道的 NAT-T，也不支持使用 AH 的 IPSec 信息流。
ScreenOS 仅支持使用 ESP 的“自动密钥”IKE 通道的 N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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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查 NAT
为了核对 VPN 通道的两端是否都支持 NAT-T，ScreenOS 会在“阶段 1”协商的前
两次交换过程中在供应商 ID 负荷中发送两个 MD-5 散列，一个散列用于草案 0 的
标题，另一个用于草案 2 的标题 : 

"4485152d 18b6bbcd 0be8a846 9579ddcc" - 是 "draft-ietf-ipsec-nat-t-ike-00" 
的一个 MD-5 散列

"90cb8091 3ebb696e 086381b5 ec427b1f" - 是 "draft-ietf-ipsec-nat-t-ike-02" 
的一个 MD-5 散列

两个对等方都必须至少发送和接收一次供应商负荷 ID 中的这些值，NAT-T 探查才
能继续进行。如果它们为两个草案都发送了散列，则 ScreenOS 将对草案 2 使用 
NAT-T 实现方案。

如果每个端点的设备都支持 NAT-T, 它们将在第三次和第四次“阶段 1”交换 [Main 
mode ( 主模式 )] 或第二次和第三次交换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 过程中彼
此发送“NAT 发现 (NAT-D)”负荷。“NAT 发现 (NAT-D)”负荷是用于 NAT-T 的 IKE 
负荷类型。NAT-D 负荷类型编号为 0130。有关其它 IKE 负荷类型的列表，请参阅
第 11 页上的“IKE 封包”。

NAT-D 负荷包含经协商的有关下列信息的散列 : 

目标 NAT-D 散列 : 

发起方 Cookie (CKY-I)

响应方 Cookie (CKY-R)

远程 ( 目标 ) IKE 对等方 IP 地址

目标端口号

源 NAT-D 散列 ( 一个或多个 ): 

发起方 Cookie (CKY-I)

响应方 Cookie (CKY-R)

本地 ( 源 ) IKE 对等方 IP 地址

源端口号

注意 : ScreenOS 可以在 IKE 协商中处理多个 NAT 发现 (NAT-D) 负荷。

注意 : 对于未指定出接口的具有多个接口和实现方案的设备而言，NAT-T 支持多个源 
NAT-D 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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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个对等方将接收的散列与发送的散列进行比较时，它们能够确定两个散列间是
否发生了地址转换。通过判断哪个数据包已被修改也可指示 NAT 设备的位置 : 

了解 NAT 设备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 IKE 激活必须由 NAT 设备后面的对等方发起。
请参阅第 219 页上的“激活数据包”。

如果两个对等方都支持 IETF 草案 2，则当其在“阶段 1”协商期间检测到彼此之间
存在 NAT 设备时，它们也会将 IKE 端口号从 500 浮动为 4500。在 Main mode ( 主
模式 ) 下，端口号将在“阶段 1”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交换过程中浮动为 4500，随
后在“阶段 2”的所有交换过程中都保持此值。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 
下，端口号将在“阶段 1”的第三次和 后一次交换过程中浮动为 4500，随后在
“阶段 2”的所有交换过程中都保持此值。对于所有后继信息流，对等方也将使用 
4500 作为 UDP 端口号。

穿透 NAT 设备
在图 61 中，某旅馆 LAN 周围的 NAT 设备将接收一个来自 VPN 拨号客户端的数据
包，其 IP 地址为 2.1.1.5 ( 由旅馆指定 )。对于所有出站信息流，NAT 设备都将用
新地址 2.2.2.2 替换外部包头中的初始源 IP 地址。在“阶段 1”协商过程中，VPN 
客户端和安全设备检测是否 VPN 参与者双方都支持 NAT-T，NAT 设备是否沿着数
据路径出现以及它是否位于 VPN 客户端的前部。

图 61:  NAT 穿透

将 IPSec 封包封装在 UDP 封包中 (VPN 客户端和安全设备都会执行 ) 可以解决认证
检查失败的问题。NAT 设备将其作为 UDP 封包处理，更改 UDP 包头中的源端口，
不修改 AH 或 ESP 中的 SPI 包头。VPN 参与者将剥开 UDP 层并处理 IPSec 封包，
这样处理就会通过认证检查，因为对认证过的内容并没有做任何更改。

如果 匹配 则

本地对等方的目标散列 至少为远程对等方源散列之一 未发生地址转换。

至少为本地对等方源散列之一 远程对等方的目标散列 未发生地址转换。

如果 不匹配 则

本地对等方的目标散列 至少为远程对等方源散列之一 未发生地址转换。

至少为本地对等方源散列之一 远程对等方的目标散列 未发生地址转换。

旅馆

源 IP 200.1.1.1  ->  210.2.2.2

互联网

VPN 通道

NAT 设备
安全设备

企业

VPN 拔号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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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NAT 设备是 IKE/IPSec 感知设备，则可能会出现其它问题。IKE/IPSec 感知 
NAT 设备可能试图处理 IKE/IPSec 信息流而不是转发它。为防止此类中间处理，
NAT-T (v2) 将把 IKE 源和目标 UDP 端口号从 500 变为 4500。NAT-T 还将在 UDP 包
头的负荷之前插入一个非 ESP 标记。对于 IPSec 信息流，NAT-T (v0 和 v2) 将在外
部 IP 包头和 ESP 包头之间插入一个 UDP 包头。UDP 数据包也将使用 4500 作为源
和目标端口号。

如上所述，NAT-T (v2) 将在封装有 ISAKMP 数据包的 UDP 片段包头和负荷之间添
加一个非 ESP 标记。非 ESP 标记由 4 个字节的 0 构成 (0000)，它将被添加到 UDP 
片段以区分封装的 ISAKMP 数据包与无此标记的封装 ESP 数据包。如果没有非 
ESP 标记，接受方将无法确认封装的数据包是 ISAKMP 数据包还是 ESP 数据包，
因为对这两种类型 UDP 包头均使用 4500。使用此标记可指出所封装数据包的正确
类型，以便接收方能够正确地多路分离它。

如第 217 页上的图 62 所示，在数据路径中检测到 NAT 设备后，IKE 数据包中 
UDP 包头的源和目标端口号将从 500 变为 4500。并且，VPN 通道端点将在 UDP 
包头和负荷之间插入一个非 ESP 标记以区分封装的 ISAKMP 数据包和 ESP 数据
包。接收方可使用此标记来区分封装的 ISAKMP 数据包和 ESP 数据包并正确地多
路分离它。

图 62:  IKE 数据包 ( 对于“阶段 1”和“阶段 2”)

IP 包头 UDP 包头 ISAKMP 包头 负荷

注意 : ISAKMP 是 IKE 所使用的数据包格式。

UDP 片段

非 ESP 标记 (0000)

长度 校验和

源端口 ( 对于 IKE，为 4500) 目标端口 ( 对于 IKE，为 4500)

负荷

负荷

目标端口 ( 对于 IKE，为 500)源端口 ( 对于 IKE，为 500)

长度

检测到 NAT 设备后的 UDP 片段

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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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显示在数据路径中检测到 NAT 设备后，VPN 通道端点如何在外部 IP 包头和 
IPSec 数据包的 ESP 包头之间插入一个附加的 UDP 包头。由于没有非 ESP 标记，接
收方可区分封装的 ESP 数据包和 ISAKMP 数据包并正确地多路分离 ESP 数据包。

图 63:  在 NAT 检测之前和之后的 IPSec ESP 数据包

UDP 校验和
所有 UDP 封包都包含一个 UDP 校验和，一个确保 UDP 封包没有传输错误的计算
值。安全设备不要求对 NAT-T 使用 UDP 校验和，因此，WebUI 和 CLI 将校验和作
为可选设置。即使如此，某些 NAT 设备仍要求校验和，所以您可能必须启用或禁
用此设置。在缺省情况下，当您启用 NAT-T 时也将同时包括 UDP 校验和。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如第 71 页上的“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或第 147 页上的“拨号虚拟
专用网”中所述的新通道网关的必要参数，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Enable NAT-Traversal: ( 选择 )
UDP Checksum: Enable

CLI

set ike gateway name nat-traversal udp-checksum
unset ike gateway name nat-traversal udp-checksum

Callouts

负荷

负荷

负荷

长度 校验和

源端口 ( 对于 IKE，为 4500) 目标端口 ( 对于 IKE，为 4500)

IP2
包头

TCP
包头

IP1
包头

ESP
包头

UDP
包头

本地网关将这些包头
添加到数据包中。

检测到 NAT 设备前的 IPSec ESP 数据包

由 IKE 网关发送的

IPSec 封包
由启动主机发送的

初始封包

检测到 NAT 设备后的 IPSec ESP 数据包

由 IKE 网关发送的
IPSec 封包

由启动主机发送的
初始封包

本地网关将这些包头
添加到数据包中。

TCP
包头

IP1
包头

ESP
包头

IP2
包头

UD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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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数据包
当 NAT 设备将 IP 地址分配给主机时，NAT 设备将确定在没有流量发生时这个新地
址可以保持有效的期限。例如，NAT 设备可能会使任何已生成的，保留 20 秒而未
使用的 IP 地址无效。因此，IPSec 参与者通常需要通过 NAT 设备发送定期激活封
包 (空的 UDP 封包 )，这样就不需要更改 NAT 映射，直到“阶段 1”和“阶段 2”
的 SA 过期。

发起方 / 响应方对称
当两个安全设备在没有 NAT 设备的情况下建立通道时，任一设备都可作为发起方
或响应方。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主机在 NAT 设备的后面，就不可能使此类发起方 /
响应方对称。每当 NAT 设备动态生成 IP 地址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图 64:  NAT 设备后面的具有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安全设备

在图 64 中，设备 -B 在位于 NAT 设备后面的子网中。如果 NAT 设备为从设备 -B 中
接收到的数据包生成新的源 IP 地址 ( 从 IP 地址池中动态提取 )，设备 -A 将无法明
确地识别出设备 -B。因此，设备 -A 不能成功地发起与设备 -B 之间的通道。设备 -A 
必须是响应方，设备 -B 必须是发起方，双方必须在 Aggressive mode ( 主动模式 ) 
下执行“阶段 1”协商。

但是，如果 NAT 设备使用映射 IP (MIP) 地址或其它一对一寻址方法生成新的 IP 地
址，设备 A 就可以明确地识别出设备 B。因此，设备 A 或设备 B 都可以是发起
方，而且双方都可以使用“阶段 1”的“主”模式或“主动”模式。

注意 : NAT 设备根据制造商和型号的不同，具有不同的会话超时间隔。确定 NAT 设备的
间隔以及在该间隔内设置激活频率值非常重要。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NAT
设备

设备 -B
主机 B
10.1.1.5

1.1.1.2501.2.1.1

通道

互联网设备 -A
主机 A

IP 地址池
1.2.1.2 - 1.2.1.50

注意 : 所描述的安全区段是通过
设备 -B 观察所得。

NAT 设备使用从其 IP 地址池提取的地址来转换
它从设备 -B 接收到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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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NAT 穿透
在图 65 中，某旅馆 LAN 周围的 NAT 设备将把一个地址分配给由 Jozef ( 参加会议
的销售员 ) 使用的 VPN 拨号客户端。Jozef 要想通过拨号 VPN 通道接入公司的 
LAN，就必须启用 NAT-T，以用于在安全设备上配置的远程网关 "jozef"，以及在 
VPN 拨号客户端配置的远程网关。您还必须启用安全设备使传输中包括 UDP 校验
和，以及将激活频率设置为 8 秒。

图 65:  启用 NAT 穿透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如第 4 章“站点到站点的
虚拟专用网”或第 5 章“拨号虚拟专用网”中所述的新通道网关的必要参数，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Enable NAT-Traversal: ( 选择 )
UDP Checksum: Enable
Keepalive Frequency: 8 Seconds (0~300 Sec)

CLI

set ike gateway jozef nat-traversal
set ike gateway jozef nat-traversal udp-checksum
set ike gateway jozef nat-traversal keepalive-frequency 8
save

注意 : 如果在充当响应方的安全设备上启用 NAT-T，并对其进行配置，以在“主”模式
下执行 IKE 协商，则该设备及其以下类型的所有对等方 (在相同外向接口上配置 ) 
都必须使用相同的“阶段 1”提议 ( 彼此以相同的顺序出现 )。

动态对等方 ( 具有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对等方 )
拨号 VPN 用户
NAT 设备后面具有静态 IP 地址的对等方

由于在 后两条消息之前，在“主”模式下与“阶段 1”协商时，不可能知道对
等方的身份，因此“阶段 1”提议必须完全相同，以便 IKE 协商能够继续。

在相同外向接口上，为上述其中一个对等方类型在“主”模式下配置 IKE 时，安
全设备将自动检查所有“阶段 1”提议是否都相同以及顺序是否相同。如果提议
不同，则安全设备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旅馆

互联网

VPN 通道

NAT 设备
安全设备

企业

VPN 拔号客户端

注意 : 通过 CLI 配置拨号 VPN 时，安全设备将自动启用“NAT 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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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KE ID 用于 NAT 穿透
当两个 VPN 网关在主模式下进行协商时，它们会交换 IP 地址以便相互识别并激活
通道。但如果通道任一端或两端的设备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则必须在通道两端
的设备上都配置 IKE ID ( 本地 ID 和对等 ID)。IKE ID 是保持静态的唯一标识符。
IKE ID 在配置 IKE 网关期间设置。您要配置 IKE ID 而不是远程 IP 地址。

如果没有 NAT-T，VPN 通道只需在本地端使用本地 ID 而在远程端使用对等 ID 即可
激活。但如果在主模式中通过证书将 NAT 穿透与动态 VPN 一起使用，则必须在 
VPN 通道两端都设置本地 ID 和对等 ID。下例显示了在 firewall1 和 firewall2 上配
置本地 ID 和对等 ID 的方法，这种配置可以使这两者相互识别并激活它们之间的
通道。

WebUI

在 firewall1 上，输入以下内容 : 

VPNs > AutoKey IKE Advanced> Gateway > New ( 输入以下内容并单击 
Advanced: 

Gateway Name: test_gw
Address/Hostname: 0.0.0.0
Peer-ID: firewall2

单击 Advanced 并输入以下内容 :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Local-ID: firewall1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0
Mode: Main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在 firewall2 上，输入以下内容 : 

VPNs > AutoKey IKE Advanced> Gateway > New ( 输入以下内容并单击 
Advanced: 

Gateway Name: gw_bap15_p1
Address/Hostname: 1.1.1.1
Peer-ID: firewall1

单击 Advanced 并输入以下内容 :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Local-ID: firewall2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0/0
Mode: Main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Cli

在 firewall1 上，输入以下内容 : 

set ike gateway test-gw address 0.0.0.0 id firewall2 main local-id firewall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oposal standard

在 firewall2 上，输入以下内容 : 

set ike gateway gw_bap15_p1 address 1.1.1.1 id firewall1 main local-id firewall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oposal standard
NAT 穿透 22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22
VPN 监控

为特定通道启用 VPN 监控时，安全设备在指定的时间间隔 ( 按秒配置 ) 内通过通道
发送 ICMP 回应请求 ( 或 "pings")，以监控通过通道的网络连接性能。

如果 ping 动作指出 VPN 监控状态已改变，则安全设备触发以下“简单网络管理协
议”(SNMP) 陷阱之一 : 

连接转为中断 : 通道的 VPN 监控处于连接状态时会发生此陷阱，但指定数目的
连续 ICMP 回应请求并不引起回复，并且没有其它任何内向 VPN 信息流。然
后，状态更改为中断。

中断转为连接 : 如果通道的 VPN 监控处于中断状态，而 ICMP 回应请求引起单
个响应，则状态更改为连接。只有在 ICMP 回应请求通过通道引起回复时禁用
了重定密钥选项并且“阶段 2”SA 仍处于活动状态，中断转为连接陷阱才会
发生。

可按每个 VPN 对象来应用 VPN 监控，而不必按每个 VPN 通道来应用。VPN 对象
是通过 set vpn 命令或相应的 WebUI 命令定义的。定义了一个 VPN 对象后，接下
来即可在一个或多个策略中引用它 (创建基于策略的 VPN)。由于 ScreenOS 从 VPN 
对象及其它策略参数中得到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因此单个 VPN 对象可以是多个 
VPN 通道中的一个元素。由于处在未启用优化的情况下，Juniper Networks 建议对 
IPSec VPN 通道应用 VPN 监控时的通道数量不要超过 100，因此了解 VPN 对象与 
VPN 通道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如果确定启用了优化，则对能够应用 VPN 监控的 
VPN 通道数量无任何限制。要了解有关优化选项的信息，请参阅第 223 页上的
“重定密钥和优化选项”。

注意 : 要改变 ping 时间间隔，可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set vpnmonitor interval number。
缺省值为 10 秒。

注意 : 要更改连续的未成功 ICMP 回应请求数的临界值，可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set vpnmonitor threshold number。缺省值为 10 个连续请求。

有关 VPN 监控提供的 SNMP 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4 页上的“SNMP VPN 
监控对象和陷阱”。

注意 : VPN 监控优化以单个对象为基础运行。可对所有 VPN 对象启用它，也可以只对
部分启用或对所有均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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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密钥和优化选项
如果启用重定密钥选项，则安全设备在完成通道配置后立即开始发送 ICMP 回应请
求，并一直发送下去。回应请求触发启动 IKE 协商以建立 VPN 通道，直到通道的 
VPN 监控处于连接状态。然后安全设备使用 ping 进行 VPN 监控。如果通道的 VPN 
监控状态从连接改变为中断，则安全设备为对等方禁用“阶段 2”安全联盟 (SA)。
安全设备按定义的时间间隔继续向其对等方发送回应请求，触发重新启动“IKE 阶
段 2”协商 ( 必要时，启动“阶段 1”协商 )，直到成功为止。此时，安全设备重新
激活“阶段 2”SA，生成新的密钥，并重新建立通道。在事件日志中会出现一条消
息，声明已成功完成重定密钥操作。

可使用重定密钥选项以确保“自动密钥 IKE”通道始终处于连接状态，要么监控远
程站点的设备，要么允许动态路由协议知道远程站点的路由并通过通道传送消息。
应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的另一个用途是，当多个 VPN 通道绑定到单个
通道接口时，自动填充下一跳跃通道绑定表 (NHTB 表 ) 和路由表。有关此 后一个
用途的范例，请参阅第 235 页上的“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如果禁用重定密钥选项，仅当使用用户生成的信息流激活通道时，安全设备才会执
行 VPN 监控。

在缺省情况下禁用 VPN 监控优化。如果启用 (set vpn name monitor optimized)，
则 VPN 监控行为更改如下 : 

安全设备将通过 VPN 通道的内向信息流视为 ICMP 回应回复。将内向信息流当
作 ICMP 回应回复的替代物时，可以减少在通过通道的信息流很大并且回应回
复不能通过时可能发生的错误警报。

如果同时存在通过 VPN 通道的内向和外向信息流，则安全设备完全抑制 VPN 
监控 ping。这样有助于减少网络流量。

尽管 VPN 监控优化提供了某些优点，但是应注意当优化选项激活时，VPN 监控不再
提供精确的 SNMP 统计信息，如  VPN 网络延迟时间。另外，如果使用 VPN 监控
跟踪通道远程端特定目标 IP 地址的可用性，则优化功能会生成令人误解的结果。

注意 : 如果安全设备是一个 DHCP 客户端，则不同地址的 DHCP 更新会使 IKE 重定密
钥。但是，同一地址的 DHCP 更新不会引发 IKE 重定密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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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接口和目标地址
在缺省情况下，VPN 监控功能将本地外向接口的 IP 地址用作源地址，将远程网关
的 IP 地址用作目标地址。如果远程对等方是拥有内部 IP 地址的 VPN 拨号客户端 
( 如 NetScreen-Remote)，则安全设备会自动检测内部地址，并将其用作目标地
址。VPN 客户端可以是拥有已分配的内部 IP 地址的 XAuth 用户，或拥有内部 IP 地
址的拨号 VPN 组的拨号 VPN 用户或成员。也可为 VPN 监控指定使用其它源和目标 
IP 地址，主要用于在 VPN 通道的另一端不是安全设备时为 VPN 监控提供支持。

由于 VPN 监控在本地和远程站点独立操作，因此在通道一端的设备上配置的源地
址不必是在另一端的设备上配置的目标地址。实际上，可以在通道的两端或仅在
一端启用 VPN 监控。

图 66:  用于 VPN 监控的源和目标地址

Untrust 区段Trust 区段

设备 -BVPN 通道

 源地址 : 
外向接口

注意 : 设备 -A 需要一个策略，允许从 Trust 到 Untrust 区段的 ping 信息流。

从 Trust 区段接口到 
NetScreen-Remote 的设备 -A 
ping。 NetScreen-Remote 需要
一个策略，允许来自远程网
关之外的地址 ( 即，来自设
备 -A 的 Untrust 区段接口之外 ) 
的入站 ICMP 信息流。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目标地址 : 
远程网关

设备 -A

设备 -A

设备 -A

Un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VPN 通道

VPN 通道

LAN

LAN

LAN

LAN

注意 : 设备 -A 需要一个策略，允许从 Trust 到 Untrust 区段的 ping 信息流。

设备 -A -> 设备 -B

设备 -A -> NetScreen-Remote

设备 -A -> 第三方 VPN 终端连接器

从外向接口到远程网关 ( 即，
从设备 -A 上的 Untrust 区段接
口到设备 -B 上的 Untrust 区段
接口 ) 的设备 -A ping。

( 缺省行为 )

从 Trust 区段接口到远程网关
之外的设备的设备 -A ping。
如果远程对等方不响应 
ping ，但支持允许入站 ping 
信息流的策略，此操作可能
是必要的。

目标地址 : 
NetScreen-Remote

 目标地址 : 
FTP 服务器

 源地址 : 
Trust 区段接口

 源地址 : 
Trust 区段接口

第三方
VPN 终端连接器

注意 : 如果通道的另一端是可通过 XAuth 来接收地址的 NetScreen-Remote VPN 客户
端，则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 XAuth 分配的 IP 地址用作目标地址，进行 VPN 
监控。有关 XAuth 的信息，请参阅第 9-65 页上的“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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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注意事项
必须在发送设备上创建一个策略，在下列情况下允许来自包含源接口的区段的 
ping 通过 VPN 通道到达包含目标地址的区段 : 

源接口位于与目标地址不同的区段中

源接口与目标地址在相同的区段中，并且启用了内部区段阻塞

同样，必须在接收设备上创建一个策略，在下列情况下允许来自包含源地址的区段
的 ping 通过 VPN 通道到达包含目标地址的区段 : 

目标地址位于与源地址不同的区段中

目标地址与源地址在相同的区段中，并且启用了内部区段阻塞

配置 VPN 监控功能
要启用 VPN 监控，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VPN，单击 Advanced，输入下列信息，单
击 Return 以返回基本 VPN 配置页，然后单击 OK: 

VPN Monitor: 选择以启用对此 VPN 通道的 VPN 监控。

Source Interfac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接口。如果选择 default，安全设备将
使用外向接口。

Destination IP: 输入目标 IP 地址。如果不输入任何内容，安全设备将使用
远程网关 IP 地址。

Rekey: 如果希望安全设备在通道状态从连接改变为中断时尝试“IKE 阶段 
2”协商 ( 必要时尝试“IKE 阶段 1”协商 )，请选择此选项。选定此选项
后，安全设备尝试 IKE 协商以建立通道，并在完成配置通道后立即开始 
VPN 监控。

如果不希望安全设备在通道状态从连接改变为中断时尝试“IKE 阶段 
2”协商，请清除此选项。禁用重定密钥选项时，VPN 监控在用户生
成的信息流触发 IKE 协商之后开始，并在通道状态从连接改变为中断
时停止。

注意 : 如果接收设备是不响应 ICMP 回应请求的第三方产品，请将目标更改为会响应的
远程对等方 LAN 中的内部主机。远程对等方的防火墙必须具有策略，允许 ICMP 
回应请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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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

VPNs > Manual Key > New: 配置 VPN，单击 Advanced，输入下列信息，单
击 Return 以返回基本 VPN 配置页，然后单击 OK: 

VPN Monitor: 选择以启用对此 VPN 通道的 VPN 监控。

Source Interfac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接口。如果选择 default，安全设备将
使用外向接口。

Destination IP: 输入目标 IP 地址。如果不输入任何内容，安全设备将使用
远程网关 IP 地址。

CLI

set vpnmonitor frequency number
set vpnmonitor threshold number
set vpn name_str monitor [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 [ destination-ip ip_addr ] ] 

[optimized] [ rekey ]
save

在本例中，将在两台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之间配置“自动密钥 IKE VPN”
通道。在设备 A 上，设置从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到设备 -B 上的 Trust 区段
接口 (10.2.1.1/24) 的 VPN 监控。在设备 -B 上，设置从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到设备 -A 后面的企业内部网服务器 (10.1.1.5) 的 VPN 监控。

注意 : VPN 监控频率以秒为单位。缺省设置间隔为 10 秒。

VPN 监控临界值数是连续的成功或未成功 ICMP 回应请求数，它确定了通过 VPN 
通道是否可到达远程网关。缺省临界值是 10 个连续的成功 ICMP 回应请求或 10 个
连续的未成功 ICMP 回应请求。

如果不选择源接口，安全设备使用外向接口作为缺省接口。

如果不选择目标 IP 地址，NetScreen 设备将使用远程网关的 IP 地址。

重定密钥选项不适用于“手动密钥 VPN”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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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台设备的 ping 操作都从 Trust 区段中的接口到 Untrust 区段中的地址，因此 
VPN 通道两端的 admin 必须定义策略，允许 ping 在区段间传递。

设备 -A 设备 -B

区段和接口

ethernet1

Zone: Trust

IP address: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ethernet3

Zone: Untrust

IP address: 1.1.1.1/24

ethernet1

Zone: Trust

IP address: 10.2.1.1/24

Interface mode: NAT

ethernet3

Zone: Untrust

IP address: 2.2.2.2/24

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 通道参数

第 1 阶段

Gateway name: gw1

Gateway static IP address: 2.2.2.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1

Preshared Key: Ti82g4aX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Mode: Main

第 2 阶段

VPN tunnel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2

VPN Monitoring: src = ethernet1; dst = 
10.2.1.1

Bound to interface: tunnel.1

1.Compatible 的“阶段 1”安全级别包括以下提议 : pre-g2-3des-sha、pre-g2-3des-md5、
pre-g2-des-sha 和 pre-g2-des-md5。

2.Compatible 的“阶段 2”安全级别包括以下提议 : nopfs-esp-3des-sha、nopfs-esp-3des-md5、
nopfs-esp-des-sha 和 nopfs-esp-des-md5。

第 1 阶段

Gateway name: gw1

Gateway static IP address: 1.1.1.1

Proposals: Compatible

Preshared Key: Ti82g4aX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Mode: Main

第 2 阶段

VPN tunnel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VPN Monitoring: src = ethernet1; dst = 
10.1.1.5

Bound to interface: tunnel.1

设备 -A 设备 -B

路由

通往 0.0.0.0/0，使用 ethernet3，网关为 
1.1.1.250

通往 10.2.1.0/24，使用 tunnel.1，无网关

(Null 路由 - 如果 tunnel.1 中断则将信息流丢
弃在 10.2.1.0/24) 通往 10.2.1.0/24，使用 Null 
接口，度量值 : 10

通往 0.0.0.0/0，使用 ethernet3，网关为 
2.2.2.250

通往 10.1.1.0/24，使用 tunnel.1，无网关

(Null 路由 - 如果 tunnel.1 中断则将信息流丢弃
在 10.1.1.0/24) 通往 10.1.1.0/24，使用 Null 
接口，度量值 : 10

注意 : 由于本例中两个 VPN 终端连接器都是安全设备，因此可使用缺省源和目标地址
进行 VPN 监控。本例所包括的其它选项用途，仅为了说明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
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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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Tunnel IF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emote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Ti82g4aX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VPN 监控



第 7 章 : 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1.0/24
Service: ANY
VPN Monitor: ( 选择 )
Source 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 IP: 10.2.1.1
Rekey: ( 清除 )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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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Tunnel IF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emote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VPN 监控



第 7 章 : 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Ti82g4aX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1.0/24
Remote IP/Netmask: 10.1.1.0/24
Service: ANY
VPN Monitor: ( 选择 )
Source 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 IP: 10.1.1.5
Rekey: ( 清除 )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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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Remote_LAN 10.2.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Ti82g4aX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1.1.0/24 remote-ip 10.2.1.0/24 any
set vpn vpn1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1.1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Remote_LAN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mote_LAN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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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LAN 10.2.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Remote_LAN 10.1.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Ti82g4aX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2.1.0/24 remote-ip 10.1.1.0/24 any
set vpn vpn1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1.1.5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Trust_LAN Remote_LAN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mote_LAN Trust_LAN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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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VPN 监控对象和陷阱
ScreenOS 可以使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VPN 监控对象和陷阱来确定有效 
VPN 的状态和条件。VPN 监控 MIB 时，将记录每个 ICMP 回应请求是否引发回复、
连续的平均成功回复、回复等待时间以及 后 30 次尝试的平均回复等待时间。

若在“自动密钥 IKE”或“手动密钥 VPN”通道中启用 VPN 监控功能，安全设备
就能激活其 SNMP VPN 监控对象，这些对象包含以下数据 : 

活动 VPN 会话总数

每个会话的开始时间

每个会话的“安全联盟”(SA) 元素 : 

ESP ( 封装安全性负荷 ) 加密 (DES 或 3DES) 和认证算法 (MD5 或 SHA-1) 
类型

AH 算法类型 (MD5 或 SHA-1)

密钥交换协议 (“自动密钥 IKE”或“手动密钥”)

阶段 1 认证方法 ( 预共享密钥或证书 )

VPN 类型 ( 拨号或对等连接 )

对等方及本地网关 IP 地址

对等方及本地网关 ID

安全参数索引 (SPI) 号

会话状态参数

VPN 监控状态 ( 连接或中断 )

通道状态 ( 连接或中断 )

阶段 1 和 2 状态 ( 非活动或活动 )

阶段 1 和 2 生存期 ( 重定密钥前的秒数；阶段 2 生存期也用重定密钥前
剩余的字节数进行报告 )

注意 : 为使 SNMP 管理器应用程序能识别 VPN 监控 MIB ( 管理信息库 )，必须将 
ScreenOS 专用的 MIB 扩展文件导入到应用程序中。可在随安全设备发运的文档 
CD 中找到 MIB 扩展文件。
VPN 监控



第 7 章 : 高级虚拟专用网功能
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可将多个 IPSec VPN 通道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要将特定目标链接到绑定至同一通
道接口的若干 VPN 通道中的一个通道，安全设备使用两个表 : 路由表和下一跳跃
通道绑定 (NHTB) 表。安全设备将路由表条目中指定的下一跳跃网关 IP 地址映射到 
NHTB 表中指定的特定 VPN 通道。利用此技术，单个通道接口可支持多个 VPN 通
道。( 请参阅第 236 页上的“路由到通道的映射”。)

图 67:  绑定到多个通道的一个通道接口

VPN 通道的 大数量，不是由可创建的通道接口的数量加以限制，而是由路由表
容量或专用 VPN 通道所允许的 大数量加以限制 ( 以数量较少者为准 )。例如，如
果安全设备支持 4000 个路由和 1000 个专用 VPN 通道，则可创建 1000 个 VPN 通
道，并将它们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如果安全设备支持 8192 个路由和 10,000 个
专用 VPN 通道，则可创建 8000 多个 VPN 通道，并将它们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
要查看安全设备的 大路由容量和通道容量，请参阅相关的产品数据表。

通往多个远程对等方的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所有通道共享同一个
通道接口。

本地安全设备

对于通过单个通道接口发送到路由表或 VPN 通道容量 多可支持的 VPN 通道 
( 以数量较少者为准 ) 的 VPN 信息流，安全设备可以进行分类。

注意 : 如果路由表容量是限制因素，则必须减去由安全区段接口自动生成的路由及其它
任何静态路由 ( 如通往缺省网关的路由 )，这些路由可能需要通过适用于基于路由
的 VPN 通道的总数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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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到通道的映射
为了对绑定到相同通道接口的多个 VPN 通道中的信息流进行分类，安全设备将路
由中指定的下一跳跃网关 IP 地址映射到特定 VPN 通道名称。路由表条目到 NHTB 
表条目的映射如下所示。在图 68 中，本地安全设备先后通过 tunnel.1 接口和 
vpn2 路由从 10.2.1.5 发送到 10.1.1.5 的信息流。

图 68:  路由表和下一跳跃通道绑定 (NHTB) 表

安全设备将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IP 地址用作网关和下一跳跃 IP 地址。可手动输
入路由，也可通过动态路由协议输入，该路由将把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IP 地址自动
引用为路由表中的网关。还必须在 NHTB 表中输入与下一跳跃相同的 IP 地址，以
及相应的 VPN 通道名称。此外，有两种选择 : 可手动输入，或者在“阶段 2”协商
期间，让安全设备从远程对等方获取并自动输入。

安全设备将路由表条目中的网关 IP 地址和 NHTB 表条目中的下一跳跃 IP 地址用作
通用元素，将通道接口与相应的 VPN 通道链接。然后，安全设备即可用 NHTB 表
中指定的正确 VPN 通道，引导目的地为路由中指定的 IP 前缀的信息流。

具有多个绑定到 
tunnel.1 接口的通道的
本地安全设备

远程 VPN 对等方 ( 具有动态分配的外部 
IP 地址和固定的通道接口 IP 地址 ) 及其
受保护的 LAN

Trust 区段 LAN

tunnel.1
vpn2

vpn1

vpn3

路由表 下一跳跃通道绑定表

可采用动态路由协议 [ 如边界网关协议 (BGP)] 来自动传送
路由表，也可手动输入这些路由。网关的 IP 地址是远程
对等方站点的通道接口的地址。

在 “阶段 2”协商过程中，两个 IKE 对等方交换通道
接口地址，并自动输入这些下一跳跃到通道的绑定。
另外，也可手动输入这些绑定。下一跳跃 IP 地址是
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IP 地址。

在上述条目中，路由表中网关的 IP 地址 ( 也是 NHTB 表中下一跳跃 IP 地址 ) 是远程对等方站点的通道接口。此 IP 地址将
路由 ( 随后将路由中指定的通道接口 ) 链接到目的地为指定 IP 前缀的信息流的特定 VPN 通道。

10.2.1.5

10.2.0.0/16

10.1.1.1

10.1.0.0/24

10.1.3.1

10.1.2.0/24

10.1.1.5

ID IP 前缀 (Dst) 接口 网关

1 

2

3

10.1.0.0/24

10.1.2.0/24 

tunnel.1

tunnel.1

10.1.1.1 

10.1.3.1 

下一跳跃 VPN 标志

10.1.1.1 vpn1 static

static

10.1.3.1 vpn3 static

10.1.1.0/24

10.1.2.1

10.1.1.0/24 tunnel.1 10.1.2.1 10.1.2.1 vp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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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对等方的地址
所有通过基于路由的 VPN 而到达的远程对等方的内部寻址方案彼此必须唯一。要
实现此目的，一种方法是让每个远程对等方都执行源和目标地址的网络地址转换 
(NAT)。另外，通道接口 IP 地址在所有远程对等方中也必须唯一。如果要与大量的
远程站点相连，则寻址方案是必要的。以下是针对 多 1000 个 VPN 通道的一个
可能的寻址方案 : 

本地安全设备上的通道接口是 10.0.0.1/24。在所有远程主机上，都有一个带 IP 地址
的通道接口，它以网关 / 下一跳跃 IP 地址的形式出现在本地路由表和 NHTB 表中。

有关说明绑定到具有地址转换的单个通道接口的多个通道的范例，请参阅第 240 
页上的“在重叠子网的通道接口上设置 VPN”。

本地路由表中的目标 本地通道接口
网关 / 下一跳跃
( 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 VPN 通道

10.0.3.0/24 tunnel.1 10.0.2.1/24 vpn1

10.0.5.0/24 tunnel.1 10.0.4.1/24 vpn2

10.0.7.0/24 tunnel.1 10.0.6.1/24 vpn3

… … … …

10.0.251.0/24 tunnel.1 10.0.250.1/24 vpn125

10.1.3.0/24 tunnel.1 10.1.2.1/24 vpn126

10.1.5.0/24 tunnel.1 10.1.4.1/24 vpn127

10.1.7.0/24 tunnel.1 10.1.6.1/24 vpn128

… … … …

10.1.251.0/24 tunnel.1 10.1.250.1/24 vpn250

10.2.3.0/24 tunnel.1 10.2.2.1/24 vpn251

… … … …

10.2.251.0/24 tunnel.1 10.2.250.1/24 vpn375

… … … …

10.7.3.0/24 tunnel.1 10.7.2.1/24 vpn876

… … … …

10.7.251.0/24 tunnel.1 10.7.250.1/24 vp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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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绑定到具有地址转换的单个通道接口的多个通道

手动和自动表条目
可在 NHTB 和路由表中手动创建条目。也可自动填充 NHTB 和路由表。对于绑定
到单个通道接口的少数通道，手动方法比较好。对于大量的通道，自动方法可以减
少管理设置和维护，因为当通道或接口在中心站点的通道接口上不可用时，路由会
动态自我调整。

手动表条目

可将 VPN 通道手动映射到下一跳跃通道绑定 (NHTB) 表中远程对等方通道接口的 
IP 地址。首先，必须联系远程 admin，获悉用于该通道端通道接口的 IP 地址。然
后，可使用以下命令将该地址与 NHTB 表中的 VPN 通道名称相关联 : 

set interface tunnel.1 nhtb peer's_tunnel_interface_addr vpn name_str

此后，可在路由表中输入静态路由，路由表将该通道接口 IP 地址用作网关。可通
过 WebUI 或以下 CLI 命令输入路由 : 

set vrouter name_str route dst_addr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peer's_tunnel_interface_addr

自动表条目

要自动填充 NHTB 和路由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所有绑定到单个本地通道接口的 VPN 通道的远程对等方必须是运行 ScreenOS 
5.0.0 或更高版本的安全设备。

每个远程对等方必须将其通道绑定到通道接口，并且该接口在所有对等方通道
接口地址中必须具有唯一的 IP 地址。

在每个 VPN 通道的两端，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或启用每个远
程网关的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接选项。

本地和远程对等方必须拥有在连接通道接口时启用的动态路由协议的实例。

本地安全设备及其所有对等
方都对入站 VPN 信息流执行
具有 IP 变换的 NAT-dst，对出
站 VPN 信息流执行来自具有
端口转换的出口通道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IF 10.0.2.1/24
NAT-dst 10.0.3.1 -> 
内部 IP 地址

10.0.4.1/24
NAT-dst 10.0.5.1 -> 
内部 IP 地址

10.0.6.1/24
NAT-dst 10.0.7.1 -> 
内部 IP 地址

10.1.1.1/24
NAT-dst 10.1.2.1 -> 
内部 IP 地址

10.6.2.1/24
NAT-dst 10.6.3.1 -> 
内部 IP 地址

10.7.250.1/24 
NAT-dst 10.7.251.1 -> 
内部 IP 地址

本地安全设备 
10.0.0.1/24
NAT-dst 10.0.1.1 -> 
内部 IP 地址

IF 10.0.2.1/24
NAT-dst 10.0.3.1 -> 
内部 IP 地址

vpn1

vpn2
vpn3

vpn251

vpn751

vp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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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可让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设置通道，而无需等
待用户发起的 VPN 信息流。在 VPN 通道两端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
之后，两台安全设备执行“阶段 1”和“阶段 2”IKE 协商以建立通道。(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222 页上的“VPN 监控”。)

在“阶段 2”协商期间，安全设备互相交换通道接口 IP 地址。然后，每个 IKE 模
块都可在 NHTB 表中自动输入通道接口 IP 地址及其相应的 VPN 通道名称。

要使本地安全设备在其路由表中自动输入通往远程目标的路由，必须在本地和远程
通道接口上启用 BGP 实例。基本步骤如下 : 

1. 在虚拟路由器上创建 BGP 路由实例，该路由器包含已绑定多个 VPN 通道的通
道接口。

2. 在虚拟路由器上启用路由实例。

3. 在通向 BGP 对等方的通道接口上启用路由实例。

远程对等方也执行这些步骤。

在本地 ( 或中心 ) 设备上，也必须定义通往每个对等方通道接口 IP 地址的缺省路由
和静态路由。中心设备需要通往对等方通道接口的静态路由，以便首先通过正确的 
VPN 通道到达 BGP 邻接设备。

建立通信之后，BGP 邻接设备交换路由信息，这样他们可以自动填充路由表。两
个对等方在它们之间建立 VPN 通道后，远程对等方即可向 ( 从 ) 本地设备发送 ( 接
收 ) 路由信息。本地安全设备上的动态路由实例通过本地通道接口获悉到对等方的
路由后，即可将作为网关的远程对等方通道接口的 IP 地址加入路由。

有关说明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 ( 其中“中心”设备自动填充 NHTB 和路由表 ) 的多
个通道的范例，请参阅第 258 页上的“绑定自动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

注意 : 在通道接口上运行动态路由协议时，即使不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
号重新连接选项的 VPN 监控，由协议生成的信息流也会触发 IKE 协商。我们仍建
议不要依赖动态路由信息流来触发 IKE 协商。而是要使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接选项的 VPN 监控。

对于“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在本地对等方的通道接口上启用路由协议
之前，必须将该接口配置为“点对多点”接口。

对于具有动态分配的外部 IP 地址或具有映射到动态 IP 地址的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的远程对等方，他们必须首先发起 IKE 协商。但是，由于本地安全设备
上的“阶段 2”SA 缓存远程对等方的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因此任何一个对等方
都可以重新发起 IKE 协商，重新建立 VPN 监控状态已从连接改变为中断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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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叠子网的通道接口上设置 VPN
在本例中，将三个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 (vpn1、vpn2 和 vpn3) 
绑定到单个通道接口 (tunnel.1)。通道从设备 -A 通向三个远程对等方 (peer1、
peer2 和 peer3)。在设备 -A 上，为三个对等方手动添加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
要查看提供自动填充路由表和 NHTB 表方法的配置，请参阅第 258 页上的“绑定
自动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

图 70:  绑定到三个 VPN 通道的 Tunnel.1 接口

每个通道两端的 VPN 通道配置都使用以下参数 : 

AutoKey IKE

每个对等方的预共享密钥 : 

peer1 使用 "netscreen1"

peer2 使用 "netscreen2"

peer3 使用 "netscreen3"

与“阶段 1”和“阶段 2”提议都 "Compatible" 的预定义安全级别。( 有关这
些提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通道协商”。)

每台设备上的所有安全区段和接口都在该设备的 trust-vr 虚拟路由域中。

本例对每个 LAN 都使用相同的地址空间 (10.1.1.0/24)，说明如何使用源和目标网
络地址转换 (NAT-src 和 NAT-dst) 来解决 IPSec 对等方之间的寻址冲突。有关 
NAT-src 和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

ethernet3ethernet3
1.1.1.1/241.1.1.1/24

external routerexternal router
1.1.1.2501.1.1.250

Untrust 区段

设备 -A
vpn1 LAN

vpn2

vpn3

peer1

peer2

peer3
LAN

LAN
tunnel.1

10.0.0.1/30
DIP 池 5: 

10.0.0.2 - 10.0.0.2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设备 -A 的 Trust 区段未显示。

vpn1
IKE gateway: peer1, 2.2.2.2

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 10.0.2.1

vpn3
IKE gateway: peer3, 4.4.4.4

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 10.0.6.1

vpn2
IKE gateway: peer2, 3.3.3.3

远程对等方的
通道接口 : 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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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0.0.1/3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0.0.2 ~ 10.0.0.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eer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0.0/16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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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eer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eer2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3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eer3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4.4.4.4
Preshared Key: netscreen3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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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2.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2.2/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2.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5.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4.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4.2/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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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7.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6.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6.2/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10.0.6.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NHTB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dd: 

New Next Hop Entry: 
IP Address: 10.0.2.1
VPN: vpn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NHTB: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dd: 

New Next Hop Entry: 
IP Address: 10.0.4.1
VPN: vpn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NHTB: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dd: 

New Next Hop Entry: 
IP Address: 10.0.6.1
VPN: vpn3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 选择 ), peers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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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0.0.0.2-10.0.0.2)/X-late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eer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1.0 - 10.1.1.254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1/30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 5 10.0.0.2 10.0.0.2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orp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oda1 10.0.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eers 10.0.0.0/16

3. VPN
set ike gateway peer1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peer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ike gateway peer2 address 3.3.3.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peer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ike gateway peer3 address 4.4.4.4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3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3 gateway peer3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3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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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1.0/24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3.0/24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2.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2.2/32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2.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5.0/24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4.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4.2/32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4.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7.0/24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6.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6.2/32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10.0.6.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16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
set interface tunnel.1 nhtb 10.0.2.1 vpn vpn1
set interface tunnel.1 nhtb 10.0.4.1 vpn vpn2
set interface tunnel.1 nhtb 10.0.6.1 vpn vpn3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rp peers any nat src dip-id 5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eers oda1 any nat dst ip 10.1.1.0 10.1.1.254 

permit
save

Peer1

以下配置 ( 如图 71 中所示 ) 是创建到企业站点设备 -A 的 VPN 通道时，peer1 站点
安全设备的远程 admin 必须输入的内容。由于内部地址与企业 LAN 的地址 
10.1.1.0/24 在相同的地址空间，因此远程 admin 配置安全设备，以执行源和目标 
NAT (NAT-src 和 NAT-dst)。peer1 通过 VPN1 将信息流发送到设备 -A 时，使用 DIP 
池 6 执行 NAT-src ，以将所有内部源地址转换为 10.0.2.2。peer1 在从设备 -A 发送
来的 VPN 信息流上执行 NAT-dst，使用生效的地址变换将地址从 10.0.3.0/24 转换
为 10.1.1.0/24。

图 71:  执行 NAT-Dst 的 Peer1

Untrust 区段 Peer1

LAN
10.1.1.0/24

ethernet1
10.1.1.1/24

NAT-dst 从
10.0.3.0 - 10.0.3.255

到
10.1.1.0 - 10.1.1.255
使用地址变换

来自设备 -A 的 
vpn1

NAT-dst 范围
10.0.3.0 - 10.0.3.255

ethernet3
2.2.2.2/24

外部路由器
2.2.2.250

Trust 区段

tunnel.10
10.0.2.1/30
DIP 池 6 

10.0.2.2 - 10.0.2.2

注意 : 有关 NAT-src 和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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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eer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0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0.2.1/3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0)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6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0.2.2 ~ 10.0.2.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3.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1.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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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r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0.2/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0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0.0/8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0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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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0.0/8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r_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2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1.0 - 10.1.1.254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_corp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6 (10.0.2.2-10.0.2.2)/X-late

CLI (Peer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0 ip 10.0.2.1/30
set interface tunnel.10 dip 6 10.0.2.2 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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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an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oda2 10.0.3.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_corp 10.0.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fr_corp 10.0.0.2/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0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3.0/24 interface ethernet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tunnel.10 metric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null metric 12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an to_corp any nat src dip-id 6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fr_corp oda2 any nat dst ip 10.1.1.0 10.1.1.254 

permit
save

Peer2

以下配置 ( 如图 72 中所示 ) 是创建到企业站点设备 -A 的 VPN 通道时，peer2 站点
安全设备的远程 admin 必须输入的内容。由于内部地址与企业 LAN 的地址 
10.1.1.0/24 在相同的地址空间，因此远程 admin 配置安全设备，以执行源和目标 
NAT (NAT-src 和 NAT-dst)。peer2 通过 VPN2 将信息流发送到设备 -A 时，使用 DIP 
池 7 执行 NAT-src ，以将所有内部源地址转换为 10.0.4.2。peer2 在从设备 -A 发送
来的 VPN 信息流上执行 NAT-dst，使用生效的地址变换将地址从 10.0.5.0/24 转换
为 10.1.1.0/24。

图 72:  Peer2

Untrust 区段 Peer2

LAN
10.1.1.0/24

tunnel.20
10.0.4.1/30
DIP 池 7 

10.0.4.2 - 10.0.4.2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3.3.3.3/24

外部路由器
3.3.3.250

来自设备 -A 
的 vpn2

NAT-dst 范围
10.0.5.0 - 10.0.5.255

NAT-dst 从
10.0.5.0 - 10.0.5.255

到
10.1.1.0 - 10.1.1.255
使用地址变换

注意 : 有关 NAT-src 和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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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eer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20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0.4.1/3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20)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7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0.4.2 ~ 10.0.4.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3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5.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1.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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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r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0.2/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0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3.3.3.25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5.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0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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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_corp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7 (10.0.4.2-10.0.4.2)/X-late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r_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3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1.0 - 10.1.1.254

CLI (Peer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tunnel.2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0 ip 10.0.4.1/30
set interface tunnel.20 dip 7 10.0.4.2 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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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an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oda3 10.0.5.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_corp 10.0.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fr_corp 10.0.0.2/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0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3.3.250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5.0/24 interface ethernet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tunnel.20 metric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null metric 12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an to_corp any nat src dip-id 7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fr_corp oda3 any nat dst ip 10.1.1.0 10.1.1.254 

permit
save

Peer3

以下配置 ( 如图 73 中所示 ) 是创建到企业站点设备 -A 的 VPN 通道时，peer3 站点
安全设备的远程 admin 必须输入的内容。由于内部地址与企业 LAN 的地址 
10.1.1.0/24 在相同的地址空间，因此远程 admin 配置安全设备，以执行源和目标 
NAT (NAT-src 和 NAT-dst)。peer3 通过 VPN3 将信息流发送到设备 -A 时，使用 DIP 
池 8 执行 NAT-src ，以将所有内部源地址转换为 10.0.6.2。peer3 在从设备 -A 发送
来的 VPN 信息流上执行 NAT-dst，使用生效的地址变换将地址从 10.0.7.0/24 转换
为 10.1.1.0/24。

图 73:  Peer3

Untrust 区段

Peer3

LAN
10.1.1.0/24

tunnel.30
10.0.6.1/30
DIP 池 8 

10.0.6.2 - 10.0.6.2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4.4.4.4/24

外部路由器
4.4.4.250

自设备 -A 
的 vpn2

NAT-dst 范围
10.0.7.0 - 10.0.7.255

NAT-dst 从
10.0.7.0 - 10.0.7.255

到
10.1.1.0 - 10.1.1.255
使用地址变换

注意 : 有关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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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Peer3)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4.4.4/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30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0.6.1/3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30)>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7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0.6.2 ~ 10.0.6.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4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7.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1.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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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r_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0.0.2/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3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3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30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4.4.4.25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7.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0.0/8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0
Gateway IP Address: 10.0.0.1
Metri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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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0.0.0/8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10.0.0.1
Metric: 1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_corp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8 (10.0.6.2-10.0.6.2)/X-late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r_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4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1.0 - 10.1.1.254

CLI (Peer3)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4.4.4.4/24
set interface tunnel.3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0 ip 10.0.6.1/30
set interface tunnel.30 dip 8 10.0.6.2 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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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an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oda4 10.0.7.0/24
set address untrust to_corp 10.0.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fr_corp 10.0.0.2/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3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3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30
set vpn vpn3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3.3.250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7.0/24 interface ethernet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tunnel.30 metric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0.0.0/8 interface null metric 12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an to_corp any nat src dip-id 8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fr_corp oda4 any nat dst ip 10.1.1.0 10.1.1.254 

permit
save

绑定自动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

在第 259 页上的图 74 中，将两个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 (vpn1、
vpn2) 绑定到企业站点的设备 -A 上的单个通道接口 (tunnel.1)。在已连接路由的后
面，每个远程对等方保护的网络都有多个路由。对等方利用“边界网关协议”
(BGP) 将路由传给设备 -A。本例允许 VPN 信息流从设备 -A 后面的企业站点到对等
方站点。

注意 : 在此例中，也可使用“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替代 BGP 作为路由协议。
有关 OSPF 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269 页上的“使用自动路由表条目的 
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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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自动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 ( 设备 -A)

每个通道两端的 VPN 通道配置都使用以下参数 : 自动密钥 IKE、预共享密钥 
(peer1: "netscreen1"、peer2: "netscreen2")、以及与阶段 1 和阶段 2 提议都 
"Compatible" 的预定义安全级别。( 有关这些提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
“通道协商”。)

通过配置以下两个功能，即可使设备 -A 自动填充 NHTB 表和路由表 : 

带有重定密钥选项 ( 或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接选项 ) 的 VPN 监控

tunnel.1 上的 BGP 动态路由

为“自动密钥 IKE VPN”通道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后，您和远程站
点的 admin 一旦完成对通道的配置，设备 -A 即建立与远程对等方的 VPN 连接。
设备不必等待用户生成的 VPN 信息流来执行 IKE 协商。在“阶段 2”协商期间，
安全设备交换通道接口 IP 地址，这样设备 -A 即可自动在 NHTB 表中生成 VPN 到
下一跳跃的映射。

重定密钥选项会确保当“阶段 1”和“阶段 2”生存期到期时，设备自动协商新密
钥的生成程序，而无须人员操作。实际上，启用重定密钥的 VPN 监控提供了一种
方法，使 VPN 通道连续保持连接状态，即使没有用户生成的信息流。这是很有必
要的，因此您和远程 admin 在通道两端创建并启用的 BGP 动态路由实例可以将路

Untrust 区段

peer1

设备 -A

vpn1
IKE gateway: peer1, 2.2.2.2

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 2.3.3.1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1.1.1/24

在对等方使用 BGP 发送这些
路由之前，每个对等方后面
的路由都不为设备 -A 所知。

设备 -A 上的 tunnel.1 接口被绑定到
两个 VPN 通道。

peer2

vpn1

vpn2tunnel.1
10.0.0.1/30

ethernet3
1.1.1.1/24

外部路由器
1.1.1.250

vpn2
IKE gateway: peer2, 3.3.3.3

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 : 3.4.4.1

注意 : 在通道接口上运行动态路由协议时，即使不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
号重新连接选项的 VPN 监控，由协议生成的信息流也会触发 IKE 协商。但 
Juniper Networks 仍建议不要依赖动态路由信息流来触发 IKE 协商。而是要使用
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接选项的 VPN 监控。

在通道接口上运行 BGP 时，即使不启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
接选项的 VPN 监控，BGP 生成的信息流也会触发 IKE 协商。但 Juniper Networks 
仍建议不要依赖 BGP 信息流来触发 IKE 协商。而是要使用带有重定密钥选项或 
IKE 心跳信号重新连接选项的 VPN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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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息发送给设备 -A，并且使用路由自动填充路由表。在用户生成的信息流需要
这些路由之前，设备 -A 需要使用这些路由来引导通过 VPN 通道的信息流。( 对等
方站点的 admin 仍需要通过各自站点的通道接口输入通往虚拟专用网其余部分的
单个静态路由。)

在设备 -A 上输入缺省路由和静态路由，以通过正确的 VPN 通道到达其 BGP 邻接
设备。每台设备上的所有安全区段和接口都在该设备的 trust-vr 虚拟路由域中。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0.0.1/30

2.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eer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 Monitor: ( 选择 )
Rekey: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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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eer2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 Monitor: ( 选择 )
Rekey: ( 选择 )

3. 静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2.3.3.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2.3.3.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3.4.4.1/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3.4.4.1

注意 : 在缺省设置保留 Source Interface 和 Destination IP 选项。有关这些选项的信息，
请参阅第 222 页上的“VPN 监控”。

注意 : 在缺省设置保留 Source Interface 和 Destination IP 选项。有关这些选项的信息，
请参阅第 222 页上的“VPN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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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Number ( 必需 ): 99
BGP Enabled: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BGP: 选中 Protocol BGP 复选
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99
Remote IP: 2.3.3.1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99
Remote IP: 3.4.4.1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1/30

2. VPN
set ike gateway peer1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peer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1 monitor rekey
set ike gateway peer2 address 3.3.3.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peer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2 monitor r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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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3.3.1/32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2.3.3.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4.4.1/32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2.4.4.1

4. 动态路由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99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bgp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bgp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2.3.3.1 remote-as 99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2.3.3.1 enable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3.4.4.1 remote-as 99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3.4.4.1 enable
device(trust-vr/bgp)->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Peer1

以下配置 ( 如第 263 页上的图 75 中所示 ) 是创建到企业站点设备 -A 的 VPN 通道
时，peer1 站点安全设备的远程 admin 必须输入的内容。远程 admin 配置安全设
备，以允许企业站点的入站信息流。他还配置安全设备，与通过 vpn1 到 BGP 邻接
设备的内部路由进行通信。

图 75:  Peer1

WebUI (Peer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3.4.1/24

ethernet3
2.2.2.2/24

外部路由器
2.2.2.250

Untrust 区段

来自设备 -A 
的 vpn2

tunnel.10
2.3.3.1/30

Peer1

ethernet1
2.3.4.1/24

2.3.4.0/24

Trust 区段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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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0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2.3.3.1/3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0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静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Metr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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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0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5. 动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Number ( 必需 ): 99
BGP Enabled: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0) > BGP: 选中 Protocol BGP 复选
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99
Remote IP: 10.0.0.1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CLI (Peer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2.3.4.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0 ip 2.3.3.1/30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 10.1.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0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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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0 metric 1

5. 动态路由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99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0 protocol bgp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bgp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0.0.0.1 remote-as 99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10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0.0.0.1 enable
device(trust-vr/bgp)->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 any any permit
save

Peer2

以下配置 ( 如图 76 中所示 ) 是创建到企业站点设备 -A 的 VPN 通道时，peer2 站点
安全设备的远程 admin 必须输入的内容。远程 admin 配置安全设备，以允许企业
站点的入站信息流。他还配置安全设备，与通过 vpn2 到 BGP 邻接设备的内部路由
进行通信。

图 76:  Peer2

WebUI (Peer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3.4.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ethernet3
3.3.3.3/24

外部路由器
3.3.3.250

Untrust 区段

来自设备 -A 
的 vpn2

tunnel.20
3.4.4.1/30

Peer2

ethernet1
3.4.5.1/24

3.4.5.0/24

Trust 区段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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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20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3.4.4.1/30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corp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0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静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3.3.3.250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0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Metr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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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Number ( 必需 ): 99
BGP Enabled: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20) > BGP: 选中 Protocol BGP 复选
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99
Remote IP: 10.0.0.1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2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CLI (Peer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3.4.5.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tunnel.2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0 ip 3.4.4.1/30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 10.1.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corp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20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3.3.250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20 metr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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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态路由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99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20 protocol bgp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bgp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0.0.0.1 remote-as 99 outgoing interface 

tunnel.20
device(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0.0.0.1 enable
device(trust-vr/bgp)->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 any any permit
save

使用自动路由表条目的 OSPF
也可使用 OSPF 来替代 BGP 动态路由，使对等方将路由信息传达给设备 -A。要允
许设备 -A 上的 tunnel.1 与其对等方形成 OSPF 邻接，必须将通道接口配置为“点
对多点”接口。每个设备的 OSPF 动态路由配置如下所示。

WebUI ( 设备 -A)

动态路由 (OSPF)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OSPF 
Instance: 选择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Apply。

Area > Configure ( 对于 area 0.0.0.0): 单击 << Add 将 tunnel.1 接口从 
Available Interface(s) 列表移动到 Selected Interface(s) 列表，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Bind to Area: ( 选择 ), 从下拉列表选择 0.0.0.0
Protocol OSPF: Enable
Link Type: Point-to-Multipoint ( 选择 )

CLI ( 设备 -A)

动态路由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link-type p2mp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ave

WebUI (Peer1)

动态路由 (OSPF)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OSPF 
Instance: 选择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Apply。

Area > Configure ( 对于 area 0.0.0.0): 单击 << Add 将 tunnel.1 接口从 
Available Interface(s) 列表移动到 Selected Interface(s) 列表，然后单击 
OK。
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26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7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Bind to Area: ( 选择 ), 从下拉列表选择 0.0.0.0
Protocol OSPF: Enable

CLI (Peer1)

动态路由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ave

WebUI (Peer2)

动态路由 (OSPF)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OSPF 
Instance: 选择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Apply。

Area > Configure ( 对于 area 0.0.0.0): 单击 << Add 将 tunnel.1 接口从 
Available Interface(s) 列表移动到 Selected Interface(s) 列表，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Bind to Area: ( 选择 ), 从下拉列表选择 0.0.0.0
Protocol OSPF: Enable

CLI (Peer2)

动态路由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
devic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device-> save

冗余 VPN 网关

冗余网关功能提供在站点到站点故障切换之中和之后 VPN 不间断连接的解决方
案。可以创建一个 VPN 组以提供一组冗余网关 ( 多四个 )，基于策略的站点到站
点或站点到站点动态对等方自动密钥 IKE IPSec VPN 通道可以连接到该冗余网关
上。当安全设备首次接收到与引用 VPN 组的策略相匹配的流量时，它执行具有该
组中所有成员的“阶段 1”和“阶段 2”IKE 协商。安全设备通过 VPN 通道将数据
发送到组中具有 高优先权的网关或“加权”网关。对于组中的其它所有网关，安
全设备保持“阶段 1”和“阶段 2”的 SA 并且通过经过这些通道发送 IKE 激活封
包使其保持激活状态。如果激活的 VPN 通道失败，此通道可以故障切换到组中具
有第二 高优先权的通道和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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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用于 VPN 通道故障切换的冗余 VPN 网关

VPN 组
VPN 组是 多四个目标远程网关的一组 VPN 通道配置。组中各通道的“阶段 1”
和“阶段 2”安全联盟 (SA) 参数可以不同或相同 ( 除了显然必须要不同的远程网关 
IP 地址 )。第 271 页上的图 78 中所示的 VPN 组具有唯一的 ID 号，并且组中的各
成员都被指定一个唯一的权重以识别其在要作为活动通道的优先队列中的位置。数
值 1 是 低的或 不优先的队。

图 78:  目标远程网关

注意 : VPN 组不支持 L2TP、IPSec 上的 L2TP、拨号、手动密钥或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类型。在“站点对站点动态对等方”配置中，监视 VPN 组的安全设备必须是动态
指定不可信 IP 地址，而 VPN 组成员的不可信 IP 地址必须是静态地址的设备。

此方案假设连接冗余网关后的站点，以便镜像所有站点主机中的数据。此外，每
个站点 ( 专用于高可用性 (HA)) 都具有一个在 HA 模式中运行的安全设备的冗余集
群。因此，VPN 故障切换临界值必须设置高于设备故障切换临界值，否则会发生
不必要的 VPN 故障切换。

VPN 组， ID 1
(VPN 故障切换后 )

VPN 组， ID 1
= 数据

= IKE 心跳信号

 

4

3

2

1

监控器

注意 : 在此图例中，底纹是各通道权重的象征。
通道越暗，其优先权越高。

VPN 组 1 重量

T

A

R

G

E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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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与 VPN 组成员进行通信，各成员之间也是监控器与目标的关系。监控设
备连续监控各目标设备的连通性和运行状态。监控器用来执行此操作的工具如下 : 

IKE 心跳信号

IKE 恢复尝试

这两种工具在下一部分介绍第 272 页上的“监控机制”。

监控机制
有两种机制来监控 VPN 组的成员以确定各成员终止 VPN 流量的能力 : 

IKE 心跳信号

IKE 恢复尝试

使用这两种工具，加上 TCP 应用程序故障切换选项 ( 请参阅第 275 页上的“TCP 
SYN 标记检查”)，安全设备可以检测何时需要 VPN 故障切换，以及不必中断 VPN 
设备而将流量切换到新通道。

IKE 心跳信号

IKE 心跳信号是 IKE 对等方在“阶段 1”安全联盟 (SA) 保护下互相发送的 hello 消
息，用以确认另一方的连通性和运行状态。例如，如果 device_m (“监控器”) 没
有接收到来自 device_t (“目标”) 指定数量的心跳信号 ( 缺省值是 5)，device_m 
就认为 device_t 已经中断。Device_m 将从 SA 高速缓存中清除相应的“阶段 1”
和“阶段 2”安全联盟 (SA)，并开始 IKE 恢复过程。( 请参阅第 274 页上的“IKE 
恢复过程”。) Device_t 也清除自己的 SA。

图 79:  在两个方向上流动的 IKE 心跳信号

要定义指定 VPN 通道的 IKE 心跳信号间隔和临界值 (缺省值是 5)，请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 用于要修改其 IKE 心跳信
号临界值的网关 ) > Advanced: 在 "Heartbeat Hello" 和 "Heartbeat 
Threshold" 字段中输入新值，然后单击 OK。

注意 : 监控器到目标关系不需要是单向的。监控设备也可能是 VPN 组的一个成员，也可
能是其它监控设备的目标。

注意 : 在 VPN 组中 VPN 通道两端的设备上必须启用 IKE 心跳信号功能。如果在 
device_m 上启用该功能，而在 device_t 上未启用，device_m 将禁止 IKE 心跳信
号传输，并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以下消息 : "Heartbeats have been disabled because 
the peer is not sending them."

“IKE 心跳信号”必须通过 VPN 通道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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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ke gateway name_str heartbeat hello number
set ike gateway name_str heartbeat threshold number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 是网络设备用来验证其它对等方设备当前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用的协议。

您可将 DPD 用作 IKE 心跳信号功能 ( 如上所述 ) 的备选方案。但不能同时使用这
两个功能。此外，IKE 心跳信号可以是一个影响设备中所配置的所有 IKE 网关的全
局性设置。IKE 心跳信号设置还可适用于仅影响单个网关的单个 IKE 网关环境。相
反，您只能在单个 IKE 网关环境中配置 DPD，而不能将其作为全局参数。

设备执行 DPD 验证的方法是 : 将加密的 IKE“阶段 1”通知负荷 (R-U-THERE) 发送
给对等方，然后等待对等方的 DPD 确认 (R-U-THERE-ACK)。当且仅当在指定的 
DPD 时间间隔内，设备未收到来自对等方的任何信息流时，设备会发送一个 
R-U-THERE 请求。如果启用 DPD 的设备在一个通道上收到信息流，它会针对该通
道重置其 R-U-THERE 计数器，然后开始一个新的时间间隔。如果在此时间间隔
内，设备收到来自对等方的 R-U-THERE-ACK，就会认为对等方处于活动状态。如
果在此时间间隔内，设备未收到 R-U-THERE-ACK 响应，则会认为对等方处于不工
作状态。

当设备认为对等方设备处于不工作状态时，它会删除对等方的“阶段 1”SA 和所
有“阶段 2”SA。

您可以通过 CLI 或 WebUI 配置下列 DPD 参数 : 

interval 参数指定 DPD 时间间隔。此时间间隔是在认为对等方处于不工作状态
之前设备所允许经过的时间量 ( 以秒表示 )。

always-send 参数指示设备发送 DPD 请求，而不管是否存在对等方的 IPSec 信
息流。

retry 参数指定在认为对等方处于不工作状态前发送 R-U-THERE 请求的 大次
数。对于 IKE 心跳信号配置，默认传输次数是 5 次，允许的重试范围为 1-128 
次。设置为零将禁用 DPD。

在下例中，将创建一个 DPD 时间间隔为五秒钟的网关。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通过输入下列值创建一个网
关，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our_gateway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jun9345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our_gateway): 输入以下值，然
后单击 OK。

Predefined: Standard ( 选择 )
DPD: 

Interv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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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ke gateway "our_gateway"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jun9345"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our_gateway" dpd interval 5

IKE 恢复过程

当安全监控设备确定目标设备已中断后，监控器将停止发送 IKE 心跳信号，并从
其 SA 高速缓存中清除该对等方的 SA。在定义的时间间隔后，监控器会尝试与失败
的对等方开始“阶段 1”协商。如果第一次尝试不成功，监控器将继续以固定时间
间隔尝试“阶段 1”协商，直到协商成功。

图 80:  重复的 IKE 阶段 1 协商尝试

要定义指定 VPN 通道的 IKE 恢复时间间隔 ( 小设置是 60 秒 )，请执行以下的任一
操作 :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 用于要修改其 IKE 重新连
接时间间隔的网关 ) > Advanced: 在 Heartbeat Reconnect 字段中输入秒
值，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ke gateway name_str heartbeat reconnect number

当具有 大权重的 VPN 组成员将通道故障切换到其它组成员，然后重新连接监控
设备时，该通道将自动故障切换回第一个成员。加权系统总是使组中 好的网关处
理 VPN 数据 ( 无论何时只要该网关可以执行此操作 )。

第 275 页上的图 81 介绍了当来自目标网关丢失的心跳信号超过故障临界值时，
VPN 组成员经历的过程。

...

...

...

...

...

...

目标

每 5 分钟尝试一次 
IKE 阶段 1 协商

监控器

Interval: 
5 分钟

(300 秒 )
尝试失败

尝试失败

尝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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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故障切换和即时恢复

TCP SYN 标记检查
要顺利发生 VPN 故障切换，必须进行 TCP 会话的处理。故障切换后，如果新的活
动网关在现有的 TCP 会话中接收到一个封包，新网关将把它作为新 TCP 会话中的
第一个封包处理，并检查是否在封包包头中设置了 SYN 标记。由于此封包确实是
现有会话的部分，因而它没有设置 SYN 标记。因此，新网关将拒绝此封包。启用 
TCP SYN 标记检查时，在发生故障切换后，所有 TCP 应用程序必须重新连接。

要解决此问题，您可以禁用 VPN 通道中 TCP 会话的 SYN 标记检查，如下所述 : 

WebUI

您不可以通过 WebUI 禁用 SYN 标记检查。

CLI

unset flow tcp-syn-check-in-tunnel

目标停止发送 IKE 心跳信号。

在两个方向上流动的 IKE 心跳信号。

VPN 上出现故障的监控器 ( 如果目标正在处理 VPN 数据 ) 将清除 
P1 和 P2 的 SA，并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尝试重新建立 VPN 通道。

目标启用 IKE 心跳信号，响应 P1 的发起信号。

IKE P1 和 P2 协商成功，备份通道，VPN 故障返回 
( 如果其权重比其它 VPN 组成员优先 )。

监控器 目标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启用 SYN 标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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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冗余 VPN 网关

在此例中，公司站点具有一个通往数据中心的 VPN 通道和通往备份数据中心的第
二通道。所有数据都通过这两个数据中心站点间的租用线连接被镜像。数据中心是
独立的，即使是在发生灾难性故障 ( 例如，整天的电源消耗或自然灾害 ) 时，也可
以提供连续的服务。

设备的位置和名称、物理接口及其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 IP 地址、各个安全设备
的 VPN 组 ID 和权重，如下所示 : 

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所有“站点到站点的自动密钥 IKE VPN”通
道都使用预先定义安全级别，对“阶段 1”和“阶段 2”提议都是 "Compatible"。
预共享密钥认证参与者。

图 82:  冗余 VPN 网关

WebUI (Monitor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0.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设备位置 设备名称
物理接口和 IP 地址
(Trust 区段 )

物理接口、IP 地址、缺省网关 
(Untrust 区段 ) VPN 组 ID 和权重

企业 Monitor1 ethernet1, 10.10.1.1/24 ethernet3, 1.1.1.1/24, (GW) 1.1.1.2 - -

数据中心 ( 主要的 ) Target1 ethernet1, 10.1.1.1/16 ethernet3, 2.2.2.1/24, (GW) 2.2.2.2 ID = 1，权重 = 2

数据中心 ( 备份 ) Target2 ethernet1, 10.1.1.1/16 ethernet3, 3.3.3.1/24, (GW) 3.3.3.2 ID = 1，权重 = 1

注意 : 两个数据中心站点的内部地址空间必须一致。

公司站点

10.10.1.0/24
Monitor1

Trust, ethernet1 
10.10.1.1/24

Untrust,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ethernet3 
2.2.2.1/24

Trust, ethernet1 
10.1.1.1/16

Target1

10.1.0.0/16
数据中心
主要站点

将数据从主要站点
镜像到备份站点的

租用线

数据中心
备份站点

Target2

Untrust, ethernet3 
3.3.3.1/24

Trust, ethernet1 
10.1.1.1/16

互联网

10.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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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n_trus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data_ct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0/16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VPN Group: 在 VPN Group ID 字段中输入 1，然
后单击 Add。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arget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 2.2.2.1
Preshared Key: SLi1yoo129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Heartbeat: 
Hello: 3 Seconds
Reconnect: 60 seconds
Threshold: 5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_target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arget1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VPN Group: VPN Group-1
We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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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arget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 3.3.3.1
Preshared Key: CMFwb7oN23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Heartbeat: 
Hello: 3 Seconds
Reconnect: 60 seconds
Threshold: 5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to_target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arget2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VPN Group: VPN Group-1
Weight: 1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untrust)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n_trus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ata_ctr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VPN: VPN Group-1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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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Target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16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n_trus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0/16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24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monitor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SLi1yoo129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Heartbeat: 
Hello: 3 Seconds
Reconnect: 0 seconds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monitor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moni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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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n_trus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monitor1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选择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WebUI (Target2)

CLI (Monitor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0.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in_trust 10.10.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data_ctr 10.1.0.0/16

3. VPN
set ike gateway target1 address 2.2.2.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SLi1yoo129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target1 heartbeat hello 3
set ike gateway target1 heartbeat reconnect 60
set ike gateway target1 heartbeat threshold 5
set vpn to_target1 gateway target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target2 address 3.3.3.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CMFwb7oN23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target2 heartbeat hello 3
set ike gateway target2 heartbeat reconnect 60
set ike gateway target2 heartbeat threshold 5
set vpn to_target2 gateway target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group id 1 vpn to_target1 weight 2
set vpn-group id 1 vpn to_target2 weight 1
unset flow tcp-syn-check-in-tunnel

注意 : 按照 Target1 配置步骤配置 Target2，但是须将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定义为 
3.3.3.1/24，缺省网关 IP 地址定义为 3.3.3.2，并使用 CMFwb7oN23 生成预共享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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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in_trust data_ctr any tunnel "vpn-group 1"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ata_ctr in_trust any tunnel "vpn-group 1"
save

CLI (Target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16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in_trust 10.1.0.0/16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 10.10.1.0/24

3. VPN
set ike gateway monitor1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SLi1yoo129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monitor1 heartbeat hello 3
set ike gateway monitor1 heartbeat threshold 5
set vpn to_monitor1 gateway monitor1 sec-level compatible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in_trust corp any tunnel vpn to_monitor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 in_trust any tunnel vpn to_monitor
save

CLI (Target2)

注意 : 按照 Target1 配置步骤配置 Target2，但是须将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定义为 
3.3.3.1/24，缺省网关 IP 地址定义为 3.3.3.2，并使用 CMFwb7oN23 生成预共享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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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背对背的 VPN

可在中心站点强制执行区段间策略，使流量能从一个 VPN 通道到达另一通道，方
法是将星型站点置于不同区段内。由于它们处于不同区段，在将流量从一个通道发
送到另一通道之前，位于网络中心处的安全设备必须执行策略查找。您可控制通过
星型站点间 VPN 通道的流量。此布置称为背对背 VPN。

图 83:  背对背的 VPN

以下为背对背 VPN 的几个优点 : 

可保持需要创建的 VPN 的数量。例如，周边站点 A 可链接到网络中心，以及
链接到周边站点 B、C、D…，但是，A 只需建立一个 VPN 通道。特别是对于
可同时使用 多十个 VPN 通道的 NetScreen-5XP 用户，可应用集中星型方
法，显著增加它们的 VPN 选项和功能。

位于中心设备的管理员 (admin) 能完全控制周边站点间的 VPN 流量。例如，

Admin 可能只允许 HTTP 流量从站点 A 流向站点 B，但允许任意类型的流
量从站点 B 流向站点 A。

Admin 可允许起始于 A 的流量到达 C，但拒绝起始于 C 的流量到达 A。

Admin 允许 A 处的特定主机连接整个 D 网络，而只允许 D 处的主机连接 
A 处的不同主机。

位于中心设备处的管理员能完全控制起始于所有周边网络的出站流量。在每个
周边站点，必须先有一个策略，引导所有出站流量通过星型 VPN，到达网络中
心。例如 :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tunnel vpn 
name_str ( 其中，name_str  定义从每个周边站点到达网络中心的特定 VPN 通
道 )。在网络中心，管理员能控制互联网访问、允许某些类型的流量 ( 如只允
许 HTTP)、在不符合需要的网站执行 URL 阻塞等等。

注意 : 也可选择启用内部区段阻塞，并定义内部区段策略，控制同一区段内两个通道接口
间的流量。

星型 A
X1 区段

VPN1

X2 区段

星型 B

VPN2

策略查找

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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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区域内的网络中心，并通过星型通道互联，允许一个区域内的星型站点
连接另一区域内的星型站点。

除了纽约中心站点处的安全设备对东京和巴黎办事处两个通道间发送的流量执行策
略检测以外，下例与第 288 页上的“集中星型 VPN”非常相似。将每个远程站点
置于不同区段，即可控制网络中心处的 VPN 流量。

东京 LAN 地址在用户定义的 X1 区段内，巴黎 LAN 地址在用户定义的 X2 区段内。
这两个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将 VPN1 通道绑定到 tunnel.1 接口，VPN2 通道绑定到 tunnel.2 接口。尽管没有为 
X1 和 X2 区段接口分配 IP 地址，但是却为两个通道接口分配了地址。这些接口的
路由自动出现在 Trust-VR 路由表中。将一个通道接口的 IP 地址置于同一目标子网
中，即可将流向这个子网的流量发送到该通道接口。

ethernet3 是外向接口，它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从图 84 中可以看出，两个通道
都终止于 Untrust 区段。但是，使用这两个通道的流量的终点位于 X1 和 X2 区
段。这两个通道使用“自动密钥 IKE”，并带有预共享密钥。选择与阶段 1 和阶段 
2 提议都 "Compatible" 的预定义安全级别。将 Untrust 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由
于通道是基于路由的 ( 即，正确的通道由路由确定，而不是由策略中指定的通道名
确定 )，Proxy ID 被包括在每个通道的配置中。

图 84:  具有两个路由选择域和多个安全区段的背对背 VPN

WebUI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Manage IP: 0.0.0.0

注意 : 要创建用户定义的区段，可能需要先获取区段软件密钥，并加载到安全设备上。

Trust-VR
路由域

纽约
外向接口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IP 123.1.1.1/24

缺省网关
IP 123.1.1.2

东京 ( 星型 ) 
110.1.1.1

巴黎 (星型 ) 
220.2.2.2

Untrust-VR 
路由域

东京 LAN 
10.10.1.0/24

巴黎 LAN 
10.20.1.0/24

接口 : 
tunnel.1 

10.10.1.2/24

接口 : 
tunnel.2 

10.20.1.2/24

纽约企业站点
( 网络中心 )

策略
查找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VPN1

VPN2

X1 区段

X2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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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X1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X2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23.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X1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0.1.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2
Zone (VR): X2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20.1.2/24

3. 东京办事处的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kyo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0.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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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20.1.0/24
Remote IP/Netmask: 10.10.1.0/24
Service: ANY

4. 巴黎办事处的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aris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0.2.2.2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0.10.1.0/24
Remote IP/Netmask: 10.20.1.0/24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23.1.1.2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VPN 通道，以保护东京和巴黎办事处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 基于路由的 VPN) 选中 Enable Proxy-ID 复选框，并为 Local IP 和 Netmask 输入 
10.10.1.0/24 ( 东京 ) 和 10.20.1.0/24 ( 巴黎 )，为 Remote IP 和 Netmask 输入 
10.20.1.0/24 ( 东京 ) 和 10.10.1.0/24 ( 巴黎 )。

( 基于策略的 VPN) 在 Trust 区段通讯簿中生成 10.10.1.0/24 ( 东京 ) 和 
10.20.1.0/24 ( 巴黎 ) 的条目，在 Untrust 区段通讯簿生成 10.20.1.0/24 ( 东京 ) 和 
10.10.1.0/24 ( 巴黎 ) 的条目。将这些地址用作策略中的源和目标地址，该策略将 
VPN 通道引用到中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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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 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0.1.0/24
Zone: X1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 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0.1.0/24
Zone: X2

7. 策略

Policy > (From: X1, To: X2)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 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 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y > (From: X2, To: X1)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 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 LAN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set zone untrust block
set zone name x1
set zone x1 vrouter trust-vr
set zone x1 block
set zone name x2
set zone x2 vrouter trust-vr
set zone x2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23.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x1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2/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x2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1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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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京办事处的 VPN
set ike gateway Tokyo address 110.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20.1.0/24 remote-ip 10.10.1.0/24 any

4. 巴黎办事处的 VPN
set ike gateway Paris address 220.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10.10.1.0/24 remote-ip 10.20.1.0/24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23.1.1.2

6. 地址
set address x1 "Tokyo LAN" 10.10.1.0/24
set address x2 "Paris LAN" 10.20.1.0/24

7.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x1 to x2 "Tokyo LAN" "Paris LAN"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x2 to x1 "Paris LAN" "Tokyo LAN" any permit
save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VPN 通道，以保护东京和巴黎办事处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 基于路由的 VPN) 输入以下命令 :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20.1.0/24 
remote-ip 10.10.1.0/24 ( 东京 ) 和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10.10.1.0/24 
remote-ip 10.20.1.0/24 ( 巴黎 )。

( 基于策略的 VPN) 在 Trust 区段通讯簿中生成 10.10.1.0/24 ( 东京 ) 和 
10.20.1.0/24 ( 巴黎 ) 的条目，在 Untrust 区段通讯簿生成 10.20.1.0/24 ( 东京 ) 和 
10.10.1.0/24 ( 巴黎 ) 的条目。将这些地址用作策略中的源和目标地址，这些策略
将 VPN 通道引用到中心站点。

注意 : 可忽略以下消息 ( 由于通道接口在 NAT 模式下，所以出现该消息 ): 

Warning: Some interfaces in the zone_name zone are in NAT mode.Traffic might 
not pass throug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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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星型 VPN

如果创建两个在安全设备处终止的 VPN 通道，则可设置一对路由，这样，安全设
备就能引导流量离开一个通道，到达另一通道。如果两个通道都包含在一个单独区
段内，则无需创建允许流量从一个通道到达另一通道的策略。只需定义路由。这种
布置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星型 VPN。

也可在一个区段内配置多个 VPN，并在任意两个通道之间发送流量。

图 85:  集中星型 VPN 配置中的多个通道

在本例中，东京和巴黎的两个办事处之间通过一对 VPN 通道 VPN1 和 VPN2 进行
通信。每个通道都起始于远程站点，终止于纽约的企业站点。位于企业站点的安全
设备引导流量离开一个通道，而进入另一通道。

在通道间引导流量时，由于两个远程端点都在同一区段 (Untrust 区段 ) 中，因此，
通过禁用内部区段阻塞，位于企业站点的安全设备只需进行路由查找，而不必进行
策略查找。

将通道绑定到通道接口 tunnel.1 和 tunnel.2，二者均无编号。这两个通道使用“自
动密钥 IKE”，并带有预共享密钥。选择与阶段 1 和阶段 2 提议都 "Compatible" 
的预定义安全级别。将 Untrust 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Un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3。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在通道间路由信息流。

多个集中星型 VPN 通道

注意 : 也可选择启用内部区段阻塞，并定义内部区段策略，允许两个通道接口间的流量。

注意 : 以下配置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如果配置基于策略的集中星型 VPN，必须在策略
中使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不能使用用户定义的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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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集中星型 VPN

WebUI ( 纽约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Manage IP: 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清除 )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un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untrust-vr)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2
Zone (VR): Untrust (un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untrust-vr)

Untrust 区段

外向接口
ethernet3
IP 1.1.1.1

接口 : 
tunnel.1

接口 : 
tunnel.2

纽约 - 企业站点
( 网络中心 )

缺省网关
IP 1.1.1.250

互联网
VPN1

VPN2

东京 2.2.2.2 
( 星型 )

巴黎 3.3.3.3
( 星型 )

东京 LAN
10.2.2.0/24

巴黎 LAN
10.3.3.0/24

untrust-vr 路由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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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京办事处的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Tokyo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巴黎办事处的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Paris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3.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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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WebUI ( 东京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Manage IP: 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un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untrust-vr)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ari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3.3.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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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New York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3.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aris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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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巴黎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Manage IP: 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3.3.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un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untrust-vr)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okyo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集中星型 VPN 29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94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New York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netscree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3.3.3.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okyo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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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纽约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3. 东京办事处的 VPN
set ike gateway Tokyo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Tokyo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巴黎办事处的 VPN
set ike gateway Paris address 3.3.3.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Paris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3.3.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ave

CLI ( 东京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3.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Paris 10.3.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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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set ike gateway "New York"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New York"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3.3.0/24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Paris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aris any any permit
save

CLI ( 巴黎 )

1. 安全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3.3.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3.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Tokyo 10.2.2.0/24

4. VPN
set ike gateway "New York" address 1.1.1.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New York"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3.3.250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Tokyo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Tokyo any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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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连接虚拟专用网

本章介绍 ScreenOS 中的自动连接虚拟专用网 (AC-VPN) 功能，说明其如何在集中
星型网络拓朴中工作，并提供可能采用这种拓扑结构的典型方案的配置范例。

概述

利用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保护其远程卫星站点的小型企业组织通常与全网状 
VPN 中的所有站点互联，因为远程站点需要彼此互相通信以及与总部进行通信。
在这种类型的网络中，远程站点通常运行 多支持 25 个 VPN 通道的低端安全设
备。但是，如果站点总数超过 25，则企业必须在其远程站点放置容量更大的安全
设备 ( 成本很高 )，或从全网状网络拓扑切换到集中星型网络拓扑。

集中星型配置解决了扩展问题，但其原则性缺陷是末端 (spoke) 之间的所有通信必
须通过集线器。如果信息流是简单数据，甚至具有一千个以上的末端 (spoke)，通
常不会有问题。但如果信息流是视频或“IP 语音通信”(VoIP)，则集线器上的处理
开销可能会导致出现等待时间 ( 此类应用的一个严重问题 )。

AC-VPN 为您提供了一种配置集中星型网络的方法，这样，末端 (spoke) 可以根据
需要直接在彼此间动态创建 VPN 通道。这不仅解决了末端之间的等待时间问题，
而且减少了集线器上的处理开销，从而提高了整体网络性能。另外，由于 AC-VPN 
创建了一些动态通道，信息流停止流过这些通道时将会超时，因此网络管理员可从
维护静态 VPN 通道的复杂网络的耗时任务中得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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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AC-VPN 设计为在集中星型网络中执行，在此网络中，所有末端都通过 VPN 通道与
集线器相连。设置完集线器与各个末端间的静态 VPN 通道后，可以配置集线器和
末端上的 AC-VPN，然后启用“下一跳跃解析协议”(NHRP)。集线器使用 NHRP 获
取有关每个末端的信息范围，其中包括其公用网络到专用网络的地址映射、子网掩
码长度以及路由和跳跃计数信息，这些信息由集线器进行高速缓存。然后，当任何
末端开始与其它末端进行通信时 ( 通过集线器 )，集线器将使用这些信息，并结合
从末端上的 AC-VPN 配置获取的信息，使末端能够在彼此之间建立 AC-VPN 通道。
在协商通道的同时，继续通过集线器在两个末端之间通信。动态通道变为活动状态
时，集线器将退出链路，信息流会直接在两个末端之间流动。当信息流停止流过动
态通道时，通道将超时。

NHRP 消息
在 NHRP 环境中，集中星型网络中的集线器称为“下一跳跃服务器”(NHS)，末端
称为“下一跳跃客户端”(NHC)。NHS 和 NHC 间的 NHRP 通信通过 NHRP 消息的
正式交换执行。“非广播多路访问”(NBMA)“下一跳跃解析协议”(RFC 2332) 定
义了七个 NHRP 消息。ScreenOS 向这七个消息添加了另外两个消息。AC-VPN 集
中星型网络中的这九个消息及其操作定义如下 : 

注册请求 - 静态 VPN 通道在 NHC 和其 NHS 之间变为活动状态后，NHC 会将 
NHRP 注册请求消息发送到 NHS。该消息包含许多“客户端信息条目”(CIE)，
其中包括 NHC 的专用网络到公用网络地址映射、子网掩码长度以及路由和跳
跃计数信息等信息。

注册回复 - NHS 可以确认或不确认注册请求。如果 NHS 不能识别数据包，则
该数据包不会被确认 (NAK) 并将被丢弃。注册成功时，NHS 会高速缓存注册
请求中包含的 CIE，并发送注册回复确认。

解析请求、解析回复 - 随着 ScreenOS 专有 Resolution-set 和 Resolution-ack 消
息的引入，NHRP“解析请求”和“解析回复”消息对的功能转为在当前 NHS 
上保留缓存的 CIE。NHC 将与 NHS 上配置的持续时间配合执行此操作，该时
间指定了每个 NHC 的缓存条目的生存期。为确保 NHS 具有关于其子网的当前
信息，NHC 会定期将“解析请求”消息发送到 NHS。如果已在其子网中添加
或移除任何设备，该消息将包含在“解析请求”消息中，NHS 会更新其高速缓
存并发送“解析回复”。

清除请求、清除回复 - 当管理员关闭 NHC 时，设备会将“清除请求”消息发
送到 NHS。收到“清除请求”时，NHS 会移除该 NHC 的所有缓存条目，并发
送“清除回复”。如果 NHC 遇到系统故障并离线，则 NHS 会在超过高速缓存
的已配置生存期后移除设备的缓存条目。

错误指示 - 该消息记录 NHRP 错误情况。

为了支持 AC-VPN，ScreenOS 添加了以下消息对 : 

Resolution-set、Resolution-ack - 当 NHS 检测到从一个静态 VPN 通道到另一
静态 VPN 通道的信息流时，它会将 Resolution-set 消息发送到每个静态通道一
端的 NHC。这些消息包含各个 NHC 所需的有关建立 AC-VPN 通道的全部信息。
当 NHC 回复 Resolution-ack 消息时，NHS 将引导一个 NHC 启动 AC-VPN 通道
协商。

注意 : 在当前 ScreenOS 执行中，NHRP 不会将任何路由重新分配给其对等方，并且 BGP 
和 OSPF 不会将 NHRP 路由重新分配给其对等方。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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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VPN 通道启动
图 87 说明了 ScreenOS 如何使用 NHRP 注册请求和注册回复消息以及定制 
ScreenOS Resolution-set 和 Resolution-ack 消息触发 AC-VPN 通道的设置。为了简
化起见，图中不显示“解析请求”和“解析回复”消息的交换，也不显示“清除”
和“错误”消息的交换。( 缩写 S1 和 S2 分别指末端 1 和末端 2，D1 和 D2 指这些
末端之后的目标。)

图 87:  通过 NHRP 设置的 AC-VPN

NHC - Spoke 1 NHS - Hub

Registration Request
S1 comes up

 NHC - Spoke 2

(sends protected subnets, self-cert-hash, local ID)

Registration Reply

(sends AC-VPN profile)
S2 comes up

Registration Request

(sends protected subnets, self-cert-hash, local ID)
Registration Reply

D1 behind S1 sends new traffic to D2 behind S2

Hub sends Resolution-set with details about S1

Hub forwards traffic to S2

NHC - Spoke 1

1.

3.

2.

4.

5.

6.

7.

8.

S2 sends Resolution-ack
9.

Hub sends Resolution-set with details about S2
10.

S1 sends Resolution-ack 
11.

12.
S1 initiates AC-VPN tunnel with S2

Traffic between D1 and D2 flows between S1 and S2 in AC-VPN tunnel

(sends AC-VP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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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AC-VPN
以下一般性限制适用 : 

所有通向集线器的已配置 VPN 通道必须基于路由。

阶段 1 中的自动密钥管理必须处于主动模式。

认证方法必须是自签证书和通用 PKI。

所有末端都必须连接到集线器上的单个区段。

仅在 NHS 上支持在虚拟路由器的多个实例中配置 NHRP。

对于 NHC 到 NHS 的注册，不支持动态路由协议。在配置末端时，必须使用 
set protocol nhrp cache ip_addr/mask 命令添加路由。

网络地址转换

对于 NAT，以下限制适用 : 

Nat-Traversal - 如果两个末端中有一个末端在通向集线器的路径中处于 NAT 设备
之后，则 AC-VPN 可以在这两个末端之间创建动态通道；但是，如果这两个末
端都在 NAT 设备之后，则不会创建动态通道，这两个末端之间的通信将继续通
过集线器进行。有关 NAT-Traversal 的讨论，请参阅第 214 页上的 NAT 穿透。

只有“映射互联网协议”(MIP) 寻址支持 NAT。

仅在一个末端和集线器之间支持“端口地址转换”(PAT)。例如，一个末端和集
线器之间可以存在一个 NAT 设备，只要其它末端和集线器之间不存在 NAT 设
备，即可在该末端和另一末端之间创建动态通道。在此情况中，集线器将强制 
NAT 设备之后的末端来启动通向其它末端的通道。

支持恰好位于集线器前方的 PAT。

不支持末端之间的 PAT。

集线器上的配置

末端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 

1. 创建静态网关和 VPN。

2. 创建通向末端的静态通道，并将 VPN 绑定到这些通道。

3. 创建 AC-VPN 网关配置文件。

4. 创建 AC-VPN VPN 配置文件。

5. 在虚拟路由器上启用 NHRP。

6. 选择 NHRP 的 ACVPN-Profile。

7.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NHRP。

8. 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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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末端上的配置

集线器包括以下内容 : 

1. 创建通向集线器的静态通道。

2. 创建网关。

3. 创建 VPN 网关。

4. 创建 ACVPN-Dynamic 网关。

5. 创建 ACVPN-Dynamic VPN。

6. 在虚拟路由器上启用 NHRP。

7. 配置 NHS IP 地址。

8. 配置本地高速缓存。

9.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NHRP。

10. 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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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在本例中，在集中星型网络中充当集线器的高端安全设备被配置为充当 AC-VPN 配
置中的“下一跳跃服务器”(NHS)，末端 1 和末端 2 ( 低端安全设备 ) 在此配置中是
“下一跳跃客户端”(NHC)。在设备上配置接口后，可以配置集线器和各个末端之
间的静态 VPN 通道，然后配置 AC-VPN 并在连接接口上启用 NHRP。尽管本例使
用的是“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OSPF) 路由协议，但 ScreenOS 可借助 AC-VPN 支
持所有动态路由协议。

注意 :  AC-VPN 还支持“动态主机控制协议”(DHCP)。

10.1.1.0/24

t.1--10.0.0.2 e2/1--1.1.1.1

e0/0--3.3.3.1 t.1--10.0.0.3/24t.1--10.0.0.2 e0/0--2.2.2.1/24

Spoke--1 Spoke--2

10.1.2.0/24 10.1.3.0/24

集线器

动态通道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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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Hub)

注意 : 配置完从集线器到末端和从末端到集线器的静态网关及静态 VPN 之后，可
以使用 AC-VPN 向导来完成 AC-VPN 配置。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VR): Trust-vr
Fixed IP
IP Address/Netmask: 10.0.0.1/24
Unnumbered
Interface: 
NHRP Enable: ( 选择 )

2. 配置到末端 1 和末端 2 的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Gateway Name: Spoke1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v4/v6 Address/Hostname: 2.2.2.1

Preshare key: Juniper
Outgoing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2/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Gateway Name: Spoke2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v4/v6 Address/Hostname: 3.3.3.1

Preshare key: Juniper
Outgoing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2/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工作原理 30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04
3. 配置到网关的 VPN 末端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
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VPN Name: spoke1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Predefined
( 从下拉菜单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网关名称 )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Tunnel.1)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
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VPN Name: spoke2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Predefined
( 从下拉菜单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网关名称 )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Tunnel.1)

4. 配置 ACVPN-Profil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Gatewary Name: ac-spoke-gw
ACVPN-Profile: ( 选择 )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ACVPN 配置文件，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
安全级别和“回放攻击保护”，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VPN 配置页，并单击 
OK:

VPN Name: ac-vpn
ACVPN-Profile: ( 选择 )
Binding to tunnel: ( 选择 ) ac-spoke-gw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Replay Protection: ( 选择 )

5. 配置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 对于 trust-vr)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Next Hop Resolution Protocol(NHRP) Support
NHRP: ( 选择 ) NHRP Setting
NHS Setting: ( 选择 )
Profile: ( 选择 ) ACVPN-Profile name

6.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NHR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对于 Tunnel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NHRP Enable: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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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0.0.0.0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1.1.1.2

CLI (Hub)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na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1/24

set ike gateway spoke2 address 3.3.3.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1 
preshare juniper==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spoke1 address 2.2.2.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1 
preshare juniper==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spoke2 gateway spoke2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spoke2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spoke1 gateway spoke1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spoke1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ike gateway ac-spoke-gw acvpn-profile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ac-vpn acvpn-profile ac-spoke-gw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nhrp
set protocol nhrp acvpn-profile ac-vpn
exi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nhrp enable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area 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protocol ospf area 0.0.0.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0.0.0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link-type p2mp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route 0.0.0.0/0 gateway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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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Spoke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2.2.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bgroup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选择绑定端口并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0/2 bgroup0: ( 选择 ) Bind to Current Bgrou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VR): Trust-vr
Fixed IP
IP Address/Netmask: 10.0.0.2/24
NHRP Enable: ( 选择 )

2. 配置通往集线器的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Gateway Name: hub-gw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v4/v6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 key: Juniper
Outgoing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2/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3. 配置到网关的 VPN 末端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
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VPN Name: vpn-hub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Predefined
( 从下拉菜单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网关名称 )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Tunn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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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ACVPN-Dynamic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ry Name: ac-hub-gw
ACVPN-Dynamic: ( 选择 )

VPNs > Auto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ac-hub-vpn
ACVPN-Dynamic: ( 选择 )
Gateway ( 选择 ): ac-hub-gw
Tunnel Towards Hub: ( 选择 ) vpn-hub

5. 配置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 对于 trust-vr)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Next Hop Resolution Protocol(NHRP) Support
NHRP Enable: ( 选择 )
NHC Setting: ( 选择 )
NHS IP Address: 10.1.1.1

6.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NHR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对于 Tunnel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NHRP Enable: ( 选择 )

7.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0.0.0.0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CLI (Spoke1)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bgroup0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bgroup0 port ethernet0/2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interface bgroup0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bgroup0 na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2/24

set ike gateway hub-gw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juniper==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hub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ike gateway ac-hub-gw acvpn-dynamic
set vpn ac-hub-vpn acvpn-dynamic ac-hub-gw vpn-hub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nhrp
set protocol nhrp nhs 10.0.0.1
set protocol nhrp cache 10.1.2.0/24
exi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nhr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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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area 20

set interface bgroup0 protocol ospf area 0.0.0.20
set interface bgroup0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0.0.0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route 0.0.0.0/0 gateway 2.2.2.2

WebUI (Spoke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3.3.3.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bgroup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3.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选择绑定端口并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0/2 bgroup0: ( 选择 ) Bind to Current Bgrou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VR): Trust-vr
Fixed IP
IP Address/Netmask: 10.0.0.3/24
NHRP Enable: ( 选择 )

2. 配置通往集线器的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Gateway Name: hub-gw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v4/v6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 key: Juniper
Outgoing interface: ( 选择 ) ethernet2/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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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到网关的 VPN 末端

VPNs > AutoKey IKE > New: 配置 IKE 网关，单击 Advanced 并设置安全级
别，然后单击 Return 返回到 IKE 网关配置页并单击 OK:

VPN Name: vpn-hub
Remote Gateway: ( 选择 ) Predefined
( 从下拉菜单的预定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网关名称 )

Security Level ( 选择 ) Standard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Tunnel.1)

4. 配置 ACVPN-Dynamic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ry Name: ac-hub-gw
ACVPN-Dynamic: ( 选择 )

VPNs > AutoKe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ac-hub-vpn
ACVPN-Dynamic: ( 选择 )
Gateway ( 选择 ): ac-hub-gw
Tunnel Towards Hub: ( 选择 ) vpn-hub

5. 配置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 对于 trust-vr)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Next Hop Resolution Protocol(NHRP) Support
NHRP Enable: ( 选择 )
NHC Setting: ( 选择 )
NHS IP Address: 1.1.1.1

6.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NHR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对于 Tunnel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NHRP Enable: ( 选择 )

7. 配置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0.0.0.0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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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poke2)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bgroup0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bgroup0 port ethernet0/2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3.3.3.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interface bgroup0 ip 10.1.3.1/24
set interface bgroup0 na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3/24

set ike gateway hub-gw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juniper==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hub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ike gateway ac-hub-gw acvpn-dynamic
set vpn ac-hub-vpn acvpn-dynamic ac-hub-gw vpn-hub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nhrp
set protocol nhrp nhs 10.0.0.1
set protocol nhrp cache 10.1.3.0/24
exi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nhrp enable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vr trust protocol ospf area 30
set interface bgroup0 protocol ospf area 0.0.0.30
set interface bgroup0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0.0.0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route 0.0.0.0/0 gateway 3.3.3.3
工作原理



索引

数字
3DES .................................................................................6

A
AES....................................................................................6
AH..................................................................................3, 5
安全联盟

请参阅 SA
安全散列算法 1

请参阅 SHA-1

B
本地证书 .........................................................................23

C
CA 证书 .....................................................................20, 23
CHAP.....................................................................191, 194
CRL

请参阅证书撤消列表
策略

双向 VPN................................................................115
重定密钥选项， VPN 监控 .........................................223
传送模式 ...................................................4, 191, 196, 200

D
DES....................................................................................6
Diffie-Hellman..................................................................9
DIP 池

扩展的接口.............................................................129
VPN 的 NAT ...........................................................129

DN .................................................................................169
DNS， L2TP 设置 ........................................................194
代理 ID............................................................................10

匹配.....................................................................58, 62
VPN 和 NAT ...................................................129-130

第 1 阶段 ..........................................................................8
提议.............................................................................8
提议，预定义.............................................................8

第 2 层通道协议
请参阅 L2TP

第 2 阶段 ........................................................................10
提议...........................................................................10
提议，预定义...........................................................10

点对点协议
请参阅 PPP

E
ESP ............................................................................3, 5, 6

加密和认证.........................................................50, 56
仅加密.......................................................................50
仅认证.......................................................................50

F
反回放检查 ...............................................................48, 54
封包流

出站 VPN ..................................................................60
基于策略的 VPN ................................................61-62
基于路由的 VPN ................................................58-61
入站 VPN ............................................................60-61

封装安全性负荷
请参阅 ESP

G
高级加密标准 (AES).........................................................6
攻击

回放...........................................................................10
公开 / 私有密钥对 ..........................................................21
公开密钥基础

请参阅 PKI

H
HMAC ................................................................................5
互联网密钥交换

请参阅 IKE
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

请参阅 IP 地址
回放攻击保护 .................................................................10

I
IKE .................................................................7, 78, 86, 148

本地 ID， ASN1-DN ..............................................171
代理 ID......................................................................10
第 1 阶段提议，预定义 ............................................8
第 2 阶段提议，预定义 ..........................................10
共享 IKE ID 用户 ...........................................182-187
hello 消息 ...............................................................272
IKE ID...................................................... 47-48, 53-54
IKE ID 推荐项 ..........................................................63
IKE ID, Windows 2000 .................................202, 208
冗余网关.........................................................270-281
心跳信号.................................................................272
索引 IX-I



IX-II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远程 ID， ASN1-DN.............................................. 171
组 IKE ID 用户 ............................................... 169-182
组 IKE ID，容器 .................................................... 172
组 IKE ID，通配符 ................................................ 171

IP 安全性
请参阅 IPSec

IP 地址
扩展的 .................................................................... 129

IPSec
AH ...................................................................2, 49, 55
传送模式 ............................................4, 191, 196, 200
ESP..................................................................2, 49, 55
IPSec 上的 L2TP........................................................4
SA.................................................................. 2, 7, 8, 10
SPI...............................................................................2
数字签名 ..................................................................18
通道 ............................................................................2
通道模式 ....................................................................4
通道协商 ....................................................................8

IPSec 上的 L2TP ..............................................4, 196, 200
双向 ........................................................................ 191
通道 ........................................................................ 196

J
基于策略的 VPN ............................................................57
基于路由的 VPN ...................................................... 57-58
基于散列的信息认证代码...............................................5
激活

L2TP........................................................................ 198
频率， NAT-T......................................................... 219

加密
算法 .......................................................... 6, 47, 50-56

加密选项................................................................... 44-56
“阶段 1”模式 .................................................. 45, 52
拨号 .................................................................... 51-56
拨号 VPN 推荐项..................................................... 56
传送模式 ..................................................................55
ESP...................................................................... 50, 55
反回放检查 ........................................................ 48, 54
IKE ID ..................................................... 47-48, 53-54
IPSec 协议 .......................................................... 49, 55
加密算法 ...................................................... 47-53, 56
密钥方法 ..................................................................45
PFS...................................................................... 49, 54
认证类型 ............................................................46, 52
认证算法 ................................................47, 50, 53, 56
通道模式 ..................................................................55
站点到站点 ........................................................ 44-51
站点到站点 VPN 推荐项......................................... 51
证书位长 ............................................................46, 52

接口
扩展的 .................................................................... 129
null ............................................................................ 77

L
L2TP ...................................................................... 189-212

操作模式 ................................................................192
封装 ........................................................................192
hello 信号 .......................................................199, 203
接入集中器

请参阅 LAC
解封 ........................................................................193
Keep Alive ..............................................198, 199, 203
强制的配置 ............................................................190
缺省参数 ................................................................194
RADIUS 服务器......................................................194
ScreenOS 支持.......................................................191
SecurID 服务器 ......................................................194
双向 ........................................................................191
通道 ........................................................................196
Windows 2000 通道认证 .............................199, 203
网络服务器

请参阅 LNS
在 Windows 2000 中仅使用 L2TP ......................191
自愿的配置 ............................................................190

LAC ................................................................................190
NetScreen-Remote 5.0..........................................190
Windows 2000 ......................................................190

LNS ................................................................................190
路由

null ............................................................................77

M
MD5...............................................................................5, 6
MIB 文件，导入 ...........................................................234
MIP， VPN....................................................................129
密码认证协议

请参阅 PAP
密钥

手动 ................................................................108, 114
预共享 ....................................................................148

模式
“阶段 1”加密 ..................................................45, 52
Aggressive ..................................................................9
L2TP 操作...............................................................192
Main............................................................................8
Transport......................................4, 55, 191, 196, 200
通道 ......................................................................4, 55

模数 ...................................................................................9

N
NAT

IPSec 和 NAT .........................................................214
NAT 服务器 ............................................................214

NAT 穿透
请参阅 NAT-T

NAT-dst
VPN .........................................................................129
索引



索引
NAT-src
VPN .........................................................................131

NAT-T ..................................................................... 214-220
发起方和响应方.....................................................219
激活频率.................................................................219
IKE 数据包 .............................................................217
IPSec 数据包 ..........................................................218
启用.........................................................................220
探查 NAT........................................................215-216
VPN 的障碍 ............................................................216

NetScreen-Remote
动态对等方.....................................................153, 160
NAT-T 选项.............................................................214
自动密钥 IKE VPN.................................................148

NHTB 表................................................................ 235-239
路由到通道的映射.................................................236
手动条目.................................................................238
寻址方案.................................................................237
自动条目.................................................................238

Null 路由 .........................................................................77

O
OCSP (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32

客户端.......................................................................32
响应方.......................................................................32

P
PAP ........................................................................191, 194
PFS ......................................................................10, 49, 54
PKI...................................................................................20
PPP ................................................................................190

R
RADIUS

L2TP........................................................................194
认证

算法.....................................................5, 47, 50, 53, 56
认证包头 (AH) ..................................................................5
容器 ...............................................................................172
冗余网关 ............................................................... 270-281

恢复过程.................................................................274
TCP SYN 标记检查 ................................................275

S
SA ............................................................................7, 8, 10

封包流检查...............................................................59
SCEP ( 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 ..........................................28
SecurID

L2TP........................................................................194
SHA-1 ................................................................................5
SNMP

MIB 文件，导入.....................................................234
VPN 监控 ................................................................234

识别名称 (DN) ..............................................................169
三重 DES

请参阅 3DES
手动密钥 ...............................................................108, 114

管理.............................................................................6
数据加密标准 (DES) ........................................................6
数字签名 .........................................................................18

T
TCP

SYN 标记检查 ........................................................275
提议

第 1 阶段 ..............................................................8, 62
第 2 阶段 ............................................................10, 62

通道模式 ...........................................................................4
通配符 ...........................................................................171

U
UDP

NAT-T 封装.............................................................214
校验和.....................................................................218

V
Verisign ...........................................................................32
VPN

AutoKey IKE...............................................................7
重叠地址的 NAT ............................................129-139
传送模式.....................................................................4
Diffie-Hellman 交换 ..................................................9
Diffie-Hellman 组 ......................................................9
代理 ID，匹配..........................................................62
第 1 阶段 ....................................................................8
第 2 阶段 ..................................................................10
FQDN 别名 .............................................................120
封包流.................................................................58-62
回放攻击保护...........................................................10
基于路由和基于策略...............................................57
加密选项.............................................................44-56
MIP ..........................................................................129
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235-269
NAT-dst...................................................................129
NAT-src ...................................................................131
配置技巧.............................................................62-63
冗余网关.........................................................270-281
冗余组、恢复过程.................................................274
SA ................................................................................7
双向策略.................................................................115
通道始终处于连接状态.........................................223
VPN 监控和重定密钥 ............................................223
VPN 组 ....................................................................271
网关的 FQDN.................................................119-129
主动模式.....................................................................9
主模式.........................................................................8
索引 IX-III



IX-IV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VPN 监控 .............................................................. 222-233
策略 ........................................................................ 225
重定密钥选项 ................................................223, 239
ICMP 回应请求 ...................................................... 234
路由设计 ..................................................................64
目标地址 ........................................................ 224-226
目标地址， XAuth................................................. 224
SNMP...................................................................... 234
外向接口 ........................................................ 224-226
状态更改 ........................................................222, 225

W
WINS

L2TP 设置 .............................................................. 194
完全正向保密

请参阅 PFS

X
XAuth

VPN 监控................................................................224
协议

CHAP ...................................................................... 191
PAP ......................................................................... 191
PPP ......................................................................... 190

信息整理版本 5 (MD5)....................................................6

Y
用户

共享 IKE ID .................................................... 182-187
组 IKE ID ........................................................ 169-182

预共享密钥............................................................... 7, 148

Z
证书...................................................................................7

本地 .......................................................................... 23
CA .......................................................................20, 23
撤消 .................................................................... 23, 32
加载 .......................................................................... 26
加载 CRL ..................................................................21
请求 .......................................................................... 24
通过电子邮件 .......................................................... 23

证书撤消列表........................................................... 21, 32
加载 .......................................................................... 21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
请参阅 CHAP

主动模式...........................................................................9
主模式...............................................................................8
自动密钥 IKE VPN...........................................................7

管理 ............................................................................7
组 IKE ID

预共享密钥 .................................................... 177-182
证书 ................................................................ 169-177
索引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第 6 卷 : 

IP 语音协议
版本 6.0.0，修订本 02
Juniper Networks, Inc.

1194 North Mathilda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9

USA

408-745-2000

www.juniper.net

编号 :  530-017772-01-SC，修订本 02



ii
Copyright Notice

Copyright © 2007 Juniper Networ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Juniper Networks and the Juniper Networks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Juniper Networks,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service marks in this document are the property of Juniper Networks or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ll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Juniper Network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inaccuracies in this document or for 
any obligation to updat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Juniper Networks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modify, transfer, or otherwise revise this publication 
without notice.

FCC Statemen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FCC compliance of Class A devices: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A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e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manual,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n a residential 
area is likely to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users will be required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at their own expens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FCC compliance of Class B devices: The equipment described in this manual generates and may radiate radio-frequency 
energy. If it is not installed in accordance with Juniper Networks’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it may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radio and television reception.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in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specification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aution: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product could void the user's warranty and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device.

Disclaimer

THE SOFTWARE LICENSE AND LIMITED WARRANTY FOR THE ACCOMPANYING PRODUCT ARE SET FORTH IN THE INFORMATION PACKET THAT SHIPPED 
WITH THE PRODUCT AND ARE INCORPORATED HEREIN BY THIS REFERENCE. IF YOU ARE UNABLE TO LOCATE THE SOFTWARE LICENSE OR LIMITED 
WARRANTY, CONTACT YOUR JUNIPER NETWORKS REPRESENTATIVE FOR A COPY.



目录
关于本卷 v

文档约定 ......................................................................................................... vi
Web 用户界面约定 ................................................................................... vi
命令行界面约定....................................................................................... vii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 vii
插图约定 ................................................................................................ viii

技术文档和支持 .............................................................................................. ix

第 1 章 H.323 应用程序层网关 1

概述 .................................................................................................................1
范例 .................................................................................................................2

示例 : Trust 区段中的关守 .........................................................................2
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3
示例 : 使用 NAT 的外向呼叫......................................................................5
示例 : 使用 NAT 的内向呼叫......................................................................8
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 采用 NAT) .........................................10

第 2 章 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13

概述 ...............................................................................................................13
SIP 请求方法 ...........................................................................................14
SIP 响应的类别 ........................................................................................15
SIP 应用层网关 ........................................................................................16
会话说明协议会话 ...................................................................................17
针孔创建 .................................................................................................18
会话静止超时 ..........................................................................................19
SIP 攻击保护 ...........................................................................................20

范例 : SIP 保护拒绝...........................................................................20
范例 : 信号发送静止与媒体静止超时 ................................................20
范例 : UDP 泛滥保护 .........................................................................21
范例 : SIP 大连接数 .......................................................................21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22
外向呼叫 .................................................................................................22
内向呼叫 .................................................................................................22
已转移呼叫 ..............................................................................................23
呼叫终止 .................................................................................................23
呼叫 Re-INVITE 消息 ...............................................................................23
呼叫会话计时器.......................................................................................23
呼叫取消 .................................................................................................23
分支.........................................................................................................24
SIP 消息...................................................................................................24
SIP 包头...................................................................................................24
SIP 正文...................................................................................................26
SIP NAT 场景 ...........................................................................................26
目录 iii



iv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示例 ...............................................................................................................28
使用 SIP Registrar 的内向 SIP 呼叫支持 ..................................................29

范例 : 内向呼叫 ( 接口 DIP) ...............................................................30
范例 : 内向呼叫 (DIP 池 ) ..................................................................32
范例 : 使用 MIP 的内向呼叫 ..............................................................35
范例 : 私有区段中的代理 ..................................................................37
范例 : 公用区段中的代理 ..................................................................39
范例 : 三区段， DMZ 中的代理 .........................................................41
范例 : Untrust 区段内部 ....................................................................45
范例 : Trust 内部区段 ........................................................................48
范例 : SIP 的全网状 VPN ...................................................................51

VoIP 服务的带宽管理 ..............................................................................59

第 3 章 媒体网关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61

概述 ...............................................................................................................61
MGCP 安全性 .................................................................................................62
关于 MGCP.....................................................................................................62

MGCP 中的实体 .......................................................................................62
端点 ..................................................................................................62
连接 ..................................................................................................63
呼叫 ..................................................................................................63
呼叫代理 ...........................................................................................63

命令.........................................................................................................63
响应代码 .................................................................................................66

示例 ...............................................................................................................67
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ISP 处的呼叫代理 .................................................67
ISP 托管的服务 ........................................................................................70

第 4 章 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75

概述 ...............................................................................................................75
SCCP 安全性 ..................................................................................................76
关于 SCCP......................................................................................................76

SCCP 组件 ...............................................................................................76
SCCP 客户端 .....................................................................................76
呼叫管理器 .......................................................................................77
集群 ..................................................................................................77

SCCP 事务 ...............................................................................................77
客户端初始化....................................................................................77
客户端注册 .......................................................................................78
呼叫设置 ...........................................................................................78
媒体设置 ...........................................................................................78

SCCP 控制消息和 RTP 流.........................................................................79
SCCP 消息 ...............................................................................................80

示例 ...............................................................................................................81
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81
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84
范例 : 三个区段，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DMZ 中 .....................86
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89
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93
范例 : SCCP 的全网状 VPN................................................................95

索引 ............................................................................................................................ IX-I
目录



关于本卷

第 6 卷 : IP 语音协议介绍支持的 VoIP 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包含以下各章 : 

第 1 章，“H.323 应用程序层网关”介绍 H.323 协议并提供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2 章，“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介绍会话启动协议 (SIP) 并说明 SIP 
ALG 在路由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处理呼叫的方式。在 SIP 体系结构摘
要之后提供了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3 章，“媒体网关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概述了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ALG，并列出了该实施的防火墙安全功能。在 MG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
典型方案的示例。

第 4 章，“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概述了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ALG，并列出了该实施的防火墙安全功能。在 SC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
典型方案的示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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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vi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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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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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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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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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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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ix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mailto: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x
 技术文档和支持



第 1 章

H.323 应用程序层网关

本章介绍 H.323 协议并提供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H.323 应用程序
层网关 (ALG) 的示例。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本页上的“概述”

第 2 页上的“范例”

概述

可通过 H.323 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 来保证终端主机 ( 如 IP 电话和多媒体设备 ) 间 
IP 语音通信 (VoIP) 的安全。在该电话系统中，关守设备管理呼叫注册、许可和 VoIP 
呼叫的呼叫状态。关守设备可驻留在两个不同的区段，或驻留在同一区段中。

图 2:  H.323 协议

关守
允许

允许

端点

Trust 区段

关守

互联网

Untrust 区段端点

注意 : 本章将以 IP 电话为例进行说明，但也可以对使用 VoIP 的其它主机进行配置，如 
NetMeeting 多媒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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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本节包含以下配置方案 : 

本页上的“示例 : Trust 区段中的关守”

第 3 页上的“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第 5 页上的“示例 : 使用 NAT 的外向呼叫”

第 8 页上的“示例 : 使用 NAT 的内向呼叫”

第 10 页上的“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 采用 NAT)”

示例 : Trust 区段中的关守
在下面的示例中将设置两个策略，它们允许 H.323 信息流在 Trust 区段中的 IP 电
话主机和关守设备以及在 Untrust 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 (2.2.2.5) 间通过。在本例
中，安全设备可处于透明模式或路由模式。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3:  Trust 区段中的 H.323 关守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2.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关守

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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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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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IP_Phone 2.2.2.5/32

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IP_Phone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 any h.323 permit
save

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由于透明模式和路由模式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地址映射，因此在 Untrust 区段中关守
设备的安全设备配置通常与 Trust 区段中关守设备的配置完全相同。

在下面的示例中将设置两个策略，它们允许 H.323 信息流在 Trust 区段中的 IP 电
话主机与 Untrust 区段中 IP 地址为 2.2.2.5 的 IP 电话 ( 及关守设备 ) 间通过。设备
可以处于透明或路由模式。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4:  Untrust 区段中的 H.323 关守设备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Gatekeep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10/32
Zone: Untrust

Untrust 区段Trust 区段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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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Gatekeeper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IP_Phone 2.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gatekeeper 2.2.2.10/32

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IP_Phone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gatekeeper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 any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gatekeeper any h.323 permit
save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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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使用 NAT 的外向呼叫
安全设备在使用 NAT ( 网络地址转换 ) 时，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或端点设备将拥
有私有地址，如果该设备位于 Untrust 区段中则拥有公共地址。在 NAT 模式下设置
安全设备时，必须将公共 IP 地址映射到需要通过私有地址接收内向信息流的每个
设备。

在本例中，Trust 区段中的设备包括端点主机 (10.1.1.5) 和关守设备 (10.1.1.25)。
IP_Phone2 (2.2.2.5) 在 Untrust 区段中。配置安全设备以允许信息流在端点主机 
IP_Phone1 和 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以及 Untrust 区段中的端点主机 
IP_Phone2 间通过。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5:  网络地址转换 - 外向呼叫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Trust 区段

关守设备
10.1.1.25

IP_Phone1
10.1.1.5

MIP 1.1.1.25 -> 10.1.1.25
MIP 1.1.1.5 -> 10.1.1.5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区段

网关 
1.1.1.250

IP_Phone2
2.2.2.5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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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Gatekeep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2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3. 映射 IP 地址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2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2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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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Gatekeepe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25)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IP_Phone1 10.1.1.5/32
set address trust gatekeeper 10.1.1.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IP_Phone2 2.2.2.5/32

3. 映射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5 host 10.1.1.5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25 host 10.1.1.25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IP_Phone1 IP_Phone2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gatekeeper IP_Phone2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2 mip(1.1.1.5)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2 mip(1.1.1.25) h.323 permit
save
范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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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使用 NAT 的内向呼叫
在本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以在 NAT 边界接受内向呼叫。为此，可创建 DIP 地址池
以动态分配目的地址。这与大多数配置均不相同，其中的 DIP 池仅提供源地址。

图 6:  网络地址转换 - 内向呼叫

用户定义 DIP 的 DIP 池的名称可以是 DIP(id_num)，或者如果 DIP 池使用与接口 IP 
地址相同的地址时，则名称为 DIP( 接口 )。可将此类地址条目作为策略中的目的地
址，与服务 H.323、SIP 或其它 VoIP ( 语音 IP) 协议一起支持内向呼叫。

下例使用 H.323 VoIP 配置中的 DIP。关键字“内向”指示设备将 DIP 和接口地址
添加到 global 区段。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内向 NAT 的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1.1.12 ~ 1.1.1.150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Incoming NAT: ( 选择 )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DIP 池 ID 5
1.1.1.12 ~ 1.1.1.150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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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 对于 Trust):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P(5)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内向 NAT 的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5 1.1.1.12 1.1.1.150 incoming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IP_Phone1 10.1.1.5/24
set address untrust IP_Phone2 2.2.2.5/3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IP_Phone1 any h.323 nat src dip 5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2 dip(5) h.323 permit
save
范例 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0
示例 :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 采用 NAT)
本例中，关守设备 (2.2.2.25) 和主机 IP_Phone2 (2.2.2.5) 都在 Untrust 区段中，并
且主机 IP_Phone1 (10.1.1.5) 在 Trust 区段中。配置安全设备以允许信息流在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 IP_Phone1 和 Untrust 区段中的主机 IP_Phone2 ( 及关守设备 ) 间通
过。Trust 和 Untrust 安全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7:  Untrust 区段中的关守设备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Gatekeep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25/32
Zone: Untrust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IP_Phone1
10.1.1.5

LAN

ethernet1
10.1.1.1/24 
NAT 模式

ethernet3
1.1.1.1/24 

网关 1.1.1.250

关守设备 
2.2.2.25

MIP 1.1.1.5 -> 10.1.1.5 IP_Phone2
2.2.2.5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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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IP_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5/32
Zone: Untrust

3. 映射 IP 地址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Gatekeeper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IP_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范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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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Gatekeepe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323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IP_Phone1 10.1.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gatekeeper 2.2.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IP_Phone2 2.2.2.5/32

3. 映射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5 host 10.1.1.5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IP_Phone1 IP_Phone2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IP_Phone1 gatekeeper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IP_Phone2 mip(1.1.1.5) h.323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gatekeeper mip(1.1.1.5) h.323 permit
save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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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本章介绍会话启动协议 (SIP) 应用程序层网关 (ALG)，包含以下各节 : 

第 13 页上的“概述”

第 22 页上的“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

第 28 页上的“示例”

概述

会话启动协议 (SIP) 是一种互联网工程工作小组 (IETF) 标准协议，用于在互联网上
启动、修改和终止多媒体会话。这种会话可能包括会议、电话或多媒体，在网络环
境中具有诸如即时消息和应用程序级灵活性等功能。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将 SIP 作为服务并可以筛选 SIP 信息流，根据所配
置的策略允许并拒绝信息流。SIP 是 ScreenOS 中的预定义服务，使用端口 5060 
作为目标端口。

SIP 的主要功能是分配会话说明信息以及在会话期间协商和修改会话参数。SIP 还
用于终止多媒体会话。

会话说明信息包含在 INVITE 和 ACK 消息之中，指出会话的多媒体类型，例如语音
或视频。尽管 SIP 可使用不同的说明协议来说明会话，但 Juniper Networks SIP 
ALG 仅支持会话说明协议 (SDP)。

SDP 提供系统可以使用的信息，以便与多媒体会话结合。SDP 可能包括如 IP 地
址、端口号、时间和日期等信息。请注意，SDP 报头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 分别
为 "c=" 和 "m=" 字段 ) 是客户端希望接收媒体流的地址和端口，而不是发出 SIP 
请求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 尽管它们可能是相同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会话说明协议会话”。

SIP 消息由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请求和对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请求的响应组成，
目的是建立会话 ( 或呼叫 )。用户代理 (UA) 是运行在呼叫端点的应用程序，由下
列两部分组成 : 代表用户发送 SIP 请求的用户代理客户端 (UAC) 及接听响应并在响
应到达时通知用户的用户代理服务器 (UAS)。举例来说，SIP 代理服务器和电话便
是 UA。
概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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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请求方法
SIP 事务模型包括一些请求和响应消息，其中每条消息都包含一个指示消息目的的
方法字段。ScreenOS 支持以下方法类型和响应代码 : 

INVITE - 用户发送 INVITE 请求，邀请其他用户参与会话。INVITE 请求的主体
可能包含会话说明。在 NAT 模式下，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 
Via:、From:、To:、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ACK - 发出 INVITE 的用户发送 ACK 请求，以确认是否接收到对 INVITE 请求的
终响应。如果初始 INVITE 请求不包含会话说明，则 ACK 请求中必须包括

它。在 NAT 模式下，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 Via:、From:、To:、
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OPTIONS - 用户代理 (UA) 将使用它来获取有关 SIP 代理功能的信息。服务器将
以有关方法、会话说明协议及其支持的消息编码等信息响应。在 NAT 模式
下，在将 OPTIONS 请求从 NAT 外的 UA 发送到 NAT 内的代理时，SIP ALG 会
将 Request-URI 中的地址和 To: 字段中的 IP 地址转换为相应的内部客户端 IP 
地址。当 UA 在 NAT 内且代理在 NAT 外时，SIP ALG 将转换 如第 25 页上的
表 2 所示的 From:、Via: 和 Call-ID: 字段。

BYE - 用户发送 BYE 请求以放弃会话。来自任一用户的 BYE 请求都将自动终止
会话。在 NAT 模式下，Via:、From:、To:、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进行修改。

CANCEL - 用户可以发送 CANCEL 请求，以取消等待中的 INVITE 请求。如果处
理 INVITE 的 SIP 服务器在接收到 CANCEL 之前已经发出了 INVITE 请求的 终
响应，则 CANCEL 请求不起作用。在 NAT 模式下，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中所
示修改 Via:、From:、To:、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
段中的 IP 地址。

REGISTER - 用户向 SIP registrar 服务器发送 REGISTER 请求，将用户的当前位
置告知服务器。SIP registrar 服务器将记录在 REGISTER 请求中接收到的所有
信息，并允许试图查找用户的任何 SIP 服务器使用此信息。在 NAT 模式中，
REGISTER 请求的处理方式为 : 

从外部客户端到内部 Registrar 的 REGISTER 请求 - 接收到内向 REGISTER 
请求时，SIP ALG 将转换 Request-URI 中的 IP 地址 ( 如果存在 )。仅允许内
向 REGISTER 消息到达 MIP 或 VIP 地址。无需对外向响应进行转换。

从内部客户端到外部 registrar 的 REGISTER 请求 - 当 SIP ALG 接收到外向 
REGISTER 请求时，它会转换 To:、From:、Via:、Call-ID: 和 Contact: 包头
字段中的 IP 地址。对内向响应将执行反向转换。

Info - 用于沿呼叫的信号发送路径传送中间会话信号发送信息。在 NAT 模式
下，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 Via:、From:、To:、Call-ID:、
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Subscribe - 用于从远程节点请求当前状态和状态更新。在 NAT 模式下，如果
消息从外部网络进入内部网络，则 Request-URI 中的地址将改为私有 IP 地址。
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 Via:、From:、To:、Call-ID:、Contact:、
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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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 - 发送此消息以正式通知预订者对其预订进行的更改。在 NAT 模式下，
如果消息从外部网络进入内部网络，则 Request-URI: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将
改为私有 IP 地址。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 Via:、From:、To:、
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Refer - 通过在请求中提供的联系信息将接受方 ( 通过 Request-URI 确定 ) 指定为
第三方。在 NAT 模式下，如果消息从外部网络进入内部网络，则 Request-URI 
中的地址将改为私有 IP 地址。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中所示修改 Via:、From:、
To:、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例如，如果专用网络中的用户 A 将公用网络中的用户 B 指定为同样位于专用
网络中的用户 C，则 SIP ALG 将为用户 C 分配新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以便用
户 B 可以联系用户 C。但是，如果用户 C 通过 Registrar 进行注册，其端口映
射将存储在 ALG NAT 表中并将被重用以执行转换。

Update - 用于打开新的或已更新 SDP 信息的针孔。将如第 25 页上的表 2中所
示修改 Via:、From:、To:、Call-ID:、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
段中的 IP 地址。

1xx、202、2xx、3xx、4xx、5xx、6xx 响应代码 - 用于指示事务的状态。将
如第 25 页上的表 2 中所示修改包头字段。

SIP 响应的类别
SIP 响应提供有关 SIP 事务的状态信息，包含响应代码和简短原因。SIP 响应分组
为以下类别 : 

提示 (100 - 199) - 已接收到请求，继续对请求进行处理。

成功 (200 - 299) - 已成功接收操作结果，而且能够理解并已接受。

重新定向 (300 - 399) - 需要进一步操作以完成请求。

客户端错误 (400 - 499) - 请求包含错误语法，或无法在此服务器上完成。

服务器错误 (500 - 599) - 服务器未能完成显然有效的请求。

全局错误 (600 - 699) - 在任何服务器上都无法完成请求。

表 1 提供了当前 SIP 响应的完整列表，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所有这些
响应。

表 1:  会话启动协议响应

类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提示 100 尝试中 180 呼叫中 181 呼叫正在转移

182 已排队 183 会话进程

成功 200 OK 202 已接受

重新定向 300 多重选择 301 永久移动 302 临时移动

305 使用代理 380 可选服务
概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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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应用层网关
有两种类型的 SIP 信息流，它们是信号发送和媒体流。SIP 信号发送信息流由客户
端和服务器间的请求和响应消息组成，使用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或传输控制协
议 (TCP) 这样的传输协议。媒体流携带数据 ( 例如，音频数据 ) 并使用应用程序层
协议，如 UDP 上的实时协议 (RTP)。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端口 5060 上的 SIP 信号发送消息。只需创建允许 
SIP 服务的策略，安全设备即会过滤 SIP 信号发送信息流 ( 像过滤任何其它类型的
信息流那样 )，从而允许或拒绝信息流。但是，媒体流使用动态分配的端口号，在
呼叫过程期间可以进行数次更改。由于没有固定的端口，所以创建静态策略来控制
媒体信息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安全设备会调用 SIP ALG。SIP ALG 读取 
SIP 消息及其 SDP 内容，然后提取需要的端口号信息来动态打开针孔，并让媒体流
穿越安全设备。

SIP ALG 监控 SIP 事务，根据从这些事务中提取的信息动态创建并管理针孔。
Juniper Networks SIP ALG 支持所有 SIP 方法和响应 ( 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SIP 请
求方法”和第 15 页上的“SIP 响应的类别”)。通过创建允许 SIP 服务的静态策
略，可以允许 SIP 事务穿越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该策略使得安全设备能够截
取 SIP 信息流，并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允许或拒绝信息流或启用 SIP ALG 打开针
孔，以便通过媒体流。仅仅为了 SIP 请求和包含媒体信息 (SDP) 的响应，SIP ALG 
需要打开针孔。对于不包含 SDP 的 SIP 消息，安全设备会直接让它们通过。

SIP ALG 截取包含 SDP 的 SIP 消息，并且使用剖析器提取创建针孔需要的信息。
SIP ALG 检查封包的 SDP 部分，剖析器提取 SIP ALG 在针孔表中记录的信息，如 IP 
地址和端口号。SIP ALG 使用针孔表中记录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打开针孔并允许媒体
流穿越安全设备。

客户端错误 400 请求错误 401 未授权 402 需要付款

403 禁止 404 未找到 405 不允许的方法

406 不可接受 407 需要代理认证 408 请求超时

409 冲突 410 遗失 411 需要的长度

413 请求实体太多 414 请求的 URL 太大 415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

420 扩展名错误 480 暂时不可用 481 呼叫路线 / 事务不存在

482 检测到回路 483 跳跃太多 484 地址不完整

485 不明确 486 此处正忙 487 请求已取消

488 此处不可接受

服务器错误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501 未执行 502 网关错误

502 服务不可用 504 网关超时 505 不支持的 SIP 版本

全局错误 600 全域忙碌中 603 谢绝 604 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606 不可接受

类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响应代码 - 简短理由

注意 : 我们将针孔称为端口的有限开口，它允许唯一信息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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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说明协议会话
SDP 会话说明是基于文本的，并且由一组行构成。可能包含会话级和媒体级信
息。会话级信息应用于整个会话，而媒体级信息应用于特定的媒体流。SDP 会话
说明始终包含会话级信息，在说明的开始部分出现，并且可能包含随后出现的媒体
级信息。

在 SDP 说明的许多字段中，其中有两个字段对 SIP ALG 特别有用，因为他们包含
传输层信息。这两个字段如下所示 : 

c= 表示连接信息

此字段可能出现在会话级或媒体级。其显示格式为 : 

c=< 网络类型 >< 地址类型 >< 连接地址 >

当前，安全设备仅支持将 "IN" ( 表示互联网 ) 作为网络类型、将 "IP4" 作为地
址类型、将单点传送的 IP 地址或域名作为目标 ( 连接 ) IP 地址。

如果目标 IP 地址是单点传送的 IP 地址，则 SIP ALG 使用媒体说明字段 m= 中
指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创建针孔。

m= 表示媒体声明

此字段出现在媒体级，并且包含媒体说明。其显示格式为 : 

m=< 媒体 >< 端口 >< 传输 ><fmt 列表 >

当前，安全设备仅支持将 "audio" 作为媒体、将 "RTP" 作为应用程序层传输协
议。端口号指出媒体流的目标 ( 而不是来源 )。格式列表 (fmt 列表 ) 提供了有
关媒体使用的应用程序层协议的信息。

在 ScreenOS 的此版本中，安全设备仅为 RTP 和 RTCP 打开端口。每个 RTP 会
话都有一个相应的实时控制协议 (RTCP) 会话。因此，每当媒体流使用 RTP 
时，SIP ALG 必须为 RTP 和 RTCP 信息流保留端口 ( 创建针孔 )。在缺省情况
下，RTCP 的端口号比 RTP 的端口号高一个号码。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不支持加密的 SDP。如果安全设备接收到其中 SDP 加
密的 SIP 消息，则 SIP ALG 允许该消息通过防火墙，但会生成日志消息，通知用
户无法处理该封包。如果 SDP 加密，则 SIP ALG 不能从 SDP 提取打开针孔需要
的信息。结果是，SDP 说明的媒体内容不能穿越安全设备。

注意 : 在 SDP 会话说明中，媒体级信息以 m= 字段开始。

注意 : 通常，目标 IP 地址还可以是多点传送的 IP 地址，但 ScreenOS 当前并不支持带
有 SIP 的多点传送。

注意 : 通常，目标 IP 地址还可以是多点传送的 IP 地址，但 ScreenOS 当前并不支持带
有 SIP 的多点传送。
概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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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孔创建
RTP 和 RTCP 信息流的针孔共享同一个目标 IP 地址。该 IP 地址来源于 SDP 会话说
明中的 c= 字段。由于 c= 字段可能会出现在 SDP 会话说明的会话级或媒体级部
分，所以剖析器根据下列规则 ( 依据 SDP 约定 ) 确定该 IP 地址 : 

首先，SIP ALG 剖析器验证媒体级中是否有包含 IP 地址的 c= 字段。如果有，
则剖析器提取该 IP 地址，然后 SIP ALG 使用该地址为媒体创建针孔。

如果媒体级中没有 c= 字段，则 SIP ALG 剖析器从会话级的 c= 字段中提取 IP 地
址，然后 SIP ALG 使用该地址为媒体创建针孔。如果会话说明的两个级中均不包
含 c= 字段，这表明协议栈中存在错误，安全设备将丢弃封包并记录事件。

以下列出了 SIP ALG 创建针孔需要的信息。此信息来源于安全设备上的 SDP 会话
说明和参数 : 

Protocol: UDP。

Source IP: 未知。

Source port: 未知。

Destination IP: 剖析器会从媒体或会话级的 c= 字段中提取目标 IP 地址。

Destination port: 剖析器会从媒体级的 m= 字段中提取 RTP 的目标端口号，然
后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RTCP 的目标端口号 : 

RTP 端口号 + 1

Lifetime: 此值指出针孔打开期间允许封包通过的时间长度 (以秒计 )。封包必须
在生存期到期之前通过针孔。生存期到期时，SIP ALG 即移除针孔。

一旦封包在生存期之内通过针孔，SIP ALG 就立即移除封包来源方向的针孔。

图 8 说明两个 SIP 客户端之间的呼叫设置，以及 SIP ALG 如何创建针孔以允许 
RTP 和 RTCP 信息流通过。本图假定安全设备具有允许 SIP 的策略，因此打开
端口 5060 以便 SIP 发出消息。
概述



第 2 章 : 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图 8:  SIP ALG 呼叫设置

会话静止超时
通常，如果一方客户端发送 BYE 或 CANCEL 请求，呼叫随即终止。SIP ALG 会截取 
BYE 或 CANCEL 请求，并移除该呼叫的所有媒体会话。如果呼叫中的客户端无法
发送 BYE 或 CANCEL 请求，可能有特殊原因或问题，如电源故障。在这种情况
下，呼叫可能会一直进行下去，并消耗安全设备上的资源。静止超时功能有助于安
全设备监控呼叫的活动状况，如果在某特定时期内没有活动即终止呼叫。

一个呼叫可具有一个或多个语音通道。每个语音通道具有两个会话 ( 或两个媒体
流 )，分别用于 RTP 和 RTCP。安全设备在管理会话时，会将各语音通道中的会话
视为一个组。诸如静止超时这样的设置应用于组而不是单个会话。

安全设备客户端 A 1.1.1.1 Trust 区段 SIP 代理 Untrust 区段 客户端 B 2.2.2.2

1. 客户端 A 通过安全端口 5060 将发往
客户端 B 发往客户端 B 的 INVITE 请求
发送到 SIP 代理

5. SIP 代理通过安全设备上的将来自
客户端 B 的 “200 正常”响应的 ACK 
响应发送到 SIP 代理

8. SIP 代理通过安全设备将来自客户端 
B 的 “200 正常”响应转发给客户端 A

9. 客户端 A 通过安全设备上的端口 
5060 将发往客户端 B 的 ACK 响应发送
到 SIP 代理

12. 客户端 A 通过针孔 2 将媒体信息流 
(RTP/RTCP) 发送到客户端 B

2. SIP ALG 会为每个 SDP 
创建针对 1.1.1.1:2000 的
1.1.1.1: 2000

7. SIP ALG 会为每个 SDP 
创建针对 2.2.2.2:3000 的
2.2.2.2: 3000

针孔 1

针孔 2

3. SIP 代理会将 INVITE 请求转发给
客户端 B

4. 客户端 B 以“呼叫中”响应回复 
SIP 代理

6. 客户端 B 将 “200 正常”响应发送
到 SIP 代理，以回复 INVITE 请求
(SDP: 2.2.2.2:3000) 

10. SIP 代理将 ACK 响应转发给
客户端 B

11. 客户端 B 通过针孔 1 将媒体信息流 
(RTP/RTCP) 发送到客户端 A

注意 : 如果目标 IP 地址为 0.0.0.0 ( 表示会话暂停中 )，则 SIP ALG 不会为 RTP 和 RTCP 
信息流创建针孔。例如，要想在电话通信期间暂停会话，用户 ( 用户 A) 可以将 
SIP 消息 ( 其中的目标 IP 地址为 0.0.0.0) 发送到其他用户 ( 用户 B)。执行上述操
作以指示用户 B 在另行通知前不要再发送任何媒体。如果用户 B 仍然发送媒体，
安全设备即会丢弃封包。
概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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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静止超时类型可决定组的生存期 : 

信号发送静止超时 : 该参数指出不进行任何 SIP 信号发送信息流时呼叫可以保
持活动的 大时间长度 ( 以秒为单位 )。每次在呼叫中出现 SIP 信号发送消息
时，即会重置超时。缺省设置为 43200 秒 (12 小时 )。

媒体静止超时 : 该参数指出组中不进行任何媒体 (RTP 或 RTCP) 信息流时呼叫可
以保持活动的 大时间长度 ( 以秒为单位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封
包时，便会重置超时。缺省值为 120 秒。

如果这两种超时有任一种到期，则安全设备会将该呼叫的所有会话从其表格中移
除，然后终止呼叫。

SIP 攻击保护
SIP 代理服务器处理呼叫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开始时被拒绝的重复 SIP INVITE 请求的
影响 ( 无论是恶意请求，还是由于客户端或服务器错误所致 )。为防止 SIP 代理服
务器对此类请求应接不暇，可使用 sip protect deny 命令配置安全设备以监控 
INVITE 请求及代理服务器对其的回复。如果回复中包含 3xx、4xx 或 5xx  响应代
码 ( 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SIP 响应的类别”)，则 ALG 会将请求的源 IP 地址和代
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存储在一个表中。接下来，安全设备将根据此表按可配置的秒
数 ( 缺省为 3 秒 ) 核实所有 INVITE 请求，然后丢弃与表中条目匹配的所有数据
包。也可通过指定目标 IP 地址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监控对特定代理服务器的 
INVITE 请求。SIP 攻击保护是全局配置的。

范例 : SIP 保护拒绝

在本例中，将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防止单个 SIP 代理服务器 (1.1.1.3/24) 受到已
拒绝对其提供服务的重复 INVITE 请求的影响。所有数据包在接下来的 5 秒内都将
被丢弃，然后安全设备再恢复转发来自这些源的 INVITE 请求。

WebUI

必须使用 CLI 来防止 SIP 代理服务器被 INVITE 请求塞满。

CLI

set alg sip app-screen protect deny dst-ip 1.1.1.3/24
set alg sip protect deny timeout 5
save

范例 : 信号发送静止与媒体静止超时

在本例中，将信号发送静止超时配置为 30,000 秒，将媒体静止超时配置为 90 秒。

WebUI

CLI

set alg sip signaling-inactivity-timeout 30000
set alg sip media-inactivity-timeout 90
save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 SIP 信号发送和媒体静止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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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UDP 泛滥保护

可利用区段和目标地址来防止安全设备出现 UDP 泛滥。对本例而言，将在 Untrust 
区段中设置一个 80,000/ 秒的阈值，此值即为在安全设备生成警报并丢弃随后的数
据包之前 ( 丢弃的持续时间为该秒的剩余时间 )，可在 IP 地址 1.1.1.5 上接收的 
UDP 数据包数。

WebUI

Security > Screening > Scree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UDP Flood Protection ( 选择 )

>Destination IP: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浏览器上的后退箭头返回 
Screen 配置页 : 

Destination IP: 1.1.1.5
Threshold: 80000
Add: ( 选择 )

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udp-flood dst-ip 1.1.1.5 threshold 80000
save

范例 : SIP 大连接数

在本例中，通过将来自单个 IP 地址的并发会话 大值设置为 20 来防止 SIP 网络受
到 Untrust 区段攻击者的泛滥攻击。如果安全设备检测到来自同一 IP 地址的 20 个
以上的连接尝试，将开始丢弃随后的尝试直到会话数降至指定的 大值以下。

WebUI

Screening > Screen (Zone: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IP Based Session Limit: ( 选择 )
Threshold: 20 Sessions

CLI

set zone untrust scree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20
save

注意 : 本例使用的是常规 ScreenOS 命令，无需使用专门针对 SIP 的命令。有关 UDP 泛
滥保护及如何确定有效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43 页上的“UDP 泛滥”。

注意 : 本例使用的是常规 ScreenOS 命令，无需使用专门针对 SIP 的命令。有关基于源
的会话限制及如何确定有效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26 页上的“基于源和
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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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

网络地址转换 (NAT) 协议可使专用子网中的多个主机共享一个公用 IP 地址来访问
互联网。对于外向信息流，NAT 将使用公用 IP 地址来替换专用子网中的主机的私
有 IP 地址。对于内向信息流，公用 IP 地址将被转换回私有地址并且消息将被路由
到专用子网中的相应主机。

对 SIP 服务使用 NAT 较为复杂，因为 SIP 消息在 SIP 包头及 SIP 正文中均包含 IP 
地址。SIP 包头中包含有关呼叫方和接收方的信息，安全设备将会对此信息进行转
换以使其对外部网络不可见。SIP 正文包含会话说明协议 (SDP) 信息，其中包括用
于媒体传输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安全设备将转换 SDP 信息以分配资源来发送和接
收媒体。

SIP 消息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替换方法取决于消息传送方向。对于外向消息，
客户端的私有 IP 地址和端口号将替换为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的公用 IP 地址和
端口号。对于内向消息，防火墙的公用地址将替换为客户端的私有地址。

穿过防火墙发送 INVITE 消息时，SIP ALG 会将信息从消息包头收集到呼叫表中 ( 该
表用于将后继消息转发到正确的端点 )。当新消息 ( 例如 ACK 或 200 正常 ) 到达
时，ALG 会将 From:、To: 和 Call-ID: 字段与呼叫表加以比较来确定消息的呼叫环
境。如果接收到与现有呼叫匹配的新 INVITE 消息，ALG 会将其作为 REINVITE 进
行处理。

接收到包含 SDP 信息的消息时，ALG 将分配端口并在这些端口与 SDP 中的端口间
创建 NAT 映射。由于 SDP 对实时协议 (RTP) 和实时控制协议 (RTCP) 通道需要用到
有序端口，所以 ALG 将提供连续的奇偶端口。如果找不到成对端口，它将丢弃 SIP 
消息。

外向呼叫
当 SIP 呼叫由 SIP 请求消息从内部到外部网络发起时，NAT 将替换 SDP 中的 IP 地
址和端口号，并创建一个绑定将 IP 地址和端口号映射到 Juniper Networks 防火
墙。Via:、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SIP 包头字段 ( 如果有 ) 也会被绑定
到防火墙 IP 地址。ALG 将存储这些映射以在重新传输和 SIP 响应消息中使用。

然后，SIP ALG 将在防火墙中打开针孔以允许媒体在动态分配的端口上通过安全设
备，这些端口是基于 SDP 及 Via:、Contact: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中的信息进
行协商的。这些针孔还允许内向数据包到达 Contact:、Via: 和 Record-Route: IP 地
址和端口。处理返回信息流时，ALG 会将原来的 Contact:、Via:、Route: 和 
Record-Route: SIP 字段插回数据包。

内向呼叫
内向呼叫从公用网络发起并到达公用映射 IP (MIP) 地址，或到达安全设备的接口 
IP 地址。MIP 是静态配置的指向内部主机的 IP 地址，当 ALG 监控由内部主机发送
到 SIP Registrar 的 REGISTER 消息时，将会动态记录接口 IP 地址。(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示例”。) 接收到内向 SIP 数据包时，安全设备会建立
会话并将数据包负载转发到 SIP ALG。

ALG 将检查 SIP 请求消息 ( 初为 INVITE)，然后基于 SDP 中的信息为外向媒体打
开入口。接收到 200 正常响应消息时，SIP ALG 对 IP 地址和端口执行 NAT 并在出
站方向打开针孔。( 打开的入口有短暂的活动时间，如果未很快接收到 200 正常响
应消息则会超时。)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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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 200 正常响应后，SIP 代理将检查 SDP 信息并读取每个媒体会话的 IP 地址
和端口号。安全设备上的 SIP ALG 将对地址和端口号执行 NAT、为出站信息流打开
针孔并刷新入站方向入口的超时值。

当接收到 200 正常的 ACK 后，ACK 也将通过 SIP ALG。如果消息包含 SDP 信息，
SIP ALG 将确保 IP 地址和端口号不是根据先前的 INVITE 更改的地址和端口号 - 如
果是，ALG 将删除原有针孔并创建新的针孔以允许媒体通过。ALG 还将监控 Via:、
Contact: 和 Record-Route: SIP 字段并在确定这些字段已发生更改后打开新的针孔。

已转移呼叫
举例来说，已转移呼叫是指网络外部的用户 A 呼叫网络内部的用户 B，而用户 B 
又将呼叫转移到网络外部的用户 C。SIP ALG 将来自用户 A 的 INVITE 作为一般的
内向呼叫进行处理。如果 ALG 在检查从 B 到网络外部的 C 的已转移呼叫时发现 B 
和 C 使用相同的接口，将不会在防火墙中打开针孔，因为媒体将在用户 A 和用户 
C 间直接流动。

呼叫终止
BYE 消息用来终止呼叫。安全设备接收到 BYE 消息后，会像处理任何其它消息一
样对包头字段进行转换。但由于接收方必须通过 200 正常消息确认 BYE 消息，所
以 ALG 将延迟 5 秒钟再终止呼叫以留出传输 200 正常的时间。

呼叫 Re-INVITE 消息
Re-INVITE 消息用于将新媒体会话添加到呼叫以及删除现有的媒体会话。新媒体会
话添加到某一呼叫后，将在防火墙中打开新针孔并创建新的地址绑定。该过程与初
始呼叫设置相同。从呼叫中删除一个或多个媒体会话时，会像接收到 BYE 消息一
样关闭针孔并解除绑定。

呼叫会话计时器
如果未接收到 Re-INVITE 或 UPDATE 消息，则 SIP ALG 将使用 Session-Expires 值
暂停会话。ALG 从对 INVITE 的 200 OK 响应获取 Session-Expires 值 ( 如果存在 )，
并将此值用于发出暂停信号。如果在会话超时前接收到其它 INVITE，ALG 会将所
有超时值重置为这一新的 INVITE 或缺省值，并将重复该过程。

作为一种预防措施，SIP ALG 将使用硬超时值设置呼叫可持续的 长时间。这样可
确保在以下情况下对安全设备提供保护 : 

呼叫期间终端系统崩溃，未接收到 BYE 消息。

恶意用户始终不发送 BYE 消息，试图攻击 SIP ALG。

sip 代理实施不佳，未能处理 Record-Route，并始终没有发送 BYE 消息。

由于网络故障导致无法接收 BYE 消息。

呼叫取消
任何一方均可通过发送 CANCEL 消息取消呼叫。接收到 CANCEL 消息后，SIP ALG 
将关闭通过防火墙的针孔 ( 如果曾经打开过 ) 并解除地址绑定。释放资源前，ALG 
将延迟控制通道超时约 5 秒钟，以便为 终的 200 OK 通过留出时间。无论是否接
收到 487 或非 200 响应，达到 5 秒钟的超时时间后都将终止呼叫。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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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利用分支 SIP 代理可将单个 INVITE 消息同时发送到多个目标。如果接收到单个呼
叫的多个 200 OK 响应消息，SIP ALG 将会对其进行分析，但会用接收到的第一个 
200 OK 消息更新所有信息。

SIP 消息
SIP 消息的格式包括 SIP 包头部分和 SIP 正文。在请求消息中，包头部分的第一行
为请求行，其中包括方法类型、Request-URI 及协议版本。在响应消息中，第一行
为状态行，其中包括状态代码。SIP 包头包含用于信号发送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SIP 正文部分由一个空白行与包头隔开，它专用于会话说明信息，此部分是可选
的。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当前仅支持会话说明协议 (SDP)。SIP 正文包含用于
传输媒体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在 NAT 模式下，安全设备将对 SIP 包头中的信息进行转换以防止该信息被外部网
络看到。将对 SIP 正文信息执行 NAT 以分配资源 ( 即用来接收媒体的端口号 )。

SIP 包头
在下面的示例 SIP 请求消息中，NAT 将替换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 ( 以粗体显示 )，
以使其对外部网络不可见。

INVITE bob@10.150.20.5 SIP/2.0
Via: SIP/2.0/UDP 10.150.20.3:5434
From: alice@10.150.20.3
To: bob@10.150.20.5
Call-ID: a12abcde@10.150.20.3
Contact: alice@10.150.20.3:5434
Route: <sip:netscreen@10.150.20.3:5060>
Record-Route: <sip:netscreen@10.150.20.3:5060>

IP 地址转换的执行方式取决于消息的类型和方向，可以是以下任一种 : 

入站请求

出站响应

出站请求

入站响应

表 2 列出了各种情况下 NAT 的执行方法。请注意，对于有些包头字段，除了需要
了解消息是来自网络内部还是网络外部外，ALG 还必须了解一些其它信息。它必须
知道是哪个客户端发起的呼叫以及该消息是请求还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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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利用 NAT 请求消息

消息类型 字段 动作

入站请求

( 从公用网络到专用网络 )

To: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From: 无

Call-ID: 无

Via: 无

Request-URI: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Contact: 无

Record-Route: 无

Route: 无

出站响应

( 从专用网络到公用网络 )

To: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From: 无

Call-ID: 无

Via: 无

Request-URI: N/A

Contact: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Record-Route: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Route: 无

出站请求

( 从专用网络到公用网络 )

To: 无

From: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Call-ID: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Via: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Request-URI: 无

Contact: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Record-Route: 用 ALG 地址替换本机地址

Route: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入站响应

( 从公用网络到专用网络 )

To: 无

From: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Call-ID: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Via: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Request-URI: N/A

Contact: 无

Record-Route: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Route: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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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正文
SIP 正文中的 SDP 信息包括 ALG 用来为媒体流创建通道的 IP 地址。对 SDP 部分的
转换也将会分配资源 ( 指发送和接收媒体的端口号 )。

下面的示例 SDP 节选部分显示了为资源分配而转换的字段。

o=user 2344234 55234434 IN IP4 10.150.20.3
c=IN IP4 10.150.20.3
m=audio 43249 RTP/AVP 0

SIP 消息可包含多个媒体流。这一概念与将多个文件附加到电子邮件消息类似。例
如，从 SIP 客户端发送到 SIP 服务器的 INVITE 消息可能包含以下字段 : 

c=IN IP4 10.123.33.4
m=audio 33445 RTP/AVP 0
c=IN IP4 10.123.33.4
m=audio 33447 RTP/AVP 0
c=IN IP4 10.123.33.4
m=audio 33449 RTP/AVP 0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多支持为每个方向协商的 6 个 SDP 通道 ( 每个呼叫共
计 12 个通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会话说明协议会话”。

SIP NAT 场景
在图 9 中，ph1 将向 ph2 发送一条 SIP INVITE 消息。请注意，安全设备将对包头
字段中的 IP 地址 ( 以粗体显示 ) 进行转换。

INVITE 消息的 SDP 部分指示呼叫方希望接收媒体的位置。请注意，“媒体针孔”
包含两个端口号，即用于 RTCP 和 RTP 的 52002 和 52003。“Via/Contact 针孔”
为 SIP 信号发送提供了端口号 5060。

在 200 OK 响应消息中，注意观察在 INVITE 消息中执行的转换是如何反向的。此
消息中的 IP 地址 ( 公用地址 ) 未进行转换，但入口被打开以允许媒体流访问专用
网络。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的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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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IP NAT 场景 1

安全设备

SIP ph1 5.5.5.1 5.5.5.2 6.6.6.1 6.6.6.2 SIP ph2

内部网络

INVITE Sip: ph2@ 6.6.6.6 SIP/2.0
Via: SIP/2.0/UDP 5.5.5.1:5060
Call-ID: a1234@5.5.5.1
From: ph1@5.5.5.1
To: ph2@6.6.6.2
CSeq 1 INVITE
内容类型 : 应用程序 /sdp
内容长度 : 98
V=0
o=ph1 3123 1234 IP IP4 5.5.5.1
o=IN IPv4 5.5.5.1
m=audio 62002 RTP/AVP 0

外部网络

INVITE Sip: ph2@ 6.6.6.6 SIP/2.0
Via: SIP/2.0/UDP 6.6.6.1:5060
Call-ID: a1234@6.6.6.1
From: ph1@6.6.6.1
To: ph2@6.6.6.2
CSeq 1 INVITE
内容类型 : 应用程序 /sdp
内容长度 : 98
V=0
o=ph1 3123 1234 IP IP4 6.6.6.1
o=IN IPv4 6.6.6.1
m=audio 52002 RTP/AVP 0

5.5.5.1
任何 IP
任何端口

6.6.6.1
52002/52003

Via/Contact 针孔

6.6.6.1
1234

任何 IP
任何端口

45002/45003

5.5.5.1

5060

媒体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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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IP NAT 场景 2

示例

本节包含以下示例方案 : 

第 29 页上的“使用 SIP Registrar 的内向 SIP 呼叫支持”

第 35 页上的“范例 : 使用 MIP 的内向呼叫”

第 37 页上的“范例 : 私有区段中的代理”

第 39 页上的“范例 : 公用区段中的代理”

第 41 页上的“范例 : 三区段，DMZ 中的代理”

第 45 页上的“范例 : Untrust 区段内部”

第 48 页上的“范例 : Trust 内部区段”

第 51 页上的“范例 : SIP 的全网状 VPN”

SIP ph1 5.5.5.1 5.5.5.2 6.6.6.1 6.6.6.2 SIP ph2

安全设备

SIP/2.0 200 OK
Via: SIP/2.0/UDP 5.5.5.1:5060
Call-ID: a1234@5.5.5.1
From: ph1@5.5.5.1
To: ph2@6.6.6.2
CSeq 1 INVITE
内容类型 : 应用程序 /sdp
内容长度 : 98
V=0
o=ph2 5454 565642 IP IP4
6.6.6.2
c=IN IP4 6.6.6.2
m=audio 62002 RTP/AVP 0

SIP/2.0 200 OK
Via: SIP/2.0/UDP 6.6.6.1:1234
Call-ID: a1234@6.6.6.1
From: ph1@6.6.6.1
To: ph2@6.6.6.2
CSeq 1 INVITE
内容类型 : 应用程序 /sdp
内容长度 : 98
Contact SIP: 6.6.6.6:5060
V=0
o=ph2 5454 565642 IP IP4
6.6.6.2
c=IN IP4 6.6.6.2
m=audio 62002 RTP/AVP 0

外部网络内部网络

媒体针孔

 6.6.6.2
62002/62003 

6.6.6.2
5060

Via/Contact 针孔

ACK SIP:ph2@6.6.6.2 SIP/2.0
. . . .

任何 IP
任何端口

任何 IP
任何端口

ACK SIP:ph2@6.6.6.2 SIP/2.0
. . .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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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IP Registrar 的内向 SIP 呼叫支持
SIP 注册提供了一种查找功能，通过此功能 SIP 代理和位置服务器能够确定用户希
望与之联系的位置。用户通过向 registrar 发送 REGISTER 消息可注册一个或多个联
系位置。REGISTER 消息中的 To: 和 Contact: 字段包含记录地址 URI 以及一个或多
个联系 URI，如图 11 中所示。注册会在将记录地址与一个或多个联系地址相关联
的位置服务中创建绑定。

安全设备将对外向 REGISTER 消息进行监控、对这些地址执行 NAT 并在“内向 
DIP”表中存储信息。然后，当从网络外部接收到 INVITE 消息时，安全设备将使
用“内向 DIP”表来确定将 INVITE 消息路由到哪一个内部主机。通过在安全设备
的出口接口上配置接口 DIP 或 DIP 池，可充分利用 SIP 代理注册服务来允许内向
呼叫。在小型办公室中，接口 DIP 足够用以处理内向呼叫，但在大型网络或企业
环境中建议建立 DIP 池。

图 11:  内向 SIP

注意 : 使用接口 DIP 或 DIP 池的内向呼叫支持仅支持 SIP 和 H.323 服务。

对于内向呼叫，安全设备当前仅支持 UDP 和 TCP。当前也不支持域名解析，因此 
URL 必须包含 IP 地址，如图 11 所示。

5.5.5.1 : 1234 6.6.6.1 : 5555 3600

SIP ph1 5.5.5.1 5.5.5.2 6.6.6.1 Registrar 6.6.6.2 

安全设备

外部网络内部网络

REGISTER sip: 6.6.6.2 SIP/2.0
From: ph1@5.5.5.1
To: ph1@5.5.5.1
CSeq 1 INVITE
Contact <sip: 5.5.5.1:1234>
Expires: 7200

REGISTER sip:6.6.6.2 SIP/2.0
From: ph1@6.6.6.1
To: ph1@6.6.6.1
CSeq 1 INVITE
Contact <sip: 6.6.6.1:5555>
Expires: 7200

200 OK
From: ph1@6.6.6.1
To: ph1@6.6.6.1
CSeq 1 INVITE
Contact <sip: 6.6.6.1:5555>
Expires: 3600

200 OK
From: ph1@5.5.5.1
To: ph1@5.5.5.1
CSeq 1 INVITE
Contact <sip: 5.5.5.1:1234>
Expires: 3600

将条目添
加到内向 
DIP 表

更新
超时值

内向 DIP 表
示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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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内向呼叫 ( 接口 DIP)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和代理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首先在 ethernet3 接口设置“接口 DIP”以对内
向呼叫执行 NAT，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SI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到达 Trust 
区段，并在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DIP。还将使用 NAT 源创建一个允许 SIP 信息流从 
Trust 到达 Untrust 区段的策略。这将使得 Trust 区段中的 phone1 能够通过 Untrust 
区段中的代理进行注册。有关内向 DIP 如何与 SIP 注册服务协同工作的说明，请参
阅第 28 页上的“示例”。

图 12:  通过 ethernet3 接口上的接口 DIP 进行内向呼叫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Trust Untrust

LAN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3 上的
接口 DIP

phone1 
10.1.1.3

互联网

代理服务器 
1.1.1.3

安全设备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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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3. 内向 NAT 的 DIP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选择 Incoming 
NAT 选项，然后单击 OK。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P(ethernet3)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示例 3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2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 1.1.1.3/24

3. 内向 NAT 的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interface-ip incoming
set dip sticky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dip(ethernet3) sip permit
save

范例 : 内向呼叫 (DIP 池 )
在本例中，phone1 位于 Trust 区段中，phone2 和代理服务器位于 Untrust 区段
中。首先在 ethernet3 接口设置 DIP 池以对内向呼叫执行 NAT，然后建立一个策
略，以允许 SI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到达 Trust 区段，并在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DIP 池。还将使用 NAT 源创建一个允许 SIP 信息流从 Trust 到达 Untrust 区段的策
略。这将使得 Trust 区段中的 phone1 能够通过 Untrust 区段中的代理进行注册。
有关 DIP 如何与 SIP 注册服务协同工作的说明，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示例”。

图 13:  通过 DIP 池进行内向呼叫

Trust Untrust

LAN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3 上的 DIP 池
1.1.1.20 ->1.1.1.40

phone1 
10.1.1.3

互联网

代理服务器 
1.1.1.3

安全设备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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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3. 内向 NAT 的 DIP 池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1.1.20 ~ 1.1.1.40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Incoming NAT: ( 选择 )
示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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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1.1.20-1.1.1.40)/port-xlate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P(5)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 1.1.1.3/24

3. 内向 NAT 的 DIP 池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5 1.1.1.20 1.1.1.40 incoming
set dip sticky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ip nat src dip 5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dip(5) sip permit
sav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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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使用 MIP 的内向呼叫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和代理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首先在到 phone1 的 ethernet3 接口上设置 
MIP，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SI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到达 Trust 区段，并在
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MIP。还将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phone1 通过 Untrust 区段中
的代理服务器注册。本例与前两个范例 [ 第 30 页上的“范例 : 内向呼叫 ( 接口 
DIP)”和第 32 页上的“范例 : 内向呼叫 (DIP 池 )”] 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使用 MIP 
时，Trust 区段中的每个私有地址都需要有一个公共地址，而使用“接口 DIP”或 
DIP 池时，单个接口地址可为多个私有地址提供服务。

图 14:  使用 MIP 的内向呼叫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Trust Untrust

LAN

ethernet3 
1.1.1.1/24

虚拟设备 
ethernet3 上的 MIP 

1.1.1.1/24
phone1 
10.1.1.3

互联网

代理服务器

安全设备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示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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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3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3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3)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 1.1.1.3/24

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3 host 10.1.1.3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1.3) sip permit
sav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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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私有区段中的代理

在本例中，phone1 和 SIP 代理服务器在 Trust ( 专用 )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
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首先在到代理服务器的 ethernet3 接
口上设置 MIP 以允许 phone2 通过代理注册，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SIP 信息
流从 Untrust 到达 Trust 区段，并在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MIP。还将创建一个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以允许 phone1 拨出。

图 15:  私有区段中的代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Trust Untrust

LAN

ethernet3 
1.1.1.1/24

phone1 
10.1.1.3

互联网
安全设备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代理服务器 
10.1.1.4

 虚拟设备
ethernet3 上的 MIP 

1.1.1.2 -> 10.1.1.4
示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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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4/24
Zone: Trus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2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4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trust proxy 10.1.1.4/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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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2 host 10.1.1.4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phone2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hone2 mip(1.1.1.2) sip permit
save

范例 : 公用区段中的代理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代理服务器和 phone2 在 
Untrust ( 公用 )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首先在 Untrust 接口上配置“接口 
DIP”，然后创建一个策略，以允许 SI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到达 Trust 区段，并
在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DIP。还将创建一个从 Trust 到 Untrust 的策略，以允许 phone1 
通过 Untrust 区段中的代理服务器注册。本例与前面的内向呼叫示例类似 [请参阅第 
32 页上的“范例 : 内向呼叫 (DIP 池 )”和第 35 页上的“范例 : 使用 MIP 的内向呼
叫”]，与这些示例一样，您也可以在 Untrust 接口上使用 DIP 或 MIP。

图 16:  公用区段中的代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Trust Untrust

LAN

ethernet3 
1.1.1.1/24

phone1 
10.1.1.3

互联网

安全设备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上的
接口 DIP

代理服务器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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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3. 接口 DIP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选中 Incoming NAT 复
选框。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P(ethernet3)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 1.1.1.3/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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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interface-ip incoming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dip(ethernet3) sip permit
save

范例 : 三区段，DMZ 中的代理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代理服务器在 DMZ 的 ethernet2 接口上。首先在到 Trust 区段 
phone1 的 ethernet2 接口上设置 MIP，然后创建一个从 DMZ 到 Trust 区段的策略
并在这一策略中引用该 MIP。实际上，使用三个区段时在每两个区段间都需要创建
双向策略。图 17 中的箭头表示 Untrust 区段中的 phone2 向 Trust 区段中的 
phone1 拨打电话时 SIP 信号发送信息流的流向。会话启动之后，媒体将直接在 
phone1 和 phone2 之间流动。

图 17:  DMZ 中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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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4/24
Zone: DMZ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2.2.2.3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3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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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DMZ,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2.2.2.3)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示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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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dmz proxy 2.2.2.4

3. MIP
set interface2 mip 2.2.2.3 host 10.1.1.3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phone1 proxy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untrust proxy phone2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hone2 phone1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phone2 proxy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trust proxy mip(2.2.2.3)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phone2 sip nat src permit
sav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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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Untrust 区段内部

在本例中，phone1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4 接口上，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接口上的子网中，代理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为允许 
Untrust 区段中两个电话间的区段内部 SIP 信息流，需要创建一个回传接口并将 
ethernet3 和 ethernet4 添加到回传组中，然后在回传接口与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
之间设置 MIP。创建回传接口将使您能够在 Trust 区段中对代理服务器使用单一 
MIP。因为在 Untrust 区段中会缺省打开阻塞，所以还必须关闭阻塞才能允许区段
内部通信。有关使用回传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67 页上的“MIP 和回传接
口”。

图 18:  Untrust 区段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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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Loopbac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trust-vr)
IP Address/Netmask: 1.1.4.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2.4/32
Zone: Untrust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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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传组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 选择 ), loopback.1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 选择 ), loopback.1
Zone Name: Untrust

4.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1)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4.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5. 阻塞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清除 )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4.5)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示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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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ip 1.1.4.1/24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roxy 10.1.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1 1.1.1.4/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2.4/32

3. 回传组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4. MIP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mip 1.1.4.5 host 10.1.1.5

5. 阻塞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roxy any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4.5) sip permit
save

范例 : Trust 内部区段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在 Trust 区段某一子
网的 ethernet2 接口上，代理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为使 
Trust 区段中的两个电话可彼此通信，需要在 ethernet3 接口上配置接口 DIP 以允
许它们与代理服务器进行联系，然后设置策略以允许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的双
向 SIP 信息流。Trust 区段中会缺省关闭阻塞 ( 因其位于定义的定制区段中 )。

图 19:  Trust 内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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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2.2/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4/24
Zone: Untrust

3. 内向 NAT 的 DIP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ncoming NAT: ( 选择 )
示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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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以设置高级选项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trust phone2 10.1.2.2/24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 3.3.3.4/24

3. 接口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interface-ip incoming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proxy si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roxy dip(ethernet3) sip permit
sav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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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SIP 的全网状 VPN
在本例中，总部与分支机构通过全网状 VPN 链接在一起。每个站点都有一台安全
设备。代理服务器位于“总部”的 Trust 区段中，phone1 位于“分支机构 1”的 
Trust 区段中，phone2 位于“分支机构 2”的 Trust 区段中。连接这些设备的所有
接口均位于其各自的 Untrust 区段中。在每台设备上都配置两个与其它设备相互通
信用的通道以创建全网状网络。

图 20:  SIP 的全网状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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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8):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3.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VR):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6.6.6.6/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7.7.7.7/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
IPv4/Netmask: 10.1.3.3/32
Zone: 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branch-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1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branch-1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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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branch-2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2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branch-2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roxy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roxy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 对于总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ip 1.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ip 10.1.3.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route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6.6.6.6/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7.7.7.7/24
示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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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roxy 10.1.3.3/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to-branch-1 address 3.3.3.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1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branch-2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2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_branch-1 gateway to-branch-1 no-repl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branch-1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branch-2 gateway to-branch-2 no-repl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branch-2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4. 路由
set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proxy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roxy any sip permit
save

WebUI ( 对于分支机构 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4.4.4/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3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4
示例



第 2 章 : 会话启动协议应用程序层网关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v4/Netmask: 10.1.1.3/32
Zone: V1-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central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1.1.2.1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central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ns50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5.5.5.5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4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ns50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3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3.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示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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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CLI ( 对于分支机构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4.4.4.4/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to-central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s50 address 5.5.5.5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gateway to-central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ns50 gateway to-ns50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ns50 bind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set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tunnel.3
set route 10.1.3.0/24 interface tunnel.1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phone1 sip permit
sav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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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对于分支机构 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4.4.4/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3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v4/Netmask: 10.1.2.3/32
Zone: 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central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1.1.2.1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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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central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ns50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4.4.4.4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4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ns50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3.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3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Service: SIP
Action: Permit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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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对于分支机构 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4.4.4.4/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2 10.1.2.3/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to-central address 1.1.2.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s50 address 4.4.4.4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gateway to-central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id 4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ns50 gateway to-ns50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ns50 id 5 bind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set route 10.1.3.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3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2 any si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phone2 sip permit
save

VoIP 服务的带宽管理
建议使用标准 ScreenOS 信息流整形机制并通过以下方法来管理 VoIP 服务的带宽 : 

保证 VoIP 信息流的带宽 - 在保证 VoIP 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允许其它类型信息流
通过接口的 有效方法是 : 创建一个策略来保证通过接口的 VoIP 信息流量所
需的 小带宽，并将优先级排列设置为 高级别。此策略的优势在于当其它带
宽可用时 VoIP 信息流可以使用这些带宽，而其它类型的信息流可在 VoIP 信息
流不使用为 VoIP 保证的带宽时使用这部分带宽。

限制非 VoIP 信息流的带宽 - 通过为非 VoIP 信息流设置 大带宽，可使 VoIP 信
息流能够使用剩余的带宽。还可将 VoIP 信息流的优先级排列设置为 高级
别。此方法的缺点是非 VoIP 信息流不能使用其它带宽，即使 VoIP 信息流并未
使用这些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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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优先级排列和差异服务码点 (DSCP) 标记 - 保证 VoIP 信息流的带宽及限制
非 VoIP 信息流的带宽均可控制安全设备的吞吐量。DSCP 标记允许您向下游保
留其优先级排队设置，并允许通过始发网络设备来保持或更改接收到的 DSCP 
值设置，从而使下一跳跃路由器 ( 通常指 LAN 或 WAN 边缘路由器 ) 能够在 
DiffServ 域中加强服务质量 (QoS)。在 VPN 配置中，安全设备会标记 IP 封包的
外部包头 ( 如果策略是这样配置的 )，或者将 TOS 字节保留为 0，以便下一跳
跃路由器可以对加密信息流强制执行正确的 QoS。有关策略中 DSCP 如何与优
先级级别协同工作的信息，请参阅第 2-157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第 60 页上的图 21 显示了优先级级别设置对 ethernet1 (2 Mbps) 接口上的保障带宽 
(gbw) 和 大带宽 (mbw) 使用情况的影响。该图假设已确定需要支持至少八个 
VoIP 呼叫 (8 x 每个呼叫的 64 Kbps 带宽，总计为 512 Kbps)，有时呼叫数可达 16 
个。您已保证将剩余的带宽用于总部信息流，并已将所在办公室信息流的 大带宽
设置为包括未保证用于 VoIP 的带宽。这将形成 512 Kbps 的 VoIP 和办公室信息流
服务 大带宽重叠 ( 以虚线表示 )。

图 21 的左侧显示接口上在办公室信息流使用率较高而 VoIP 信息流使用率较低的
情况下应用这些设置时的带宽使用情况。如果 VoIP 信息流的带宽需要量突然增
多，除非它具有比办公室信息流服务更高的优先级，否则将得不到更多带宽。
图 21 的右侧显示，在同样情况下当将 VoIP 信息流设置为具有较高优先级而将办
公室信息流设置为较低优先级时带宽的使用情况。有关配置带宽和优先级级别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2-175 页上的“信息流整形”。

图 21:  优先级级别设置

gbw 1024 Kbps

mbw 1024 Kbps

VoIP 信息流gbw 512 Kbps

mbw 1536 Kbps

办公室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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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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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媒体网关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本章概述了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应用层网关 (ALG)，并列出了该实施的防火
墙安全功能。在 MG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典型方案的示例。本章包括以下
部分 : 

第 61 页上的“概述”

第 62 页上的“MGCP 安全性”

第 62 页上的“关于 MGCP”

第 67 页上的“示例”

概述

在路由模式、透明模式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安全设备支持媒体网关控制
协议 (MGCP)。MGCP 是基于文本的应用层协议，用于呼叫设置和控制。MGCP 以
主 - 从呼叫控制体系结构为基础，在此体系结构中，媒体网关控制器通过呼叫代理
维护呼叫控制智能，而媒体网关执行该呼叫代理的指令。

MGCP ALG 将执行以下步骤 : 

执行 VoIP 信号发送负荷检查。根据相关的 RFC 及专有标准对内向 VoIP 信号发
送数据包的负荷进行全面检查。ALG 会阻塞任何残缺数据包攻击。

执行 MGCP 信号发送负荷检查。会按照 RFC 3435 对内向 MGCP 信号发送数据
包的负荷进行全面检查。ALG 会阻塞任何残缺数据包攻击。

提供状态式处理。调用相应的基于 VoIP 的状态机器以处理分析后的信息。任
何脱离状态或脱离事务的数据包都将被识别并得到适当处理。

执行网络地址转换 (NAT)。根据现有的路由信息和网络拓扑正确转换负荷中任
何嵌入的 IP 地址和端口信息，必要时将其替换为转换后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管理 VoIP 信息流的针孔。为保持 VoIP 网络的安全，由 ALG 来识别用于媒体或
信号发送的 IP 地址和端口信息，并且在呼叫设置期间动态创建和关闭任何所
需的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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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P 安全性

MGCP ALG 包括下列安全功能 : 

拒绝服务 (DoS) 攻击保护 - ALG 可在 UDP 数据包级、事务级和呼叫级执行状态
式检查。与 RFC 3435 消息格式、事务状态和呼叫状态匹配的 MGCP 数据包将
得到处理。所有其它的消息都将被丢弃。

在网关和网关控制器之间实施防火墙策略 ( 信号发送策略 )。

在网关之间实施防火墙策略 ( 媒体策略 )。

每个网关的 MGCP 消息泛滥控制。即使任何网关出现故障或遭受黑客攻击，也
不会中断整个 VoIP 网络。结合了每个网关泛滥控制功能后，可将破坏限制在
受影响的网关之内。

每个网关的 MGCP 连接泛滥控制。

无缝切换 / 故障切换，适用于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呼叫 ( 包括进行中的呼叫 ) 
切换到备用防火墙。

关于 MGCP

MGCP 是基于文本的应用层协议，可用于呼叫设置和控制。该协议基于主 / 从呼叫
控制体系结构 : 媒体网关控制器 ( 呼叫代理 ) 维护呼叫控制智能，而媒体网关执行
来自该呼叫代理的指令。

MGCP 中的实体
MGCP 中包含四个基本实体 : 

第 62 页上的“端点”

第 63 页上的“连接”

第 63 页上的“呼叫”

第 63 页上的“呼叫代理”

端点

媒体网关 (MG) 是端点集合。端点可以是一个模拟线路、中继或任何其它访问点。
按如下方式命名端点 : 

local-endpoint-name@domain-name

下面是一些有效的端点 ID: 

group1/Trk8@mynetwork.net

group2/Trk1/*@[192.168.10.8] ( 通配符 )

$@voiptel.net (MG 内的任意端点 )

*@voiptel.net (MG 内的所有端点 )
MGCP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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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连接是在呼叫设置期间由 MG 在每个端点上创建的。典型的 VoIP 呼叫包括两个连
接。复杂呼叫 ( 例如三方呼叫或会议呼叫 ) 可能需要更多的连接。媒体网关控制器 
(MGC) 可指示媒体网关来创建、修改、删除及审核连接。

连接以其连接 ID 进行标识，该 ID 是在请求创建连接时由 MG 创建的。连接 ID 显
示为十六进制的字符串，其 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

呼叫

呼叫以其呼叫 ID 进行标识，该 ID 是在建立新呼叫时由 MGC 创建的。呼叫 ID 是
一个十六进制的字符串，其 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呼叫 ID 在 MGC 内是唯一的。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连接属于同一呼叫，则它们可拥有相同的呼叫 ID。

呼叫代理

MGCP 支持一个或多个呼叫代理 ( 也称为媒体网关控制器 )，以增强 VoIP 网络的可
靠性。以下是呼叫代理名称的两个示例 : 

CallAgent@voipCA.mynetwork.com

voipCA.mynetwork.com

在域名系统 (DNS) 中，多个网络地址可在一个域名下进行关联。通过持续跟踪 
DNS 查询 / 响应数据的活动时间 (TTL) 以及使用其它替代网络地址实施重新传输，
可在 MGCP 中实现切换和故障切换。

通知实体的概念在 MGCP 中是至关重要的。某个端点的通知实体是当前正在控制
该端点的呼叫代理。端点应向其通知实体发送任何 MGCP 命令。不过，其它呼叫
代理也可能向此端点发送 MGCP 命令。

将该通知实体设置为启动时提供的值，但可由呼叫代理通过使用 MGCP 消息中包
含的 Notified Entity 参数对其进行更改。如果端点的通知实体为空或尚未明确设
置，则其值缺省为上次为该端点接收的成功非审核 MGCP 命令的源地址。

命令
MGCP 协议定义了九个用于控制端点和连接的命令。所有命令均包括命令包头，后
面也可跟有会话说明协议 (SDP) 信息。命令包头包含以下元素 : 

命令行 : 命令动词 + 事务 ID + 端点 ID + MGCP 版本。

零个或多个参数行，由参数名加后面的参数值组成。

表 3 列出了所支持的 MGCP 命令，以及各命令的说明、命令语法和示例。有关命
令语法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RFC 2234。
关于 MGC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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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MGCP 命令

命令动词 说明 命令语法 示例

EPCF EndpointConfiguration - 
呼叫代理用来将端点的线
路端所需的编码特征 
(a-law 或 mu-law) 通知给
网关。

ReturnCode
[PackageList]

EndpointConfiguration 
(EndpointId,

[BearerInformation])

EPCF 2012 wxx/T2@mynet.com MGCP 1.0
B: e:mu

CRCX CreateConnection - 呼叫
代理用来指示网关创建与
网关的连接以及与网关内
端点的连接。

ReturnCode,
[ConnectionId,]
[SpecificEndPointId,]
[LocalConnectionDescriptor,]
[SecondEndPointId,]
[SecondConnectionId,][Pac
kageList]
   CreateConnection (CallId,
   EndpointId,
   [NotifiedEntity,]
   [LocalConnectionOption,]
   Mode,
   [{RemoteConnectionDescriptor |
      SecondEndpointId},]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CRCX 1205 aaln/1@gw-25.att.net MGCP 1.0
C: A3C47F21456789F0
L: p:10, a:PCMU
M: sendrecv
X: 0123456789AD
R: L/hd
S: L/rg
v=0
o=- 25678 753849 IN IP4 128.96.41.1
s=-
c=IN IP4 128.96.41.1
t=0 0
m=audio 3456 RTP/AVP 0

MDCX ModifyConnection - 呼叫
代理用来指示网关更改现
有连接的参数。

ReturnCode,
[LocalConnectionDescriptor,]
[PackageList]
   ModifyConnection (CallId,
   EndpointId,
   ConnectionId,
   [NotifiedEntity,]
   [LocalConnectionOption,]
   [Mode,]

[RemoteConnectionDescriptor,]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MDCX 12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C: A3C47F21456789F0
I: FDE234C8
M: recvonly
X: 0123456789AE
R: L/hu
S: G/rt
v=0
o=- 4723891 7428910 IN IP4 128.96.63.25
s=-
c=IN IP4 128.96.63.25
t=0 0
m=audio 3456 RTP/AVP 0

DLCX DeleteConnection - 呼叫
代理用来指示网关删除现
有连接。

DeleteConnection 也可由
网关用来释放不再维持的
连接。

ReturnCode,
ConnectionParameters,
[PackageList]
   DeleteConnection (CallId,
     EndpointId,
     ConnectionId,
     [NotifiedEntity,]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范例 1: MGC -> MG

DLCX 92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C: A3C47F21456789F0
I: FDE234C8

范例 2: MG -> MGC

DLCX 93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C: A3C47F21456789F0
I: FDE234C8
E: 900 - Hardware error
P: PS=1245, OS=62345, PR=780, 
OR=45123, PL=10, JI=27, LA=48
关于 M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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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NT NotificationRequest 命令
由呼叫代理用来指示 MG 
监控指定端点的特定事件
或信号。

ReturnCode,
[PackageList]
   NotificationRequest[(EndpointId,
      [NotifiedEntity,]
      [RequestedEvents,]
      RequestIdentifier,
      [DigitMap,]
      [SignalRequests,]
      [QuarantineHandling,]
      [DetectEvents,]
      [encapsulated EPCF])

RQNT 1205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N: ca-new@callagent-ca.att.net
X: 0123456789AA
R: L/hd(A, E(S(L/dl),R(L/oc,L/hu,D/[0-9#*T](D))))
D: (0T|00T|xx|91xxxxxxxxxx|9011x.T)
S: 
T: G/ft

NTFY Notify - 网关用来在发生
所请求的事件或信号时通
知呼叫代理。

ReturnCode,
[PackageList]
   Notify (EndpointID,
   [NotifiedEntity,]
   RequestIdentifier,
   ObservedEvents)

NTFY 2002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N: ca@ca1.att.net:5678
X: 0123456789AC
O: L/hd,D/9,D/1,D/2,D/0,D/1,D/8,D/2,D/9,D/4, 
D/2,D/6,D/6

AUEP AuditEndpoint - 呼叫代理
用来审核端点的状态。

ReturnCode,
   EndPointIdList, | {
   [RequestedEvents,]
   [QuarantineHandling,]
   [DigitMap,]
   [SignalRequests,]
   [RequestedIdentifier,]
   [NotifiedEntity,]
   [ConnectionIdentifier,]
   [DetectEvents,]
   [ObservedEvents,]
   [EventStats,]
   [BearerInformation,]
   [BearerMethod,]
   [RestartDelay,]
   [ReasonCode,]
   [MaxMGCPDatagram,]
   [Capabilities]}
   [PackageList]

AuditEndpoint (EndpointId,
[RequestedInfo])

范例 1: 

AUEP 1201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F: A, R,D,S,X,N,I,T,O
范例 2: 
AUEP 1200 *@rgw-25.att.net MGCP 1.0

AUCX AuditConnection - 呼叫代
理用来收集应用于连接的
参数。

ReturnCode,
[CallId,]
[NotifiedEntity,]
[LocalConnectionOptions,]
[Mode,]
[RemoteConnectionDescriptor,]
[LocalConnectionDescriptor,]
[ConnectionParameters,]
[PackageList]
   AuditConnection (EndpointId,
     ConnectionId,
     RequestedInfo)

AUCX 3003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
I: 32F345E2
F: C,N,L,M,LC,P

RSIP RestartInProgress - 网关
用来通知呼叫代理一个或
多个端点正从服务中移除
或重置于服务中。

ReturnCode,
[NotifiedEntity,]
[PackageList]
   RestartInProgress (EndpointId,
     RestartMethod,
     [RestartDelay,]
     [ReasonCode])

RSIP 5200 aaln/1@rg2-25.att.net MGCP 1.0
RM: graceful
RD: 300

命令动词 说明 命令语法 示例
关于 MGC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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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代码
呼叫代理或网关发送的每个命令无论成功与否都需要响应代码。响应代码位于响应
消息的包头中，后面也可跟有会话说明信息。

响应包头包括一个响应行，后面跟有零或多个参数行，每个参数行包含一个参数名
字母，后跟该参数的值。响应包头包括一个 3 位的响应代码、事务 ID，后面也可
跟有注释。下列响应消息中的响应包头显示了响应代码 200 ( 成功完成 )、ID 1204 
和注释 : OK: 

200 1204 OK
I: FDE234C8

v=0
o=- 25678 753849 IN IP4 128.96.41.1
s=-
c=IN IP4 128.96.41.1
t=0 0
m=audio 3456 RTP/AVP 96
a=rtpmap:96 G726-32/8000

响应代码的范围定义如下 : 

000 - 099: 指示响应确认。

100 - 199: 指示暂时响应。

200 - 299: 指示成功完成 ( 终响应 )。

400 - 499: 指示瞬间错误 ( 终响应 )。

500 - 599: 指示永久错误 ( 终响应 )。

有关响应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3661。

将对命令的响应发送到该命令的源地址，而不是当前的通知实体。媒体网关可同时
从多个网络地址接收 MGCP 命令，并将响应发送回相应的网络地址。但它将所有
的 MGCP 命令发送到其当前的通知实体。
关于 M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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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本节包括以下配置方案 : 

第 67 页上的“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ISP 处的呼叫代理”

第 70 页上的“ISP 托管的服务”

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ISP 处的呼叫代理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22)，您在“电缆服务提供商”处配置了一台安全设备，以支
持家庭用户网络的 MGCP。该安全设备和呼叫代理在电缆服务提供商处。每个用户
家中都有一台集成的“访问设备”(IAD) 或机顶盒，该设备充当网关 - 每个 IAD 代
表一个独立的住所。该呼叫代理位于 trust_ca 区段；家庭用户位于 res_cust 区段。

创建了区段后 (untrust_subscriber 用于客户，trust_ca 用于服务提供商 )，您将依
次配置地址和策略。虽然网关经常驻留于不同的区段 ( 需要媒体信息流的策略 )，
但本例中的两个网关位于同一子网中。网关间的 RTP 信息流从不通过防火墙，因
此媒体不需要任何策略。

图 22:  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Trust

Untrust

呼叫代理

安全设备

电缆服务提供商
网络

Ethernet4 
10.1.1.2

Ethernet3 
2.2.2.0/24

IAD

IAD

IAD

IAD

IP 电话

IP 电话

IP 电话

IP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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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_subscriber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_ca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ubscriberSubNet
Comment: Our subscribers' network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0/24
Zone: untrust-subscriber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all_agent1
Comment: Our No. 1 call agen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01/32
Zone: trust_ca

3.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_subscriber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0/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_ca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01/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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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ca, To: untrust_subscribe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ame: Pol-CA-To-Subscribers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all_agent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bscriberSubNet
Service: MGCP-UA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_subscriber, To: trust-ca)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ame: Pol-Subscribers-To-CA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ubscriberSubNe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all_agent1
Service: MGCP-CA
Action: Permit

CLI

1. 区段
set zone name untrust_subscriber
set zone name trust_ca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_subscriber SubscriberSubNet 2.2.2.0 255.255.255.0 "Our 

subscribers' network" 
set address trust_ca call_agent1 10.1.1.101 255.255.255.255 "Our No. 1 call 

agent"

3.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_subscriber "Our subscribers' network"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trust_ca "Our No. 1 call ag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10.1.1.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4. 策略
set policy name Pol-CA-TO-Subscribers from trust_ca to untrust_subscriber 

call_agent1 SubscriberSubNet mgcp-ua permit 
set policy name Pol-Subscribers-To-CA from untrust_subscriber to trust_ca 

SubscriberSubNet call_agent1 mgcp-ca permit
示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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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 托管的服务
在本例中 ( 请参阅图 23)，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 ISP 为亚洲和旧金山的客户提供 
MGCP 服务。亚洲客户位于 Untrust 区段，由以下网关支持 : asia_gw (3.3.3.110) ；
旧金山客户位于 Trust 区段，由以下网关支持 : sf_gw (2.2.2.201)。呼叫代理 : 
west_ca (10.1.1.101) 位于 DMZ。

为网关和呼叫代理设置地址后，您将配置接口，将可信任的 ethernet4 和 
ethernet5 置于路由模式，以允许其直接在呼叫设置后传输媒体。为防止 DMZ 中
呼叫代理的 IP 地址暴露，您将 MIP 置于 ethernet6 上，即将呼叫代理的 IP 地址 
(10.1.1.101) 映射到 ethernet6 接口上地址池中的某个 IP 地址，在本例中为 : 
3.3.3.101。

后，您将创建策略。为了允许在 DMZ 中的呼叫代理和 Untrust 区段中的网关间
进行 MGCP 信号发送，您将为每个方向创建一个策略，以引用保护呼叫代理的 
MIP。您将创建另一对策略，以允许在呼叫代理和 Trust 区段中的网关间进行信号
发送。一个策略便足以允许 Trust 区段中的网关和 Untrust 区段中的网关之间的双
向通信。

图 23:  ISP 托管的服务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f_gw
Comment: gateway in asi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201/32
zone: Trust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sf_gw 
2.2.2.201

安全设备

虚拟设备

IP 电话

IP 电话

3.3.3.101 - 10.1.1.101

Eth6 - 3.3.3.10
Eth4 - 2.2.2.10

Eth5 - 10.1.1.2

Ethernet6 上的 MIP -

ISP 网络

asia_gw 
3.3.3.110

DMZ

west_ca 
1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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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asia_gw
Comment: gateway in sf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110/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st_ca
Comment: ca in west coas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01/32
zone: DMZ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10/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5):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2/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6):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10/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6)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3.3.3.101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101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示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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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st_ca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sia_gw

Service: MGCP-UA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sia_gw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st_ca

Service: MGCP-CA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f_gw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st_ca

Service: MGCP-CA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DMZ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st_ca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f_gw

Service: MGCP-UA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f_gw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sia_gw

Service: MGCP-UA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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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sf_gw 2.2.2.201/32 "gateway in s.f."
set address untrust asia_gw 3.3.3.110/32 "gateway in asia"
set address dmz west_ca 10.1.1.101/32 "ca in west coast"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2.2.2.1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ip 10.1.1.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6 ip 3.3.3.1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6 zone untrust

3. 映射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ethernet6 mip 3.3.3.101 host 10.1.1.101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dmz to untrust west_ca asia_gw mgcp-ua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sia_gw mip(3.3.3.101) mgcp-ca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sf_gw west_ca mgcp-ca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trust west_ca sf_gw mgcp-ua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sf_gw asia_gw mgcp-ua nat src permit
示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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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本章概述了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应用层网关 (ALG)，并列出了该实现的防火墙
安全功能。在 SCCP 体系结构摘要之后提供了典型方案的示例。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第 75 页上的“概述”

第 76 页上的“SCCP 安全性”

第 81 页上的“示例”

概述

在路由模式、透明模式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安全设备支持瘦客户端控制
协议 (SCCP)。SCCP 是二进制的应用层协议，用于 IP 语音通信 (VoIP) 呼叫设置和
控制。在 SCCP 体系结构中，由 Cisco H.323 代理 ( 称为“呼叫管理器”) 完成多数
处理任务。IP 电话 ( 也称为“终端站”) 将运行瘦客户端，并在端口 2000 上通过 
TCP 连接到主呼叫管理器 ( 如果存在附属呼叫管理器，还要与其连接 )，然后注册
到主呼叫管理器。然后使用此连接建立发往或发自客户端的呼叫。

SCCP ALG 支持以下功能 : 

呼叫从一个瘦客户端经过呼叫管理器发往另一个瘦客户端。

无缝故障切换 - 主防火墙发生故障时将所有正在进行的呼叫切换到备用防火墙。

VoIP 信号发送负荷检查 - 根据相关的 RFC 和专有标准对内向 VoIP 信号发送数
据包的负荷进行全面检查。ALG 会阻塞任何残缺数据包攻击。

SCCP 信号发送负荷检查 - 根据 RFC 3435 对内向 SCCP 信号发送数据包负荷进
行全面检查。ALG 将阻塞任何残缺数据包攻击。

状态式处理 - 调用相应的基于 VoIP 的状态机器处理分析后的信息。任何脱离
状态或脱离事务的数据包都将被识别并得到适当处理。

网络地址转换 (NAT) - 根据现有路由信息和网络拓朴来转换负荷中任何嵌入的 
IP 地址和端口信息，如有必要，用转换后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来转换。

VoIP 信息流的针孔创建和管理 - 识别用于媒体或信号发送的 IP 地址和端口信
息，并动态打开 ( 和关闭 ) 针孔，以安全地传送媒体流。
概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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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安全性

SCCP ALG 包括以下安全功能 : 

拒绝服务 (DoS) 攻击保护。ALG 在 UDP 数据包级、事务级和呼叫级执行状态
式检查。与 SCCP 消息格式、事务状态和呼叫状态相匹配的数据包将得到处
理。所有其它的消息都将被丢弃。

在 Cisco IP 电话与呼叫管理器 ( 集群内 ) 之间实施防火墙策略。

在呼叫管理器 ( 集群内 ) 之间实施防火墙策略。

呼叫管理器泛滥控制。防止呼叫管理器被已受害的连接客户端或发生故障的设
备发出的新呼叫淹没。

在网关之间实施防火墙策略 ( 媒体策略 )。

每个网关的 SCCP 连接泛滥控制。

无缝切换 / 故障切换，适用于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呼叫 ( 包括进行中的呼叫 ) 
切换到备用防火墙。

关于 SCCP

以下各节简要概述了 SCCP 及其工作原理 : 

第 76 页上的“SCCP 组件”

第 77 页上的“SCCP 事务”

第 80 页上的“SCCP 消息”

SCCP 组件
SCCP VoIP 体系结构的基本组件如下 : 

SCCP 客户端

呼叫管理器

集群

SCCP 客户端

SCCP 客户端在 IP 电话上运行。IP 电话也称为“终端站”，使用 SCCP 发送信号和
进行呼叫。为使瘦客户端进行呼叫，首先必须将其注册到主呼叫管理器 ( 如果存在
附属呼叫管理器，还要注册到该呼叫管理器 )。客户端与呼叫管理器之间的连接通
过 TCP 在端口 2000 上建立。然后使用此连接建立发往或发自客户端的呼叫。媒体
传输通过 RTP、UDP 和 IP 进行。
SCCP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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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管理器

呼叫管理器是一个 Cisco H.323 服务器，可对 SCCP VoIP 网络中的所有设备和通信
进行整体控制。其功能包括定义、监控和控制 SCCP 组、号码区域和路由计划；为
网络上的设备提供初始化、许可和注册服务；提供包含地址、电话号码和号码格式
的冗余数据库；主动联系被呼叫的设备或其代理程序，以建立支持语音通信流的逻
辑会话。

集群

集群是 SCCP 客户端和呼叫管理器的集合。集群中的呼叫管理器可辨识集群中的所
有 SCCP 客户端。集群中可有多个呼叫管理器以供备用。在以下每个集群场景中，
呼叫管理器的行为各不相同 : 

集群内 - 在这种场景中，呼叫管理器可辨识每个 SCCP 客户端，并且呼叫是在
同一集群的各个 SCCP 客户端之间进行。

集群间 - 在这种场景中，呼叫管理器必须使用 H.323 与另一个呼叫管理器通信
才能进行呼叫设置。

使用关守设备进行许可控制和地址解析的集群间呼叫。

对于 SCCP 客户端与公共交换电话网 (PSTN) 中的电话之间的呼叫，以及 SCCP 
客户端与另一个使用 H323 的管理域中的电话之间的呼叫，呼叫管理器的行为
也各不相同。

SCCP 事务
SCCP 事务是为了进行 SCCP 呼叫所必须执行的过程。SCCP 事务包括以下内容 : 

客户端初始化

客户端注册

呼叫设置

媒体设置

客户端初始化

要进行初始化，SCCP 客户端需要知道呼叫管理器的 IP 地址、其自身的 IP 地址以
及 IP 网关和 DNS 服务器的其他相关信息。初始化在本地 LAN 上执行。客户端发
送一个动态主机控制协议 (DHCP) 请求，以获取 IP 地址、DNS 服务器地址以及 
TFTP 服务器名称和地址。客户端需要知道 TFTP 服务器名称才能下载配置文件 : 
sepmacaddr.cnf。如果未提供 TFTP 名称，则客户端使用 IP 电话中的缺省文件名。
接着，该客户端将从 TFTP 服务器下载配置文件 .cnf (xml)。CNF 文件中包含主 
Cisco 呼叫管理器和附属 Cisco 呼叫管理器的 IP 地址或地址。借助这些信息，该客
户端联系呼叫管理器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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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注册

经过初始化的 SCCP 客户端将在众所周知的缺省端口 2000 上通过 TCP 连接注册到
呼叫管理器。客户端通过向呼叫管理器提供其 IP 地址、电话的 MAC 地址和其它信
息 ( 例如协议和版本 ) 来进行注册。客户端必须先进行注册，然后才能发起或接收
呼叫。只要安全设备上的策略允许，激活消息就会使客户端与呼叫管理器之间的这
种 TCP 连接保持打开状态，以便客户端能随时发起或接收呼叫。

表 4 列出了 SCCP 消息，并指出了与安全设备相关的消息。

表 4:  SCCP 注册消息

呼叫设置

使用 SCCP 的 IP 电话到 IP 电话的呼叫设置始终由呼叫管理器处理。有关呼叫设置
的消息被发送到呼叫管理器，呼叫管理器再返回与该呼叫的状态相应的消息。如果
呼叫设置成功，并且安全设备上的策略允许该呼叫，则呼叫管理器将媒体设置消息
发送到客户端。

媒体设置

呼叫管理器将被呼叫方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发送到呼叫方。呼叫管理器还会将呼叫
方的媒体 IP 地址和端口号发送到被呼叫方。在媒体设置完成后，媒体会在客户端
之间直接传输。呼叫结束时，呼叫管理器将得到通知并终止媒体流。在此过程中，
呼叫管理器决不会将呼叫设置操作移交给客户端。媒体流在客户端之间通过 
RTP/UDP/IP 直接传输。

来自客户端 来自呼叫管理器 与安全设备相关

RegisterMessage b

IPortMessage b

RegisterAckMessage b

CapabilitiesRequest

CapabilitiesResMessage

ButtonTemplateReqMessage

ButtonTemplateResMessage

SoftKeyTemplateReqMessage

SoftKeyTemplateResMessage

LineStatReqMessage b

LineStatMessag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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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控制消息和 RTP 流
图 24 显示了用于设置和终止 Phone1 和 Phone2 之间的简单呼叫的 SCCP 控制消
息。除了从 Phone1 发起呼叫的 OffHook 消息以及用信号通知呼叫结束的 OnHook 
消息之外，呼叫的所有方面均由呼叫管理器控制。

图 24:  呼叫设置和终止

OffHook
CallState(offhook, ln 1, CID 16777332)
keypadbutton

CallState(Proceed, ln 1, CID 16777332)

CallInfo(Outbound, ln 1, 2001->2002, Orig: 2002. CID16777332)

CallState(Ringout, ln 1, CID 16777332)
CallInfo(Outbound, ln 1, 2001->2002, CID16777332)

OpenRcvChn1(PPID 16778561, CnfrId: 0)

CallState(Connected, ln 1, CID 16777332)

CallInfo(outboundcall, ln 1, 2001->2002, CID16777332)
OpenRcvChnAck1(PPID 16778561, IP:10.10.10.10/Port:24038)

StartMediaX(PPID 16778561, IP:10.10.10.20/Port:30198), CnffId:0

RTP/UDP (10.10.10.10/24038 -> 10.10.10.20/30198, 10.10.10.20/30198 -> 10.10.10.10/24038)

OpenRcvChnAck1(PPID 16778577, IP:10.10.10.20/Port:30198)

CallState(OnHook, ln 1, CID 16777332)

CloseRcvChn1(PPID 16778561, CnfrId:0)

StopMediaX(PPID 16778561, CnffId:0)

CallState(Terminate, ln 1, CID 16777332)

StopMediaX(PPID 16778577, CnffId:0)

CloseRcvChn1(PPID 16778577, CnfrId:0)

StartMediaX(PPID 16778577, IP:10.10.10.10/Port:24038), CnfrnId:0

CallInfo(Inbound, ln 1, 2001->2002, Orig: 2002. CID16777333)

CallState(Connected, ln 1, CID 16777333)

OpenRcvChn1(PPID 16778577, CnfrId: 0)
CallState(OffHook, ln 1, CID 16777333)
OffHook

CallInfo(Inbound, ln 1, 2001->2002, Orig: 2002. CID16777333)
Callstate(RingIn, ln 1, CID 16777333)

Phone1 呼叫管理器 Pho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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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消息
表 5、表 6、表 7和表 8 列出了四个时间间隔中安全设备所允许的 SCCP 呼叫消息 
ID。

表 5:  工作站发送到呼叫管理器的消息

表 6:  呼叫管理器发送到工作站的消息

表 7:  Call Manager 4.0 消息和 Post Skinny 6.2

表 8:  呼叫管理器发送到工作站

消息 范围

#define STATION_REGISTER_MESSAGE 0x00000001 

#define STATION_IP_PORT_MESSAGE 0x00000002

#define STATION_ALARM_MESSAGE 0x00000020

#define STATION_OPEN_RECEIVE_CHANNEL_ACK 0x00000022

消息 范围

#define STATION_START_MEDIA_TRANSMISSION 0x00000001 

#define STATION_STOP_MEDIA_TRANSMISSION 0x00000002

#define STATION_CALL_INFO_MESSAGE 0x00000020

#define STATION_OPEN_RECEIVE_CHANNEL_ACK 0x00000022

#define STATION_CLOSE_RECEIVE_CHANNEL 0x00000106

消息 范围

#define STATION_REGISTER_TOKEN_REQ_MESSAGE 0x00000029

#define STATION_MEDIA_TRANSMISSION_FAILURE 0x0000002A

#define STATION_OPEN_MULTIMEDIA_RECEIVE_CHANNEL_ACK 0x00000031

消息 范围

#define STATION_OPEN_MULTIMEDIA_RECEIVE_CHANNEL 0x00000131 

#define STATION_START_MULTIMEDIA_TRANSMISSION 0x00000132

#define STATION_STOP_MULTIMEDIA_TRANSMISSION 0x00000133

#define STATION_CLOSE_MULTIMEDIA_RECEIVE_CHANNEL 0x000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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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本节包含以下示例方案 : 

第 81 页上的“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第 84 页上的“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

第 86 页上的“范例 : 三个区段，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DMZ 中”

第 89 页上的“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第 93 页上的“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

第 95 页上的“范例 : SCCP 的全网状 VPN”

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在本例中，phone1 和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 专用 ) 区段的 ethernet1 接
口上，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在 ethernet3 接口上为呼叫管
理器 /TFTP 服务器放置一个 MIP，以便 phone2 在引导时可以联系到 TFTP 服务器并
获得呼叫管理器的 IP 地址。( 建议在 TFTP 服务器配置文件 (sep <mac_addr>.cnf) 
中将呼叫管理器的 IP 地址更改为呼叫管理器的 MIP IP 地址。) 然后创建一个允许 
SCC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的策略，并在该策略中引用上述 MIP。
还将创建一个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以允许 phone1 拨出。

图 25: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专用区段中

CM/TFTP 服务器
10.1.1.4

Trust

LAN

phone1
10.1.1.3

虚拟设备
ethernet3 上的 MIP
1.1.1.2 -> 10.1.1.4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安全设备

互联网

Untrust

phone2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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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4/24
Zone: Trus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2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4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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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2)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trust cm-tftp_server 10.1.1.4/24

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2 host 10.1.1.4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phone2 scc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hone2 mip(1.1.1.2) sccp permit
save

注意 : 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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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和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配置接口和地址后，创建从 Trust 区段
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这使 phone1 可以注册到 Untrust 区段中的呼叫管理器/TFTP 
服务器。

图 26: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hone1
10.1.1.3

phone2
1.1.1.4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Trust Untrust

LAN

互联网
安全设备

CM/TFTP 服务器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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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3/24
Zone: Untrust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untrust cm-tftp_server 1.1.1.3/24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ccp nat src permit
save

注意 : 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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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三个区段，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DMZ 中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DMZ 的 ethernet2 接口上。为进行
信号发送，创建从 Trust 区段到 DMZ 的策略，允许 phone1 与呼叫管理器 /TFTP 服
务器进行通信；再创建从 Untrust 区段到 DMZ 的策略，允许 phone2 与呼叫管理
器 /TFTP 服务器进行通信。为传输媒体，创建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策
略，允许 phone1 与 phone2 直接通信。图 27 中的箭头表明了当 Untrust 区段中的 
phone2 呼叫 Trust 区段中的 phone1 时，SCCP 信号发送信息流的流向。会话启动
之后，媒体将直接在 phone1 和 phone2 之间流动。

图 27:  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DMZ 中

Untrust

Trust

DMZ

互联网

LAN

LAN

安全设备

CM/TFTP 服务器
2.2.2.4

phone2
1.1.1.4

phone1
10.1.1.3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2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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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4/24
Zone: DMZ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M-TFTP_Server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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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M-TFTP_Server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hone2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1.4/24
set address dmz cm-tftp_server 2.2.2.4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phone1 cm-tftp_server scc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phone2 cm-tftp_server scc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phone2 sccp nat src permit
save

注意 : 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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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在本例中，phone1 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4 接口上，phone2 在 Untrust 区段
某一子网的 ethernet3 接口上，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要实现 Untrust 区段中两个电话间的区段内部 SCCP 信息流，需要创建一
个回传接口，并将 ethernet3 和 ethernet4 添加到某一回传组中，然后在与呼叫管
理器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之间的回传接口上放置一个 MIP。创建回传接口使您
能够对 Trust 区段中的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使用单一 MIP。( 有关使用回传接
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67 页上的“MIP 和回传接口”。) 后，由于在缺省情
况下会启用区段内部阻塞，因此应在 Untrust 区段中取消设置阻塞以允许区段内部
通信。

图 28: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phone1
1.1.1.4

phone2
1.1.2.4

ethernet4
1.1.1.1/24

ethernet3
1.1.2.1/24

loopback 1
1.1.4.1/24

CM/TFTP 服务器
10.1.1.5

Untrust

ethernet1
10.1.1.1/24

loopback 1 上的 MIP
1.1.4.5 -> 10.1.1.5

Trust

LAN

互联网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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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Loopbac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trust-vr)
IP Address/Netmask: 1.1.4.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4/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2.4/32
Zone: Untrust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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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传组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 选择 ), loopback.1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loopback group: ( 选择 ), loopback.1
Zone Name: Untrust

4.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1)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4.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5. 阻塞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清除 )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M-TFTP_Serve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4.5)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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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ip 1.1.4.1/24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m-tftp_server 10.1.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1 1.1.1.4/32
set address untrust phone2 1.1.2.4/32

3. 回传组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loopback-group loopback.1

4. MIP
set interface loopback.1 mip 1.1.4.5 host 10.1.1.5

5. 阻塞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cm/tftp_server any sccp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4.5) sccp permit
save

注意 : 在本例中，尽管是通过在 Untrust 区段中取消设置阻塞来实现区段内部通信，但
也可以通过创建以下策略来实现区段内部通信 :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sccp permit

另外请注意，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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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中

在本例中，phone1 在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phone2 在 Trust 区段某一子
网的 ethernet2 接口上，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
口上。配置接口和地址后，创建一个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允许 
phone1 和 phone2 注册到 Untrust 区段中的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缺省情
况下，阻塞在 Trust 区段中关闭 ( 像在定义的定制区段中一样 )，因此不必创建。但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选择关闭阻塞，并创建从 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策略。这
使您可以指定 SCCP 服务，并限制发往 phone1 和 phone2 的区段内部呼叫。

图 29:  区段内部，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在 Trust 区段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phone1
10.1.1.3

phone2
10.1.2.2

ethernet3
3.3.3.3/24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2
10.1.2.1/24

CM/TFTP 服务器
3.3.3.4

LAN 互联网

UntrustTrust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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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3/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2.2/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 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4/24
Zone: Untrust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M/TFTP Server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Enable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24
set address trust phone2 10.1.2.2/24
set address untrust cm-tftp_server 3.3.3.4/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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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cm-tftp_server sccp nat src permit
save

范例 : SCCP 的全网状 VPN
在本例中，总部与分支机构通过全网状 VPN 链接在一起。每个站点都有一台安全
设备。呼叫管理器 /TFTP 服务器位于“总部”的 Trust 区段中，phone1 位于“分
支机构 1”的 Trust 区段中，phone2 位于“分支机构 2”的 Trust 区段中。连接这
些设备的所有接口均位于其各自的 Untrust 区段中。在每台设备上都配置两个与其
它设备相互通信用的通道以创建全网状网络。

图 30:  SCCP 的全网状 VPN

注意 : 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注意 : 本例中使用的安全设备必须至少有三个可独立配置的接口可以使用。

CM/TFTP 服务器 
10.1.3.3

Trust eth2/8: 
10.1.3.1

tunnel.2 
7.7.7.7

Untrust eth2/2: 
1.1.2.1

网关路由器
至总部 : 1.1.2.1 
至分支 : 2.2.2.2

Untrust eth3: 2.2.2.2

tunnel.2 接口 
( 未编号 )分支 -2

VPN 2

Trust eth1: 
10.1.2.1

分支机构 2
phone2 
10.1.2.3

总部

tunnel.3 接口 
( 未编号 )

Untrust eth4: 
5.5.5.5

网关路由器
至分支 -1: 4.4.4.4 
至分支 -2: 5.5.5.5

Untrust eth4: 
4.4.4.4

VPN 3

tunnel.3 接口 
( 未编号 )phone1 

10.1.1.3

分支机构 1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rust eth1: 
10.1.1.1

分支 -1
tunnel.1 接口 

( 未编号 )

Untrust eth3: 
3.3.3.3

网关路由器
至总部 : 1.1.1.1 
至分支 : 3.3.3.3

Untrust eth2/1: 
1.1.1.1

tunnel.1 
6.6.6.6

注意 : 各设备的 Untrust 
区段未显示出来

总部

Trust 区段

VPN 1

注意 : 如本配置示例中所示，明确指定服务始终要比使用关键字 any 安全。
示例 95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96
WebUI ( 对于总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8):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3.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1
Zone (VR):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6.6.6.6/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7.7.7.7/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M/TFTP Server
IPv4/Netmask: 10.1.3.3/32
Zone: 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branch-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1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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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branch-1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branch-2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2/2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branch-2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CM/TFTP Server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CM/TFTP Server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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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对于总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ip 1.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ip 10.1.3.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route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6.6.6.6/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7.7.7.7/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cm-tftp_server 10.1.3.3/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to-branch-1 address 3.3.3.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1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branch-2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2 

preshare"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_branch-1 gateway to-branch-1 no-repl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branch-1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branch-2 gateway to-branch-2 no-repl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branch-2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4. 路由
set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cm-tftp_server any scc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cm-tftp_server sccp permit
save

WebUI ( 对于分支机构 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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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4.4.4/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3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1
IPv4/Netmask: 10.1.1.3/32
Zone: V1-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central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1.1.2.1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central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ns50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5.5.5.5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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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ns50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3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3.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CLI ( 对于分支机构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4.4.4.4/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1.3/32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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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set ike gateway to-central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s50 address 5.5.5.5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gateway to-central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ns50 gateway to-ns50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ns50 bind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set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tunnel.3
set route 10.1.3.0/24 interface tunnel.1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1 any scc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phone1 sccp permit
save

WebUI ( 对于分支机构 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4.4.4/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2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3
Zone (VR): Untrust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4
示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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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hone2
IPv4/Netmask: 10.1.2.3/32
Zone: 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central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1.1.2.1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central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2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ns50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IPvc4/v6 Address/Hostname: 4.4.4.4
Preshare Key: netscreen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4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ns50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
置页 : 

Bind to ( 选择 ): Tunnel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3.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3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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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Any-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 Book Entry: phone2
Service: SCCP
Action: Permit

CLI ( 对于分支机构 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4.4.4.4/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hone1 10.1.2.3/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to-central address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s50 address 4.4.4.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netscreen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gateway to-central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central id 4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ns50 gateway to-ns50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ns50 id 5 bind interface tunnel.3

4. 路由
set route 10.1.3.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10.1.2.0/24 interface tunnel.3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phone2 any scc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phone2 sccp permit
save
示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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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7 卷 : 路由包含以下各部分 : 

第 1 章，“静态路由”介绍路由表以及如何为基于目标的路由、基于源接口的
路由或基于源的路由配置静态路由。

第 2 章，“路由”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虚拟路由器以及如何在协议或虚
拟路由器之间重新分配路由表条目。

第 3 章，“开放 短路径优先”介绍如何配置“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第 4 章，“路由信息协议”介绍如何配置“路由信息协议”(RIP)。

第 5 章，“边界网关协议”介绍如何配置“边界网关协议”(BGP)。

第 6 章，“基于策略的路由”介绍如何强制相关信息流沿网络中的特定路径
传送。

第 7 章，“组播路由”介绍组播路由基础，包括如何配置静态组播路由。

第 8 章，“互联网组管理协议”介绍如何配置“互联网组管理协议”(IGMP)。

第 9 章，“协议无关组播”介绍如何配置“协议无关组播 - 稀疏模式”
(PIM-SM) 和“协议无关组播 - 源特定组播”(PIM-SSM)。

第 10 章，“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介绍如何在主机与路由器之间设置互联网
控制信息协议 (ICMP) 交换。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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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x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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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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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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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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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静态路由

本章讨论静态路由并解释何时以及如何设置静态路由。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概述”

第 2 页上的“静态路由的工作方式”

第 3 页上的“配置静态路由的时机”

第 4 页上的“配置静态路由”

第 9 页上的“启用网关跟踪”

第 9 页上的“将信息流转发到 Null 接口”

第 9 页上的“防止在其它路由表中查找路由”

第 10 页上的“防止在非通道接口上发送通道信息流”

第 10 页上的“防止汇总路由创建的回路”

第 10 页上的“永久活动路由”

第 11 页上的“用等开销多路径更改路由优先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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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静态路由是从 IP 网络地址到在第 3 层转发设备 ( 如路由器 ) 上定义的下一跳跃目
标地址 ( 其它路由器 ) 的手动配置的映射。

如果网络与其它网络之间的连接很少，或内部网络连接相对稳定，则定义静态路由
通常比定义动态路由更为有效。除非您明确删除静态路由，否则 ScreenOS 会将其
保留。但是，必要时可以用动态路由信息覆盖静态路由。

可以在 ScreenOS 路由表中查看静态路由。要强制负载均衡，可以配置“等开销多
路径”(ECMP)。要仅使用活动网关，可以设置网关跟踪。

应至少设置一个 null 路由作为缺省路由 ( 网络地址 0.0.0.0/0)。对于发往网络的封
包，缺省路由无疑是整个路由表中应用 广的条目。

静态路由的工作方式
当某一主机向位于不同网络的另一台主机发送封包时，每个封包包头都含有目标主
机的地址。当路由器收到封包时，会将该目标地址与其路由表中的所有地址进行比
较。路由器先在路由表中选择一个 具体的指向目标地址的路由，再根据选定的路
由条目决定转发封包的下一跳跃。

图 2 代表使用静态路由和示例 IP 封包的网络。在本例中，网络 A 中主机 1 的信息
要发送到网络 C 中的主机 2。要发送的封包的包头中包含下列数据 : 

源 IP 地址

目标 IP 地址

负荷 ( 消息 )

图 2:  静态路由范例

注意 : 确定 具体路由的方法是，先对路由表中每个条目的目标地址和网络掩码执行位
逻辑 AND 运算。例如，IP 地址 10.1.1.1 与子网掩码 255.255.255.0 进行位逻辑 
AND 运算的结果为 10.1.1.0。 具体的路由就是子网掩码中 高位置为 1 的路由 
( 也称作“ 长匹配路由”)。

SRC
IP

DST
IP

主机 1 主机 2 负荷

网络 A 网络 B 网络 C

主机 1

路由器 X

路由器 Y

路由器 Z 主机 2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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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汇总了每个路由器的路由表。

表 1:  路由器 X、Y 和 Z 的路由表汇总

在表 1 中，路由器 X 有一个为网络 C 配置的静态路由，相应网关 (下一跳跃 ) 为路
由器 Y。当路由器 X 收到发往网络 C 中主机 2 的封包时，先将封包中的目标地址
与其路由表进行比较，然后会发现表中的 后一个路由条目是 具体的指向目标地
址的路由。 后一条路由条目指定将发往网络 C 的信息流发送到路由器 Y 进行传
送。路由器 Y 接收封包，而且由于它知道网络 C 是直接连接的，所以它会通过连
接到该网络的接口来发送封包。

如果路由器 Y 发生故障，或者路由器 Y 与网络 C 之间的链接不可用，则无法将封
包发送到主机 2。虽然还有一条通过路由器 Z 到达网络 C 的路由，但由于尚未在
路由器 X 上配置该静态路由，因此路由器 X 并不检测这条备用路由。

配置静态路由的时机
即使在使用动态路由协议时，也需要至少定义一些静态路由。在以下情况中，需要
定义静态路由 :

您需要定义一个静态路由，将缺省路由 (0.0.0.0/0) 添加到虚拟路由器 (VR) 的
路由表中。例如，如果正在使用的两个 VR 在同一安全设备上，则 trust-vr 路
由表可包含一个缺省路由，将 untrust-vr 指定为下一跳跃。这样即可将目标地
址不在 trust-vr 路由表中的信息流路由到 untrust-vr。还可以在 untrust-vr 中定
义一个缺省路由，将目标地址不在 untrust-vr 路由表中的信息流路由到特定 IP 
地址。

如果网络没有直接连接到安全设备，但可以通过虚拟路由器的接口上的路由器
访问网络，则需要使用该路由器的 IP 地址定义网络的静态路由。例如，
Untrust 区段接口所在的子网可能有两个路由器，每个路由器连接到不同的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 (ISP)。必须定义使用哪个路由器将信息流转发到特定的 
ISP。

如果正在使用的两个 VR 在同一安全设备上，且目标地址为连接到 trust-vr 接
口的网络的入站信息流到达 untrust-vr 接口，则需要在 untrust-vr 路由表中定
义一个静态条目，将连接到 trust-vr 接口的目标网络指定为下一跳跃。在此情
况下，可通过将 trust-vr 中的路由导出到 untrust-vr 来避免设置静态路由。

当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必须定义静态路由，将源自设备本身的管理信息
流 ( 与经过防火墙的用户信息流方向相反 ) 发送到远程目标地址。例如，需要
定义静态路由，将 syslog、SNMP、WebTrends 等消息发送到远程管理员地
址。还必须定义路由，将认证请求发往 RADIUS、SecurID 和 LDAP 服务器，并
将 URL 检查信息发往 Websense 服务器。

路由器 X 路由器 Y 路由器 Z

网络 网关 网络 网关 网络 网关

网 A 已连接 网 A 路由器 X 网 A 路由器 X

网 B 已连接 网 B 已连接 网 B 已连接

网 C 路由器 Y 网 C 已连接 网 C 已连接
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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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站“虚拟专用网”(VPN) 信息流，如果有多个外向接口指向目标地址，
则需要设置路由，让出站信息流通过预期接口发送到外部路由器。

如果 trust-vr 中的安全区段接口为 NAT，且在该接口上配置了“映射 IP”(MIP) 
或“虚拟 IP”(VIP) 以接收来自 un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的信息源的内向信息
流，则必须创建到 untrust-vr 中的 MIP 或 VIP 的路由，该路由指向 trust-vr 作
为网关。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使用目标 IP 地址来查找转发数据包的 佳路由。也
可以在 VR 上启用基于源或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基于源和基于源接口的路由
表都包含在 VR 上配置的静态路由。

配置静态路由
要创建静态路由，需要定义以下内容 :

此路由所属的虚拟路由器 (VR)。

目标网络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路由的下一跳跃，既可以是安全设备上的另一个 VR，也可以是网关 ( 路由器 ) 
的 IP 地址。如果指定另一个 VR，请确保该 VR 的路由表中存在目标网络条目。

转发被路由的信息流的接口。接口可以是支持 ScreenOS 的任何接口，如物理
接口 ( 例如 ethernet1/2) 或通道接口。也可为某些应用程序指定 Null 接口。请
参阅第 9 页上的“将信息流转发到 Null 接口”。

或者，可定义以下元素 : 

当存在多个路由指向同一目标网路且优先级相同时，使用路由度量来选择活动
路由。静态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1。

路由标记是在重新分配路由时可用作过滤器的值。例如，可以选择仅将包含指
定标记值的那些路由导入到 VR 中。

路由的优先级值。缺省情况下，所有静态路由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值，该值在 
VR 中设置。

该路由是否恒定 (即使转发接口中断或 IP 地址从接口中被删除也保持活动状态)。

本节包括以下范例 : 

第 5 页上的“设置静态路由”

第 8 页上的“为通道接口设置静态路由”

注意 : 当安全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必须为来自设备的管理信息流定义静态路由，
即使目标与该设备位于同一子网中。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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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静态路由

在第 6 页上的图 3 中，运行时 Trust 区段接口处于“网络地址转换”(NAT) 模式下
的安全设备负责保护一个多级网络。本例中既有本地管理又有远程管理 ( 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安全设备向本地管理员 ( 位于 Trust 区段中的某一网
络 ) 发送 SNMP 陷阱和 syslog 报告，并向远程管理员 ( 位于 Untrust 区段中的某一
网络 ) 发送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报告。该设备使用“非军事区段”(DMZ) 
中的 SecurID 服务器来认证用户，通过 Trust 区段中的 Websense 服务器执行 Web 
过滤。

Trust-vr 和 untrust-vr 路由表必须包含指向以下目标地址的路由 : 

untrust-vr

1. 连接到 Internet 的缺省网关 (VR 的缺省路由 )

2. 3.3.3.0/24 子网中的远程管理员

3. DMZ 中的 2.2.40.0/24 子网

4. DMZ 中的 2.20.0.0/16 子网

trust-vr 

5. 与未在 trust-vr 路由表中找到的所有地址相对应的 untrust-vr (VR 的缺省路由 )

6. Trust 区段中的 10.10.0.0/16 子网

7. Trust 区段中的 10.20.0.0/16 子网

8. Trust 区段中的 10.30.1.0/24 子网

注意 : 必须绑定以下区段才能完成本范例。将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分
别为 10.1.1.1/24、2.2.10.1/24 和 2.2.2.1/24。
概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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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静态路由配置

WebUI

1.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创建 
untrust 缺省网关，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untrust-vr New: 输入下列内容将安全设
备生成的系统报告发往远程管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3.3.3.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3

10.10.30.0/24 10.10.40.0/24

10.1.1.0/24

2.2.2.2/24
200.20.2.2/24

3.3.3.10/32

2.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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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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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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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24 10.1.1.4/24

10.1.1.3/24
10.10.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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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0.2/24
2.20.3.1/24
2.2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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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路由域

互联网

安全设备

=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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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2.2.4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2.2.10.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2.20.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2.2.10.3

2.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0.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2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0.0.0/16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3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30.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10.1.1.4

CLI

1.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3.3.3.0/2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3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2.2.40.0/24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2.2.10.2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2.20.0.0/16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2.2.10.3

注意 : 要移除条目，请单击 Remove。会出现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移除操作。单击 
OK 继续，或单击 Cancel 取消操作。
概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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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ust-vr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0.0.0/16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10.1.1.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0.0.0/16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10.1.1.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30.1.0/2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10.1.1.4
save

为通道接口设置静态路由

在图 4 中，信任主机与信任接口处在不同的子网中。“文件传输协议”(FTP) 服务
器通过 VPN 通道接收入站信息流。您需要设置一个静态路由，将离开通道接口的
信息流引向通往服务器所在子网的内部路由器。

图 4:  用于通道接口的静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5/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5/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ave

Trust 区段

Trust 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接口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FTP 服务器
10.2.2.5

互联网

VPN 通道

tunnel.1
10.10.1.1/24

路由器
1.1.1.250 

注意 : 若要为了 tunnel.1 出现在 Interface 下拉列表中，您必须先创建 tunnel.1 接口。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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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网关跟踪
安全设备允许对独立于接口的静态路由进行网关跟踪，以跟踪其可达到性。在缺省
情况下，不跟踪静态路由，但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跟踪网关路由的可达到性。根据
每个网关的可达到性，该设备将所跟踪的路由记录为活动或非活动。例如，如果某
个网关变为不可到达，安全设备则将该路由更改为非活动。此网关再次变为活动状
态时，该路由恢复为活动。

要添加具有网关跟踪的静态路由，需要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别和网关地址明确设
置路由。不设置接口的 IP 地址。

可以使用此命令为前缀为 1.1.1.0、长度为 24 的 IP 地址 1.1.1.254 添加具有跟踪的
网关的静态路由。可通过输入网关 IP 地址但不设置接口来设置网关跟踪。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单击 New 然后输入以下内容 : 

IPv4/Netmask: 1.1.1.0/24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4

CLI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1.1.1.0/24 gateway 1.1.1.254
unset vrouter trust route 1.1.1.0/24 gateway 1.1.1.254
save

将信息流转发到 Null 接口

可以用 Null 接口做为出接口来配置静态路由。Null 接口始终为活动的，而且始终
丢弃目标地址为 Null 接口的信息流。要使到 Null 接口的路由成为 终路由，需定
义度量值高于其它路由的路由。使用将信息流转发到 Null 接口的静态路由有如下
三个目的 : 

防止在其它路由表中进行路由查找

防止在非通道接口上发送通道信息流

防止出现信息流回路

防止在其它路由表中查找路由
如果启用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则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在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中执行
路由查找。( 有关配置基于源接口的路由选择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基于
源接口的路由表”。) 如果在基于源接口路由表中没有找到相应路由，并且已启用
基于源的路由，则安全设备在基于源的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如果在基于源的路
由表中没有找到相应路由，则安全设备在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如果
要防止在基于源的路由表或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进行路由查找，则可以将 Null 接口
做为出接口，在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中创建一个缺省路由。使用高于其它路由的度
量值，以确保仅当不存在其它与路由匹配的基于源接口的路由时，才使用此路由。
将信息流转发到 Null 接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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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在非通道接口上发送通道信息流
可以使用具有外向通道接口的静态或动态路由，以加密发往指定目标地址的信息
流。如果通道接口处于非活动状态，则定义在接口上的所有路由都处于非活动状
态。如果在非通道接口上存在备用路由，则发送的信息流将不加密。要防止要加密
的信息流在非通道接口上发出，则应以 Null 接口做为出接口，定义一个与通道信
息流具有相同目标地址的静态路由。为此接口分配高于通道接口路由的度量值，以
确保仅当通道接口路由不可用时，该路由才处于活动状态。当通道接口变为非活动
状态时，具有 Null 接口的路由将变为活动状态，并且发往通道目标地址的信息流
将被丢弃。

防止汇总路由创建的回路
当安全设备通告汇总的路由时，设备可能会接收前缀不在其路由表中的信息流。然
后，它可能基于其缺省的路由转发信息流。这样，汇总的路由通告就可能导致接收
路由器将信息流发回安全设备。要避免出现此类回路，可以对汇总路由前缀定义一
个静态路由，此静态路由用 Null 接口做为出接口并有较高路由度量值。如果安全
设备接收的信息流的前缀在其汇总路由通告中，而不是在其路由表中，则信息流将
被丢弃。

本例中，将为在前例中创建的到网络 2.1.1.0/24 的汇总路由设置 NULL 接口。网络 
2.1.1.0/24 中存在主机 2.1.1.2、2.1.1.3 和 2.1.1.4。发往地址 2.1.1.10 的所有数据
包均属汇总路由的范围。安全设备将接受这些数据包，不过除了可将其发送回原地
址外，无法将其转发到任何其它位置，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网络回路。为避免出现网
络回路，将为此路由设置 NULL 接口。设置 NULL 接口时，设置高优先级值和度量
值十分重要。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2.1.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Null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Preference: 255
Metric: 65535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1.1.0/24 interface null preference 255 metric 65535
save

永久活动路由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与路由关联的物理接口中断或没有分配的 IP 地址，仍希望路
由在路由表中维持活动状态。例如，无论何时有信息流需要发送到 XAuth 服务器
上时，该服务器都会为安全设备上的某个接口分配 IP 地址。即使没有任何 IP 地址
分配到接口上，通向 XAuth 服务器的路由也需要保持活动状态，从而保证发往 
XAuth 服务器的信息流不会被丢弃。

对于在配置 IP 跟踪的接口间保持路由处于活动状态，这也非常有用。如果通过初
始接口不能到达目的 IP 地址，则 IP 跟踪允许安全设备通过不同的接口重新路由外
向信息流。即使安全设备将信息流重新路由到另一接口，它仍需要能够在初始接口
上发送 ping 请求，以确定目标地址是否又可以到达。
永久活动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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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开销多路径更改路由优先级

还可以使用等开销多路径 (ECMP) 更改静态路由的路由优先级。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开销多路径路由”。
用等开销多路径更改路由优先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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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等开销多路径更改路由优先级



第 2 章

路由

本章介绍路由及虚拟路由器 (VR) 的管理。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4 页上的“概述”

第 15 页上的“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第 16 页上的“基于目标的路由表”

第 17 页上的“基于源的路由表”

第 19 页上的“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

第 21 页上的“创建和修改虚拟路由器”

第 21 页上的“修改虚拟路由器”

第 21 页上的“分配虚拟路由器 ID”

第 22 页上的“在虚拟路由器间转发信息流”

第 22 页上的“配置两个虚拟路由器”

第 24 页上的“创建和删除虚拟路由器”

第 25 页上的“虚拟路由器和虚拟系统”

第 28 页上的“限制路由表条目数”

第 28 页上的“路由功能和范例”

第 28 页上的“路由选择”

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开销多路径路由”

第 35 页上的“路由重新分配”

第 39 页上的“在虚拟路由器之间导出和导入路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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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路由是将封包从一个网络转发到另一个 终目标地址的过程。路由器是一种位于若
干网络交汇处，对信息流方向加以引导的设备。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会进入“路由”运行模式，并作为第 3 层路由器运行。
但是，您可以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在“透明”模式下作为第 2 层交换机运行。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通过一个称为虚拟路由器 (VR) 的进程完成路由选择。
安全设备将其路由组件划分为两个或更多 VR，其中每个 VR 以路由表、路由逻辑
以及相关安全区段的形式保持其自己的已知网络列表。一个单独的 VR 可以支持以
下一项或多项 : 

静态或手动配置的路由

动态路由，如由动态协议获知的路由

组播路由，如一组主机的路由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有两个预定义的 VR: 

trust-vr，在缺省情况下包含所有预定义安全区段和所有用户定义区段

untrust-vr，在缺省情况下不含任何安全区段

不能删除 trust-vr 或 untrust-vr VR。可以存在多个 VR，但是 trust-vr 保持为缺省的 
VR。在 VR 表中，星号 (*) 指示 trust-vr 为命令行界面 (CLI) 中的缺省 VR。可以使用 
get vrouter CLI 命令来查看 VR 表。要在其它的 VR 内配置区段和接口，必须按名
称指定 VR，例如 untrust-vr。有关区段的信息，请参阅第 2-23 页上的“区段”。

某些安全设备允许创建其它定制 VR。通过将路由信息划分给多个 VR，可以控制其
它路由域的可见路由信息量。例如，可以将企业网内部所有安全区段的路由选择信
息保留在预定义的 VR trust-vr 中，而将企业网外部所有区段的路由选择信息保留
在另一预定义的 VR untrust-vr 中。可以将内部网络路由信息与公司外部非信任源
隔离开来，因为一个 VR 的路由表详细信息对另一个 VR 是不可见的。

注意 : 对于上述任何一种运行模式，都需要手动配置某些路由。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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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在安全设备中，每个 VR 都保有其自己的路由表。路由表是已知网络及到达这些网
络的方向的 新列表。当安全设备处理内向数据包时，将通过执行路由表查找，找
出通向目标地址的相应接口。

每个路由表条目确定可转发信息流的目标网络。目标网络可以是 IP 网络、子网、
supernet 或主机。每个路由表条目可以是单播 (数据包发送到涉及单个主机的单个 
IP 地址 ) 或组播 ( 数据包发送到涉及多个主机的单个 IP 地址 )。

路由表条目可以有以下几种来源 : 

直接相连的网络 ( 目标网络是分配给“路由”模式接口的 IP 地址 )

动态路由协议，如“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OSPF)、“边界网关协议”(BGP) 
或“路由信息协议”(RIP)

采用导入路由形式的其它路由器或虚拟路由器

静态配置的路由

主机路由

VR 支持三种类型的路由表 :

基于目标的路由表，它允许安全设备基于内向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执行路由
查找。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仅使用目标 IP 地址来查找转发数据包的 佳
路由。

基于源的路由表，它允许安全设备基于内向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执行路由查
找。要向基于源的路由表添加条目，必须为在其上安全设备可以执行路由查找
的特定源地址配置静态路由。在缺省情况下禁用此路由表。请参阅第 17 页上
的“基于源的路由表”。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选择表，它允许安全设备基于数据包到达的设备上的接口执
行路由查找。要将条目添加到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中，必须为 VR 在其上执行
路由查找的特定接口配置静态路由。在缺省情况下禁用此路由表。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

注意 : 为“路由”模式的接口设置 IP 地址时，路由表会自动创建指向相邻子网的已连接
路由，让信息流通过该接口。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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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的路由表
基于目标的路由表总是存在于 VR 中。另外，也可以在 VR 中启用基于源或基于源
接口的路由表，或同时启用两者。以下是 ScreenOS 基于目标的路由表的一个范例 : 

device-> get route

IPv4 Dest-Routes for <untrust-vr> (0 entries)
--------------------------------------------------------------------------------
H: Host C: Connected S: Static A: Auto-Exported
I: Imported R: RIP P: Permanent D: Auto-Discovered
iB: IBGP eB: EBGP O: OSPF E1: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OSPF external type 2

IPv4 Dest-Routes for <trust-vr> (11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8          0.0.0.0/0         eth1/1     10.100.37.1   S   20      1     Root
*   7         1.1.1.1/32         eth1/2         0.0.0.0   H    0      0     Root
*   3     192.168.1.1/32            mgt         0.0.0.0   H    0      0     Root
*   2     192.168.1.0/24            mgt         0.0.0.0   C    0      0     Root
*   4     10.100.37.0/24         eth1/1         0.0.0.0   C    0      0     Root
*   5   10.100.37.170/32         eth1/1         0.0.0.0   H    0      0     Root
*   6         1.1.1.0/24         eth1/2         0.0.0.0   C    0      0     Root
*   9        11.3.3.0/24           agg1         0.0.0.0   C    0      0     Root
*  10        11.3.3.0/32           agg1         0.0.0.0   H    0      0     Root
*  11         3.3.3.0/24          tun.1         0.0.0.0   C    0      0     Root
*  12         3.3.3.0/32          tun.1         0.0.0.0   H    0      0     Root

对于每个目标网络，路由表包含以下信息 : 

安全设备上的接口，用于转发流向目标网络的信息流。

下一跳跃。它既可以是安全设备上的另一个 VR，也可以是网关 IP 地址 ( 通常
为路由器地址 )。

产生该路由的协议。路由表的协议栏使您可以获知路由类型 : 

已连接网络 (C)

静态 (S)

自动导出 (A)

导入 (I)

动态路由协议，如 RIP (R)、“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或 OSPF (O)、OSPF 
外部类型 1 或类型 2 ( 分别为 E1 或 E2)、内部或外部“边界网关协议”( 分
别为 iB 或 eB)

永久 (P)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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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H) 

在配置每个接口的 IP 地址时，会出现一个含 32 位掩码的主机路由条目。
该主机路由在路由表中始终处于活动状态，以便路由查找能始终成功。该
主机路由会自动使用已配置的变化 ( 如接口 IP 地址删除 ) 进行更新。它们
永远不会被重新分配或导出。主机路由消除了信息漂移的可能性，从而保
存了处理能力。

优先级，当存在多个路由指向同一目标网络时，可使用优先级来选择要使用的
路由。该值由协议或路由的来源决定。路由的优先级值越低，越有可能被选择
为活动路由。

对每个虚拟路由器，可以修改每项协议或路由来源的优先级值。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路由选择”。

度量，当存在多个路由指向同一目标网络且优先级相同时，还可以使用度量来
选择要使用的路由。已连接路由的度量值始终为 0。静态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1，但可以在定义静态路由时指定其它值。

此路由所属的虚拟系统 (vsys)。有关虚拟路由器和 vsy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虚拟路由器和虚拟系统”。在本例中，untrust-vr 表头下未显示条
目，trust-vr 表头下显示了 11 个条目。

大多数路由表都包含一个缺省路由 ( 网络地址为 0.0.0.0/0)，对于发往网络的封
包，缺省路由无疑是整个路由表中应用 广的条目。

有关基于目标的路由范例，请参阅第 4 页上的“配置静态路由”。

基于源的路由表
可以引导安全设备基于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而不是目标 IP 地址转发信息流。通过此
功能，可以在一条路径上转发特定子网上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而在另一条路径上
转发另一子网上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在 VR 中启用基于源的路由选择后，安全设
备会在基于源的路由表中根据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执行路由表查找。如果安全设备
在基于源的路由表中没有找到针对源 IP 地址的路由，那么该设备在基于目标的路
由表中使用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进行路由查找。

在指定的 VR 上将基于源的路由定义为静态配置的路由。基于源的路由应用于配置
这些路由的 VR，但是可以将另一个 VR 指定为基于源的路由的下一跳跃。但是，
不能将基于源的路由重新分配给其它 VR 或路由协议。

使用此功能 : 

1. 通过指定以下信息来创建一个或多个基于源的路由 : 

应用基于源的路由选择的 VR 名称。

安全设备执行路由表查找依据的源 IP 地址 ( 此地址作为基于源的路由表中
的条目出现 )。

转发封包的外向接口的名称。

基于源的路由的下一跳跃 ( 如果已使用 CLI 命令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gateway ip_addr 为接口指定了缺省网关，则不必指定网关参数；该接口的
缺省网关将被用作基于源接口的路由的下一跳跃。还可以使用 set vrouter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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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outer route source ip_addr/netmask vrouter next-hop_vrouter 将另一个 
VR 指定为基于源的路由的下一跳跃。)

基于源的路由的度量值。(如果有多个基于源的路由具有相同前缀，则只使
用度量值 低的路由执行路由查找，并将具有相同前缀的其它路由标记为 
"inactive"。)

2. 为 VR 启用基于源的路由选择。安全设备使用数据包的源 IP 在基于源的路由表
中进行路由查找。如果找不到与源 IP 地址匹配的路由，将使用目标 IP 地址查
找路由表。

在图 5 中，从 10.1.1.0/24 子网中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将被转发到 ISP 1，从 
10.1.2.0/24 子网中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将被转发到 ISP 2。此配置需要在缺省 
trust-vr VR 路由表中配置两个条目，并启用基于源的路由 : 

子网 10.1.1.0/24，转发接口为 ethernet3，下一跳跃为 ISP 1 的路由器 
(1.1.1.1)

子网 10.1.2.0/24，转发接口为 ethernet4，下一跳跃为 ISP 2 的路由器 
(2.2.2.2)

图 5:  基于源的路由范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Source Routing > New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 255.255.255.0
Interface: ethernet3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1.1.1.1

Network > Routing > Source Routing > New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 255.255.255.0
Interface: ethernet4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1.1.1.1

2.2.2.210.1.2.0/24

10.1.1.0/24

ethernet1

ethernet2

ISP1

ISP2

注意 : 在 WebUI 中，缺省优先级和度量值为 1。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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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选择 Enable 
Source Based Routing，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source 10.1.1.0/2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source 10.1.2.0/24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2.2.2.2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source-routing enable
save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选择 (SIBR) 允许安全设备基于源接口 ( 数据包到达安全设备的接
口 ) 转发信息流。在虚拟路由器 (VR) 上启用 SIBR 后，安全设备会在 SIBR 路由表
中执行路由查找。如果安全设备在 SIBR 路由表中没有找到针对源接口的路由条
目，它可以在基于源的路由表或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 ( 如果在 VR 中
启用了基于源的路由选择 )。

对于特定的源接口，可以将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定义为静态路由。基于源接口的路由
应用于配置这些路由的 VR，但是可以将另一个 VR 指定为基于源接口的路由的下
一跳跃。然而，不能将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导出到其它 VR，或将它们重新分配给路
由协议。

使用此功能 : 

1. 通过指定下列信息来创建一个或多个基于源接口的路由 : 

应用基于源接口的路由选择的 VR 的名称。

安全设备在 SIBR 表中执行查找的源接口。( 此接口显示为路由表中的一个
条目。)

用于路由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前缀。

转发封包的外向接口的名称。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的下一跳跃。( 如果已使用 CLI 命令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gateway ip_addr 为接口指定了缺省网关，则不必指定网关参数；
该接口的缺省网关将被用作基于源接口的路由的下一跳跃。还可以使用 
set vrouter vrouter route source ip_addr/netmask vrouter next-hop_vrouter 
将另一个 VR 指定为基于源的路由的下一跳跃。)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的度量值。( 如果有多个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具有相同前
缀，则只使用度量值 低的路由执行路由查找，并将具有相同前缀的其它
路由标记为 "inactive"。)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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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VR 启用 SIBR。安全设备使用数据包的源接口在 SIBR 表中进行路由查找。

在图 6 中，从 10.1.1.0/24 子网中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到达安全设备的 ethernet1 
接口并被转发到 ISP 1，而从 10.1.2.0/24 子网中的用户发出的信息流到达设备的 
ethernet2 接口并被转发到 ISP 2。需要在 trust-vr VR 的缺省路由表中配置两个条
目，并启用 SIBR: 

子网 10.1.1.0/24，源接口为 ethernet1，转发接口为 ethernet3，下一跳跃为 
ISP 1 的路由器 (1.1.1.1)

子网 10.1.2.0/24，源接口为 ethernet2，转发接口为 ethernet4，下一跳跃为 
ISP 2 的路由器 (2.2.2.2)

图 6: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 (SIBR) 范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Source Interface Routing > New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 255.255.255.0
Interface: ethernet3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1.1.1.1

Network > Routing > Source Interface Routing > New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2.0 255.255.255.0
Interface: ethernet4 ( 选择 )
Gateway IP Address: 2.2.2.2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选择 Enable 
Source Interface Based Routing，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source in-interface ethernet1 10.1.1.0/2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source in-interface ethernet2 10.1.2.0/24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2.2.2.2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sibr-routing enable
save

1.1.1.1

2.2.2.2

10.1.1.0/24

10.1.2.0/24

ethernet1

ethernet2

ethernet3

ethernet4

ISP1

ISP2

注意 : 在 WebUI 中，缺省优先级和度量值为 1。
虚拟路由器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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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修改虚拟路由器

本节提供了修改现有虚拟路由器 (VR) 和创建或删除定制 VR 的各种范例和步骤。

修改虚拟路由器
可利用 WebUI 或 CLI 修改预定义或定制的 VR。例如，修改 trust-vr VR: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可以修改 VR 的下列参数 : 

虚拟路由器 ID ( 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限制路由表条目数”)。

路由表中允许的 大条目数。

基于协议的路由优先级值 ( 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设置路由优选级”)。

指示 VR 根据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转发信息流 (在缺省情况下，VR 根据数据包的
目标 IP 地址转发信息流。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基于源的路由表”。)

对于在“路由”模式下配置的接口，启用或禁用“将路由自动导出到 
untrust-vr”( 仅限于 trust-vr)。

添加一个缺省路由，该路由将另一个 VR 作为下一跳跃 ( 仅限于 trust-vr)。

使动态路由选择 MIB 的 SNMP 陷阱成为专用 ( 仅限于缺省的根级 VR)。

允许考虑通告非活动接口上的路由 ( 在缺省情况下，只有活动接口上定义的活
动路由可重新分配给其它协议或导出到其它 VR)。

指示 VR 忽略接口子网地址的重叠 (在缺省情况下，不能为同一 VR 中的接口配
置重叠的子网 IP 地址 )。

允许 VR 与其 NetScreen 冗余协议 (NSRP) 对等方的虚拟路由器的配置保持同步。

分配虚拟路由器 ID
通过动态路由协议，每个路由设备都能使用唯一的路由器标识符与其它路由设备进
行通信。标识符可以采取点分十进制表示法 ( 类似于 IP 地址 ) 或整数值的形式。启
用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如果没有定义特定的虚拟路由器 ID (VR ID)，ScreenOS 会自动
选择虚拟路由器 (VR) 中活动接口的 高 IP 地址作为路由器标识符。

在缺省情况下，所有安全设备都将 IP 地址 192.168.1.1 分配给 VLAN1 接口。在安
全设备上启用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如果没有指定路由器 ID，设备很可能将缺省 IP 地
址 192.168.1.1 选择为路由器 ID。由于一个路由域中不能有多个安全 VR 使用同一
个 VR ID，因此上述做法可能导致路由选择产生问题。建议您始终明确分配一个在
网络中唯一的 VR ID。可以将 VR ID 设置成回传接口的地址，前提是该回传接口
不是“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集群中的“虚拟安全接口”(VSI)。( 有关配置 
NSRP 集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创建和修改虚拟路由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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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将为 trust-vr 分配路由器 ID 0.0.0.10。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0.0.0.1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save

在虚拟路由器间转发信息流
当一个安全设备上存在两个 VR 时，从一个 VR 的区段发出的信息流不自动转发到
另一个 VR 中的区段，即使存在允许这样转发信息流的策略。如果信息流必须在两
个 VR 间通过，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一个 VR 上配置一个静态路由，该路由将另一个 VR 定义为下一跳跃。此路
由甚至可以是该 VR 的缺省路由。例如，可以为 trust-vr 配置一个缺省路由，
并将 untrust-vr 作为下一跳跃。如果出站封包中的目标地址不与 trust-vr 路由
表中的其它任何条目匹配，则将该封包转发到 untrust-vr。有关配置静态路由
的信息，请参阅第 4 页上的“配置静态路由”。

将一个 VR 的路由表中的路由导出到另一个 VR 的路由表中。可以导出和导入
特定路由。还可以将 trust-vr 路由表中的所有路由导出到 untrust-vr 的路由表
中。这样可以将 untrust-vr 中收到的封包转发到 trust-vr 中的目标地址。有关
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上的“在虚拟路由器之间导出和导入路由”。

配置两个虚拟路由器
在一个安全设备中存在多个 VR 时，每个 VR 都保有独立的路由表。在缺省情况
下，所有预定义和用户定义的安全区段均绑定到 trust-vr。也就是说，绑定到上述
安全区段的所有接口也属于 trust-vr。本节介绍如何将安全区段 (及其接口 ) 绑定到 
untrust-vr VR。

可以将安全区段只绑定到一个 VR 上。当多个安全区段之间不存在地址重叠时，可
以将它们绑定到一个 VR。也就是说，这些区段中的所有接口必须处于路由模式。
将某一区段绑定到某一 VR 后，该区段中的所有接口都属于该 VR。可以更改安全
区段的绑定对象，将绑定到一个虚拟路由器的安全区段重新绑定到另一个虚拟路由
器，但必须先删除该区段的所有接口。( 有关将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以及解除接口
绑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1 页上的“接口”。)

注意 : 在 WebUI 中，必须使用点分十进制表示法输入路由器 ID。在 CLI 中，既可使用
点分十进制表示法 (0.0.0.10) 输入路由器 ID，也可以只输入 10 (CLI 会将该数字
转换成 0.0.0.10)。

注意 : 如果已在 VR 中启用动态路由协议，则不能分配或更改路由器 ID。如需更改路由
器 ID，必须先在 VR 中禁用动态路由协议。有关在 VR 中禁用动态路由协议的信
息，请参阅本卷的相应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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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将安全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 VR 的基本步骤 : 

1. 删除要绑定到 untrust-vr 的区段的所有接口。如果存在分配给该区段的接口，
则不能修改从区段到 VR 的绑定。如果已经为接口分配了 IP 地址，则需要先删
除分配的地址，然后才能删除该区段的接口。

2. 将区段分配给 untrust-vr VR。

3. 将接口重新分配给区段。

在以下范例中，缺省情况下 Untrust 安全区段被绑定到 trust-vr，ethernet3 接口被
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Untrust 安全区段没有绑定其它接口。) 必须先将接口 
ethernet3 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设置成 0.0.0.0，然后才能更改绑定信息，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

WebUI

1. 解除接口到 Untrust 区段的绑定

Network > Interfaces (ethernet3)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2. 将 Untrust 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
Network > Zones (untrust) > Edit: 从 Virtual Router Name 下拉列表中选择 
untrust-vr，然后单击 OK。

3. 将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ethernet3) > Edit: 从 Zone Name 下拉列表中选择 
Untrust，然后单击 OK。

CLI

1. 解除接口到 Untrust 区段的绑定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2. 将 Untrust 区段绑定到 untrust-vr
set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3. 将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set interface eth3 zone untrus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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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范例输出中，get zone 命令显示了缺省接口、区段和 VR 绑定。在缺省绑
定中，Untrust 区段被绑定到 trust-vr。

device-> get zone
Total of 12 zones in vsys root. 7 policy configurable zone(s)
-------------------------------------------------------------
ID Name         Type    Attr    VR          Default-IF   VSYS
 0 Null         Null    Shared untrust-vr   null         Root
 1 Untrust      Sec(L3) Shared trust-vr     ethernet3    Root
 2 Trust        Sec(L3)        trust-vr     ethernet1    Root
 3 DMZ          Sec(L3)        trust-vr     ethernet2    Root
 4 Self         Func           trust-vr     self         Root
 5 MGT          Func           trust-vr     vlan1        Root
 6 HA           Func           trust-vr     null         Root
10 Global       Sec(L3)        trust-vr     null         Root
11 V1-Untrust   Sec(L2)        trust-vr     v1-untrust   Root
12 V1-Trust     Sec(L2)        trust-vr     v1-trust     Root
13 V1-DMZ       Sec(L2)        trust-vr     v1-dmz       Root
16 Untrust-Tun  Tun            trust-vr     null         Root
-------------------------------------------------------------

可以选择更改 untrust-vr 的区段绑定。执行 get zone 命令将显示更改的接口、区段
和 VR 的绑定；在本例中，untrust 区段被绑定到 untrust-vr。

device-> get zone
Total of 12 zones in vsys root. 7 policy configurable zone(s)
-------------------------------------------------------------
ID Name         Type    Attr    VR          Default-IF   VSYS
 0 Null         Null    Shared untrust-vr   null         Root
 1 Untrust      Sec(L3) Shared untrust-vr   ethernet3    Root
 2 Trust        Sec(L3)        trust-vr     ethernet1    Root
 3 DMZ          Sec(L3)        trust-vr     ethernet2    Root
 4 Self         Func           trust-vr     self         Root
 5 MGT          Func           trust-vr     vlan1        Root
 6 HA           Func           trust-vr     null         Root
10 Global       Sec(L3)        trust-vr     null         Root
11 V1-Untrust   Sec(L2)        trust-vr     v1-untrust   Root
12 V1-Trust     Sec(L2)        trust-vr     v1-trust     Root
13 V1-DMZ       Sec(L2)        trust-vr     v1-dmz       Root
16 Untrust-Tun  Tun            trust-vr     null         Root
---------------------------------------------------------------

创建和删除虚拟路由器
某些安全设备使您除了可以使用两个预定义的 VR 外，还可以创建定制 VR。可以
全面修改用户定义的 VR，包括 VR ID、路由表允许的 大条目数以及特定协议生
成的路由的优先级值。

注意 : 只有某些安全设备支持定制 VR。要创建定制 VR，需要有软件许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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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制虚拟路由器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名为 trust2-vr 的定制 VR，随后将 trust2-vr VR 的路由自动
导出到 untrust-vr 中。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2-vr
Auto Export Route to Untrust-VR: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name trust2-vr
set vrouter trust2-vr auto-route-export
save

删除定制虚拟路由器

在本例中，您要删除一个名为 trust2-vr 的用户定义的现有 VR。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对于 trust2-vr，单击 Remove。

当出现提示，请求您确认删除操作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2-vr

当出现提示，请求确认删除操作时 (vrouter unset, are you sure? y/[n])，
请输入 Y。

save

虚拟路由器和虚拟系统
根级管理员在启用了虚拟系统的系统上创建 vsys 后，vsys 将自动使用以下可供使
用的 VR:

已定义为共享的任何根级 VR。在缺省情况下，untrust-vr 是一个共享的 VR，
可被任何 vsys 访问。还可将其它根级 VR 配置为共享。

Vsys 级 VR。创建 vsys 后，会自动创建一个 vsys 级 VR，负责维护 
Trust-vsysname 区段的路由表。可以选择将该 VR 命名为 vsysname-vr 或用户
定义的名称。Vsys 级的 VR 不能被其它 vsys 共享。

注意 : 不能删除预定义的 untrust-vr 和 trust-vr VR，但可以删除任何用户定义的 VR。要
修改用户定义 VR 的名称或更改 VR ID，必须先删除该 VR，然后用新的名称或 
VR ID 重新创建它。

注意 : 只有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系统 (NetScreen-500、NetScreen-5200、
NetScreen-5400) 支持 vsys。要创建 vsys 对象，需要有软件许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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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 vsys 定义一个或多个定制 VR。有关虚拟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 
虚拟系统。在图 7 中，三个 vsys 各有两个与之相关的 VR: 名为 vsysname-vr 的 
vsys 级 VR 以及 untrust-vr。

图 7:  Vsys 中的虚拟路由器

在 Vsys 中创建虚拟路由器

在本例中，将为 vsys my-vsys1 定义一个 ID 为 10.1.1.9 的定制 VR vr-1a。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 对于 my-vsys1)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Virtual Router Name: vr-1a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10.1.1.9

CLI

set vsys my-vsys1
(my-vsys1) set vrouter name vr-1a
(my-vsys1/vr-1a) set router-id 10.1.1.9
(my-vsys1/vr-1a) exit
(my-vsys1) exit

在以下提示后输入 Y: 

Configuration modified, save? [y]/n

在创建 vsys 时创建的 vsys 级 VR 是 vsys 的缺省 VR。可以将 vsys 的缺省 VR 更改
为定制 VR。例如，可以将本例中先前创建的定制 VR vr-1a 设置成 vsys my-vsys1 
的缺省 VR。

untrust-vr 
( 共享的根级
虚拟路由器 )

Mail

Untrust

DMZ

Finance

trust-vr 

Trust Eng

根系统

vsys1

vsys2

vsys3

vsys1-vr

Trust-vsys2
vsys2-vr 

Trust-vsys3

vsys3-vr 

创建 vsys 时
自动创建

Trust-v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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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 对于 my-vsys1)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vr-1a): 选择 Make This Vrouter Default-Vrouter for the 
System，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vsys my-vsys1
(my-vsys1) set vrouter vr-1a
(my-vsys1/vr-1a) set default-vrouter
(my-vsys1/vr-1a) exit
(my-vsys1) exit

在以下提示后输入 Y: 

Configuration modified, save? [y]/n

在缺省情况下，预定义安全区段 Trust-vsysname 被绑定到创建 vsys 时创建的 vsys 
级 VR。当然，可以将预定义安全区段 Trust-vsysname 及任何用户定义的 vsys 级安
全区段绑定到可供 vsys 使用的任意 VR 上。

在缺省情况下，untrust-vr 可被所有 vsys 共享。虽然不能共享 vsys 级的 VR，但可
以定义任何根级 VR 供 vsys 共享。这样，即可在 vsys 级的 VR 中定义将共享的根
级 VR 作为下一跳跃的路由。还可以在 vsys 级 VR 和共享的根级 VR 之间配置路由
的重新分配。

在虚拟路由器间共享路由

在本例中，根级 VR my-router 包含网络 4.0.0.0/8 的路由表条目。如果将根级 VR 
my-router 配置为可由 vsys 共享，则可以在 vsys 级 VR 中定义指向目标地址 
4.0.0.0/8 的路由，并将 my-router 作为下一跳跃。在本例中，vsys 是 my-vsys1，
vsys 级 VR 是 my-vsys1-vr。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Router Name: my-router
Shared and accessible by other vsys ( 选择 )

Vsys > Configure > Enter ( 对于 my-vsys1) >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 对于 my-vsys1-v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40.0.0.0 255.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my-router

CLI

set vrouter name my-router sharable
set vsys my-vsys1
(my-vsys1) set vrouter my-vsys1-vr route 40.0.0.0/8 vrouter my-router
(my-vsys1) exit

在以下提示后输入 Y: 

Configuration modified, save? [y]/n
创建和修改虚拟路由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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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路由表条目数
每个 VR 都从一个系统级的池中分配到所需的路由表条目。 大可用条目数取决于
安全设备及设备上配置的 VR 的数目。可以限制可为特定 VR 分配的 大路由表条
目数。这样有利于防止某 VR 用完系统中的所有条目。

在本例中，将 trust-vr 的 大路由表条目数设置为 20。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ximum Route Entry: 
Set limit at: ( 选择 ), 2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max-routes 20
save

路由功能和范例

在为网络配置了所需的 VR 后，可以决定要使用的路由功能。这些功能影响路由行
为和路由表数据。这些功能适用于静态路由协议和动态路由协议。

本节说明以下主题 : 

第 28 页上的“路由选择”

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开销多路径路由”

第 35 页上的“路由重新分配”

第 39 页上的“在虚拟路由器之间导出和导入路由”

路由选择
路由表中可以存在多个使用同一前缀 (IP 地址和掩码 ) 的路由。如果表中包含多个
路由指向同一目标地址，设备会比较每个路由的优先级值。设备会选择优先级值
低的路由。如果优先级值相同，随后会比较度量值。然后选择度量值 低的路由。

注意 : 请参阅相关的产品数据页，以确定在您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可以使用
的 大路由表条目数。

注意 : 如果存在多个路由指向同一目标地址，且优先级值和度量值均相同，设备会从中
任选一个路由。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保或预测设备会选择哪个特定路由。
路由功能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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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路由优选级

路由优选级是加给路由的权值，它会影响信息流到达目标地址的 佳路径的确定。
将路由导入或加入路由表时，VR 会根据获知该路由的协议为该路由添加一个优先
级值。低优选级值 ( 接近 0 的数 ) 优先于高优选级值 ( 远离 0 的数 )。

在 VR 中，可根据协议设置路由的优先级值。表 2 列出了每个协议的路由的缺省优
先级值。

表 2:  缺省路由优先级值

您还可以调整路由优选级值，将信息流沿着首选路径传送。

在本例中，您将为任何 "connected" 路由指定优选级值为 4，这些路由已被添加到 
untrust-vr 的路由表中。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untrust-vr):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Route Preference: 
Connected: 4

CLI

set vrouter untrust-vr preference connected 4
save

协议 缺省优先级

Connected 0

Static 20

Auto-Exported 30

EBGP 40

OSPF 60

RIP 100

Imported 140

OSPF External Type 2 200

IBGP 250

注意 : 如果某类型路由 ( 例如，OSPF 类型 1 路由 ) 的优选级发生了变化，新的优选级将
显示在路由表中。但要等到重新获知 (通过先禁用、后启用动态路由协议来实现 ) 
该路由后，新的优先级才能生效，为使静态路由的新优先级生效，必须先删除、
再添加静态路由。

更改路由优先级不会影响现有路由。要对现有路由应用更改，需要先删除路由，
然后重新添加它们。对于动态路由，需要先禁用协议，然后重新启用协议或重新
启动设备。

当路由器有一个 IP 地址在目标网络上的接口时，就会连接一条路由。
路由功能和范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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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度量

路由度量用于确定封包到达给定目标所采取的 佳路径。路由器使用路由度量来权
衡到达同一目标的两个路由，并确定选择使用哪个路由。如果存在多个路由指向同
一目标网络，则度量值 小的路由优先。

路由度量值可以基于以下任何元素或其组合 : 

数据包到达目标所必须经过的路由器数

路径的相对速度和带宽

组成路径的链路的成本

其它因素

如果路由是动态获知的，则由路由始发的邻接路由器提供度量。已连接路由的缺省
度量值始终为 0。静态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1。

更改缺省路由查找顺序

如果在一个 VR 中同时启用了基于源的路由和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则 VR 将通过以
特定顺序对照路由表检查内向数据包来执行路由查找。本节介绍缺省路由查找顺
序，以及通过为每个路由表配置优先级值来更改此顺序的方法。

如果一个内向数据包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则安全设备会执行“首包处理”，该过程
将包括路由查找。图 8 显示了缺省路由查找顺序。
路由功能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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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缺省路由查找顺序

1. 如果在 VR 中启用了基于源接口的路由，则安全设备将首先在基于源接口的路
由表中检查是否有与数据包到达的接口相匹配的路由条目。如果安全设备在基
于源接口的路由表中找到了针对源接口的路由条目，则它将以此匹配路由选择
条目指定的方式转发数据包。如果安全设备在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中没有找到
针对源接口的路由条目，则该设备将查看 VR 中是否启用了基于源的路由。

2. 如果在 VR 中启用了基于源的路由，则安全设备将在基于源的路由表检查是否
有与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相匹配的路由条目。如果安全设备找到了针对源 IP 地
址的匹配路由条目，它将按照此条目的指定转发数据包。如果安全设备在基于
源的路由表中没有找到针对源 IP 地址的路由条目，则该设备将检查基于目标
的路由表。

3. 安全设备在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检查是否有与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相匹配的
路由条目。如果安全设备找到了针对目标 IP 地址的匹配路由条目，它将按照
此条目的指定转发数据包。如果设备没有找到与目标 IP 地址准确匹配的路由
条目，而是找到为 VR 配置的缺省路由，则设备将按照该缺省路由的指定转发
数据包。如果安全设备没有找到针对目标 IP 地址的路由条目，并且不存在为 
VR 配置的缺省路由，则丢弃该数据包。

安全设备检查路由表是否有匹配的路由的顺序，由分配给每个路由表的优先级值来
确定。设置首先检查有 高优先级值的路由表， 后检查有 低优先级值的路由
表。在缺省情况下，基于源接口的路由表具有 高的优先级值 (3)，基于源的路由
表具有次高的优先级值 (2)，基于目标的路由表具有 低的优先级值 (1)。

内向数据包

SIBR 
已启用 ?

否

在 SIBR 
表中找到
了路由 ?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在 SBR 表
中找到了
路由 ?

在 DRT 中
找到了
路由 ?

丢弃数据包

在指定的出接口或
下一跳上转发数据包

SBR 
已启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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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路由表重新分配新的优先级值，以更改安全设备在 VR 中执行路由查找的顺
序。请记住，设备按从 高优先级值到 低优先级值的顺序检查路由表。

在下例中，将在 trust-vr 中启用 SIBR 和基于源的路由选择。您需要安全设备按下
列顺序在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 : 首先是基于源的路由选择，其次是 SIBR，然后
是基于目标的路由选择。要配置此路由表查找的顺序，需要用高于 SIBR 的优先级
值来配置基于源的路由选择 - 本例中，将优先值 4 分配给基于源的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Route Lookup Preference (1-255): ( 选择 )
For Source Based Routing: 4

Enable Source Based Routing: ( 选择 )
Enable Source Interface Based Routing: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ibr-routing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source-routing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lookup preference source-routing 4
save

在多个虚拟路由器中的路由查找

可以只为基于目标的路由条目，而不为基于源或基于源接口的路由条目指定其它的 
VR 作为下一跳跃。例如，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的缺省路由可以指定 untrust-vr 作
为下一跳跃；然后 untrust-vr 条目可指定另一个 VR，如 DMZ。设备将检查 多三
个 VR。如果一个 VR 中的路由查找会导致另一 VR 中的路由查找，安全设备总是在
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执行另一个路由查找。

在范例中，将在 trust-vr 和 untrust-vr 路由表中都启用基于源的路由选择。trust-vr 
有下列路由选择条目 : 

针对子网 10.1.1.0/24 的基于源的路由选择条目，转发接口为 ethernet3，下一
跳跃为路由器 1.1.1.1

缺省路由，下一跳跃为 untrust-vr

untrust-vr 有下列路由选择条目 : 

针对子网 10.1.2.0/24 的基于源的路由选择条目，转发接口为 ethernet4，下一
跳跃为路由器 2.2.2.2

默认路由，转发接口为 ethernet3，下一跳跃为路由器 1.1.1.1
路由功能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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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显示了从子网 10.1.2.0/24 发出的信息流将总是在 ethernet3 上被转发到位于 
1.1.1.1 的路由器。

图 9:  多个 VR 中的路由查找

trust-vr 的基于源的路由表包括以下条目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1        10.1.1.0/24           eth3       2.2.2.250   S   20      1     Root

untrust-vr 的基于目标的路由表包括以下条目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1         0.0.0.0/24            n/a      untrust-vr   S   20      0     Root

从子网 10.1.2.0/24 发出的信息流到达安全设备的 ethernet2。因为不存在匹配的基
于源的路由条目，所以安全设备在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基于目标的
路由表中的缺省路由指定 untrust-vr 作为下一跳跃。

其次，安全设备不通过检查 untrust-vr 的基于源的路由表查找以下条目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1        10.1.2.0/24           eth4       2.2.2.250   S   20      1     Root

而是检查基于目标的路由表，并查找以下条目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1         0.0.0.0/24           eth3        1.1.1.150  S   20      0     Root

在 untrust-vr 中，安全设备只在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即使 
untrust-vr 中的基于源的路由表包含与信息流匹配的条目。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的
匹配路由 ( 缺省路由 ) 在接口 ethernet3 上向外转发信息流。

10.1.1.0/24

10.1.2.0/24

ethernet1

ethernet2

ethernet3

ethernet4

ISP1
1.1.1.1

ISP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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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等开销多路径路由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在每会话基础上支持等开销多路径 (ECMP) 路由。等开
销的路由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和度量值。安全设备将某个会话与某个路由相关联后，
安全设备就使用该路由，直到获知了更好的路由或当前的路由不可用为止。符合条
件的路由必须有属于同一区段的出接口。

ECMP 帮助实现对相同目标地址的两个到四个路由中的负载均衡，或在两个或更多
目标地址中增加有效的带宽使用。启用 ECMP 时，安全设备将使用静态定义的路
由或通过路由协议动态获知的到达相同目标的多个路由。安全设备以轮换 ( 轮询 ) 
方式分配等开销多路径路由。

如果没有 ECMP，则安全设备只使用首先学到的或事先定义好的路由。其它等开销
的路由保持不使用，直到当前活动的路由不再活动为止。

例如，考虑出现在 trust-vr 的基于目标的路由表中的下列两个路由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8      0.0.0.0/0      ethernet3       1.1.1.250   C    0      1     Root
    9      0.0.0.0/0      ethernet2       2.2.2.250   S   20      1     Root

本例中，存在两个缺省路由来提供到两个不同的 ISP 的连接，目的是结合 ECMP 使
用两个缺省路由。

这两个路由有相同的度量值，但第一个路由是一个已连接的路由 (C 具有优先级 
0)。安全设备通过 DHCP 或 PPP 获取第一个路由，并且此设备通过手动配置获取
缺省路由。第二个路由是手动配置的静态路由 (S 具有自动优先级 20)。禁用 ECMP 
后，安全设备在 ethernet3 上将所有信息流转发到已连接的路由。

要实现这两个路由的负载均衡，可将静态路由的路由优先级更改为零 (0) 来匹配已
连接的路由，方法是输入命令 set vrouter trust-vr preference static 0，然后启用 
ECMP。启用 ECMP 后，安全设备负载通过在两个符合条件的 ECMP 路由之间进行
选择来实现均衡。以下显示了更新后的路由表。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8        0.0.0.0/0       ethernet3       1.1.1.250    C   0      1     Root
*  9        0.0.0.0/0       ethernet2       2.2.2.250    S   0      1     Root

 

注意 : 如果出接口不属于同一区段，并且返回的数据包被转到了一个非预期的区段，则
不能发生会话匹配，并且信息流不能通过。

注意 : 如果启用了 ECMP，外向接口不同并处于 NAT 模式，则创建多个会话的应用 ( 如 
HTTP) 将无法正常工作。只创建一个会话的应用 ( 如 telnet 或 SSH) 应能正常工作。

注意 : 当使用 ECMP 时，如果有两台安全设备具有邻接关系，并且发现有数据包损失以
及负载均衡不正常，请检查邻接设备的“地址解析协议”(ARP) 配置，以确保 
arp always-on-dest 功能已禁用 ( 缺省 )。有关 ARP 相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2-67 页上的“中断接口和信息流”。
路由功能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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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 ECMP，并且安全设备在路由表中找到了多个等开销的匹配路由，则此
设备为每个路由查找选择一个不同的等开销路由。按照以上显示的路由，安全设备
在 ethernet3 和 ethernet2 之间进行选择以将信息流转发到网络 0.0.0.0/0。

如果该网络有两个以上的等开销路由，则安全设备按轮询顺序选择路由，直至达到
配置的 大数，以便设备为每个路由查找选择不同的 ECMP 路由。

缺省情况下禁用 ECMP ( 大路由数为 1)。要启用 ECMP 路由选择，需要基于每个
虚拟路由器指定等开销路由的 大数量。 多可以指定四个路由。设置路由的 大
数量后，即使获知了更多的路由，安全设备也不会添加或更改路由。

在下面的范例中，trust-vr 中的 大 ECMP 路由数被设置为 2。即使在相同区段内
及路由表中可能存在三或四个等开销路由，安全设备也只在配置的符合条件的路由
数之间进行选择。在此情况下，数据只沿着两条指定的 ECMP 路径转发。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ximum ECMP Routes: 
Set Limit at: ( 选择 ), 2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max-ecmp-routes 2
save

路由重新分配
VR 中的路由表包含由 VR 中运行的所有动态路由协议收集的路由、静态路由以及
直接连接的路由。在缺省情况下，动态路由协议 ( 例如 OSPF、RIP 或 BGP) 只将满
足以下条件的路由通告给其邻接方或对等方 :

路由表中的活动路由。

通过动态路由协议获知的路由。

为使动态路由协议能够通告其它协议获知的路由 ( 含静态配置的路由 )，需要将源
协议获知的路由重新分配给通告协议。

可以将某路由协议获知的路由 ( 含静态配置的路由 ) 重新分配给同一 VR 中的不同
路由协议。这样，接收方路由协议就有能力通告重新分配的路由。当导入路由时，
当前网域必须将从其它协议到其自身协议的所有信息进行转换，尤其是已知路由。
例如，如果某个路由域使用 OSPF 且连接到一个使用 BGP 的路由域，则 OSPF 域
必须从 BGP 域中导入所有路由，以通知其所有 OSPF 邻接方如何到达 BGP 域中的
设备。

注意 : OSPF、RIP 和 BGP 还会通告启用这些协议的 ScreenOS 接口的连接路由。
路由功能和范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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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根据系统或网络管理员定义的重新分配规则，在协议之间重新分配路由。将路
由添加到 VR 的路由表时，设备会逐一应用 VR 中定义的所有重新分配规则，决定
是否重新分配该路由。从路由表中删除路由时，设备会逐一应用 VR 中定义的所有
重新分配规则，决定是否将该路由从 VR 的其它路由协议中删除。注意，添加或删
除路由时，将应用所有的重新分配规则。在重新分配规则中，不存在规则顺序或
“ 先匹配规则”的概念。

在安全设备上，可以配置路由图，指定要重新分配的路由以及重新分配的路由的
属性。

配置路由图

路由图由一组语句构成，设备按先后顺序在路由上应用这些语句。路由图中的每条
语句定义了一个作为该路由比较依据的条件。设备将路由图中指定的每个语句按序
列号递增的顺序与路由加以比较，直到找到匹配的语句，随后将应用该语句指定的
操作。如果路由与路由图语句中的条件匹配，该路由不是允许就是被拒绝。路由图
语句还能修改匹配路由的特定属性。每次比较到路由图结尾，都意味着明确的拒
绝；换言之，如果某路由不与任何路由图中的条目匹配，则该路由将被拒绝。表 3 
列出了路由图匹配条件，并给出了每个条件的说明。

表 3:  路由图匹配条件

对于每个匹配条件，可以指定接受 ( 允许 ) 还是拒绝 ( 不允许 ) 与该条件匹配的路
由。如果某路由与条件匹配且被允许，则可设置该路由的可选属性值。表 4 列出
了路由图属性及每个属性的说明。

注意 : 在任意两个协议之间，可以只定义一条重新分配规则。

匹配条件 说明

BGP AS Path 用于匹配指定的 AS 路径访问列表。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路由过滤”。

BGP Community 用于匹配指定的公共组列表。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路由过滤”。

OSPF route type 用于匹配 OSPF 内部类型 1、外部类型 1 或外部类型 2。

Interface 用于匹配指定接口。

IP address 用于匹配指定的访问列表。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路由过滤”。

Metric 用于匹配指定的路由度量值。

Next-hop 用于匹配指定的访问列表。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路由过滤”。

Tag 用于匹配指定的路由标记值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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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路由图属性

路由过滤

通过过滤路由，可以控制允许哪些路由进入 VR、将哪些路由通告给对等方以及将
哪些路由从一个路由协议重新分配给另一个路由协议。可以对两类路由应用过滤
器 : 从路由选择对等方发出的内向路由；从安全 VR 发出、指向对等路由器的外向
路由。可使用以下过滤机制 :

访问列表 - 有关配置访问列表的信息，请参阅“配置访问列表”。

BGP AS 路径访问列表 - AS 路径属性是传送路由通告时经过的自治系统的列
表。它属于路由信息的一部分。AS 路径访问列表是代表特定 AS 的一组规则表
达式。使用 AS 路径访问列表，可根据路由经过的 AS 对路由进行过滤。有关配
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的信息，请参阅第 110 页上的“配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

BGP 公共组列表 - 公共组属性，包含 BGP 路由所属公共组的标识符。BGP 公共
组列表是一组 BGP 公共组，用于根据路由所属的公共组对路由进行过滤。有
关配置 BGP 公共组列表的信息，请参阅第 118 页上的“BGP 公共组”。

配置访问列表

访问列表是有先后顺序的语句列表，其语句用作路由的比较依据。每条语句指定网
络前缀的 IP 地址 / 网络掩码以及转发状态 ( 允许或拒绝路由 )。例如，访问列表中
的一条语句可以允许子网 1.1.1.0/24 的路由。同一访问列表中的另一条语句可以拒
绝子网 2.2.2.0/24 的路由。如果路由与访问列表中的语句匹配，则会应用指定的转
发状态。

路由先与访问列表中的第一条语句比较，接着与下一条比较，直到找到匹配的语
句，因此，访问列表中的语句顺序非常重要。如果存在匹配语句，则访问列表中的
所有后续语句都将被忽略。应将相对明确的语句置于不太明确的语句之前。例如，
将拒绝 1.1.1.1/30 子网的路由的语句放在允许 1.1.1.0/24 子网的路由的语句之前。

也可以使用访问列表来控制组播信息流的流动。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上的
“访问列表”。

设置属性 说明

BGP AS Path 将匹配路由的路径列表属性预先设置成指定的 AS 路径访问列表。

BGP Community 将匹配路由的公共组属性设置到指定的公共组列表。

BGP local preference 将匹配路由的 local-pref 属性设置成指定值。

BGP weight 设置匹配路由的权值。

Offset metric 按指定的数字递增匹配路由的度量。这会在期望值较低的路径上增加度
量。对于 RIP 路由，可以将此递增应用到通告的路由 ( 路由映射流出 ) 
或获知的路由 ( 路由映射流入 )。对于其它路由，可以将此递增应用到
导出到其它 VR 的路由。

OSPF metric type 将匹配路由的 OSPF 度量类型设置成外部类型 1 或外部类型 2。

Metric 将匹配路由的度量设置成指定值。

Next-hop of route 将匹配路由的下一跳跃设置成指定 IP 地址。

Preserve metric 保留被导出到其它 VR 中的匹配路由的度量。

Preserve preference 保留被导出到其它 VR 中的匹配路由的优先级值。

Tag 将匹配路由的标记设置成指定标记值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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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您将在 trust-vr 上创建一个访问列表。该访问列表具有以下特征 : 

Identifier: 2 ( 配置访问列表时，必须指定访问列表标识符 )

Forwarding Status: 允许

IP Address/Netmask Filtering: 1.1.1.1/24

Sequence Number: 10 ( 访问列表中该语句到其它语句的相对位置 )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2
Sequence No.: 10
IP/Netmask: 1.1.1.1/24
Action: Permit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2 permit ip 1.1.1.1/24 10
save

将路由重新分配给 OSPF
在本例中，将重新分配已通过自治系统 65000 进入 OSPF 的指定 BGP 路由。首先
配置 AS 路径列表，允许已经过 AS 65000 的路由。( 有关配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0 页上的“配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 接着，将配置路由
图 "rtmap1"，以便匹配 AS 路径访问列表中的路由。 后，在 OSPF 中使用路由图 
"rtmap1" 指定重新分配规则，然后将 BGP 指定为路由的源协议。

WebUI

1. BGP AS 路径访问列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S Path: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Path Access List ID: 1
Permit: ( 选择 )
AS Path String: _65000_

2. 路由图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New ( 对于 trust-vr):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rtmap1
Sequence No.: 10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S Path: ( 选择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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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分配规则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rtmap1
Protocol: BGP

CLI

1. BGP AS 路径访问列表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as-path-access-list 1 permit _65000_

2. 路由图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route-map name rtmap1 permit 10
device(trust-vr/rtmap1-10)-> set match as-path 1
device(trust-vr/rtmap1-10)->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3. 重新分配规则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rtmap1 protocol bgp
save

在虚拟路由器之间导出和导入路由
如果在一个安全设备上配置了两个 VR，则可以允许一个 VR 获知另一个 VR 上的指
定路由。要进行此操作，必须在源 VR 上定义导出规则，随后源 VR 会将路由导出
到目标 VR 中。导出路由时，VR 允许其它 VR 获知其网络。在目标 VR 上，可根据
需要配置导入规则，以控制允许从源 VR 导入的路由。如果目标 VR 上没有导入规
则，它会接受导出的全部路由。

在 VR 之间导出和导入路由 : 

1. 在源 VR 上，定义导出规则。

2. ( 可选 ) 在目标 VR 上，定义导入规则。虽然此步骤为可选步骤，但是通过导入
规则，可以进一步控制目标 VR 从源 VR 接受的路由。

在安全设备上，可通过指定以下信息配置导出或导入规则 : 

目标 VR ( 对于导出规则 ) 或源 VR ( 对于导入规则 )

导出 / 导入的路由的协议

导出 / 导入哪些路由

( 可选 ) 导出 / 导入路由的新属性或修改属性

配置导出、导入规则与配置重新分配规则类似。可以配置路由图，指定要导出 / 导
入的路由以及这些路由的属性。

可配置 trust-vr 将所有路由表条目自动导出到 untrust-vr 中。还可以配置一个用户
定义的 VR，以自动向其它 VR 导出路由。不能导出网络中与 NAT 模式的接口直接
相连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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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导出规则

在本例中，trust-vr 中指向网络 1.1.1.1/24 的 OSPF 路由将被导出到 untrust-vr 路由
选择域中。首先要为网络前缀 1.1.1.1/24 创建一个访问列表，随后将在路由图 
"rtmap1" 中使用该列表，以过滤指向网络 1.1.1.1/24 的匹配路由。随后，还要创
建路由导出规则，将 trust-vr 中匹配的 OSPF 路由导出到 untrust-vr 中。

WebUI

trust-vr 

1. 访问列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2
Sequence No.: 10
IP/Netmask: 1.1.1.1/24
Action: Permit

2. 路由图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New ( 对于 trust-vr):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rtmap1
Sequence No.: 10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2

3. 导出规则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xport Rules > New ( 对于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estination Virtual Router: untrust-vr
Route Map: rtmap1
Protocol: OSPF

CLI

trust-vr 

1. 访问列表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access-list 2 permit ip 1.1.1.1/24 10

2. 路由图
device(trust-vr)-> set route-map name rtmap1 permit 10
device(trust-vr/rtmap1-10)-> set match ip 2
device(trust-vr/rtmap1-10)-> exit

3. 导出规则
device(trust-vr)-> set export-to vrouter untrust-vr route-map rtmap1 protocol 

ospf
device(trust-vr)-> ex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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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自动导出

可以配置 trust-vr，将其所有路由自动导出到 untrust-vr 中。

如果为 untrust-vr 定义了导入规则，则只导入符合导入规则的路由。在本例中，
trust-vr 自动将所有路由导出到 untrust-vr 中，但 untrust-vr 上的导入规则只允许
导出内部 OSPF 路由。

WebUI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选择 Auto Export 
Route to Untrust-VR，然后单击 OK。

un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Route Map ( 对于 untrust-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from-ospf-trust
Sequence No.: 10
Action: permit ( 选择 )
Route Type: internal-ospf ( 选择 )

CLI

trust-vr 
set vrouter trust-vr auto-route-export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device(untrust-vr)-> set route-map name from-ospf-trust permit 10
device(untrust-vr/from-ospf-trust-10)-> set match route-type internal-ospf
device(untrust-vr/from-ospf-trust-10)-> exit
device(untrust-vr)-> set import-from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from-ospf-trust 

protocol ospf
device(untrust-vr)-> exit
save

小心 : 此功能可以通过使所有可信任路由在非信任网络中可见来克服 trust-vr 与 
untrust-vr 之间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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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开放 短路径优先

本章介绍安全设备上的“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OSPF) 路由协议。本章包括以下
部分 : 

第 44 页上的“概述”

第 44 页上的“区域”

第 45 页上的“路由器分类”

第 45 页上的“Hello 协议”

第 45 页上的“网络类型”

第 46 页上的“链接状态通告”

第 47 页上的“基本 OSPF 配置”

第 48 页上的“创建和移除 OSPF 路由实例”

第 49 页上的“创建和删除 OSPF 区域”

第 50 页上的“为 OSPF 区域分配接口”

第 51 页上的“在接口上启用 OSPF”

第 52 页上的“验证配置”

第 53 页上的“将路由重新分配给路由协议”

第 54 页上的“汇总重新分配的路由”

第 55 页上的“全局 OSPF 参数”

第 55 页上的“通告缺省路由”

第 56 页上的“虚拟链接”

第 58 页上的“设置 OSPF 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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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页上的“安全配置”

第 59 页上的“邻接方认证”

第 60 页上的“配置 OSPF 邻接方列表”

第 61 页上的“拒绝缺省路由”

第 61 页上的“防止泛滥”

第 63 页上的“在通道接口上创建 OSPF 按需电路”

第 63 页上的“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第 64 页上的“设置 OSPF 链接类型”

第 64 页上的“禁用路由拒绝限制”

第 64 页上的“创建点对多点网络”

概述

“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OSPF) 路由协议是专门在单个“自治系统”(AS) 内运行
的“内部网关协议”(IGP)。运行 OSPF 的路由器通过在整个 AS 内部定期发布链接
状态通告 (LSA)，来发布其状态信息 ( 例如可用接口以及邻接方可达性等 ) 。

每个 OSPF 路由器都使用邻接路由器发出的 LSA 来维护链接状态数据库。链接状态
数据库是周围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状态信息的列表。LSA 遍及路由域内部的持续发布
将使 AS 内的所有路由器都维护相同的链接状态数据库。

OSPF 使用链接状态数据库，确定到达 AS 内部任意网络的 佳路径。这通过生成
短路径树完成，它是到达 AS 内部任意网络的 短路径的图形化表示。虽然所有

路由器都具有相同的链接状态数据库，但它们都具有唯一的 短路径树，因为路由
器在生成该树时，始终将其自身置于树的顶端。

区域
在缺省情况下，所有路由器都被分组到名为 area 0 ( 通常表示为 area 0.0.0.0) 的单
个“中枢”区域中。但是地理分布较广的网络通常会被分割到多个区域中。随着网
络的扩展，链接状态数据库也会不断增大，将链接状态数据库分隔成多个较小的组
可使其更易扩展。

区域可以减少网络内流通的路由信息量，因为路由器只维护其所在区域的链接状态
数据库，而不维护该区域外的网络或路由器的链接状态信息。连接到多个区域的路
由器负责维护所连接的每个区域的链接状态数据库。除了在创建虚拟链接时之外，
区域必须直接与 area 0 相连。有关虚拟链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6 页。

AS 外部通告对指向其它 AS 中目标地址的路由进行描述，这些外部通告遍及整个 
AS。可以将特定 OSPF 区域配置为剩余区域； AS 外部通告不会遍及这些区域。
OSPF 中使用两类常见的区域 : 

剩余区域 - 一个区域，对于通过非 OSPF 源 ( 例如 BGP) 获取的路由，它从中枢
区域接收路由汇总，而不从其它区域接收链接状态通告。如果剩余区域中不允
许汇总路由，可将其看成完全剩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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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剩余区域 (NSSA) - 类似正常的剩余区域，但 NSSA 不能从当前区域外的
非 OSPF 源接收路由。但是，仍可获取区域内被检测到的外部路由，并将其传
递到其它区域。

路由器分类
参与 OSPF 路由的路由器根据其在网络中的功能或位置进行分类 :

内部路由器  - 所有接口都属于同一区域的路由器。

中枢路由器 - 有一个接口在中枢区域的路由器。

区域边界路由器 - 与多个区域相连的路由器称为区域边界路由器 (ABR)。ABR 
汇总来自非中枢区域的路由，以便发布到中枢区域。在运行 OSPF 的安全设备
上，在缺省情况下创建中枢区域。如果您在虚拟路由器上又创建了一个区域，
则该设备将充当 ABR。

AS 边界路由器 - 某个 OSPF 区域与另一 AS 相接时，两个自治系统间的路由器
被称为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ASBR)。ASBR 负责在 AS 内通告外部 AS 路由信息。

Hello 协议
如果两个路由器在同一子网络上都具有接口，则被认为是相互邻接。路由器使用 
Hello 协议建立并维护此邻接关系。当两个路由器建立双向通信时，即认为其已建
立邻接。如果两个路由器之间未建立邻接，则它们不能交换路由信息。

如果某个网络上具有多个路由器，则必须将其中一个路由器建立为指定路由器 
(DR)，将另一个建立为备份指定路由器 (BDR)。DR 负责将 LSA 大量发向网络，LSA 
中包含一个列表，列出了所有连接到网络且启用了 OSPF 的路由器。DR 是唯一能
与网络中的其它路由器构成邻接关系的路由器。因此，DR 是网络上唯一能为其它
路由器提供路由信息的路由器。如果 DR 失效，BDR 将成为指定路由器。

网络类型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以下 OSPF 网络类型 : 

广播网络

点对点网络

点对多点网络

广播网络

广播网络是连接多个路由器的网络，它可将单个物理消息发送或播送到所有相连的
路由器。广播网络上的路由器对，被认定为可相互通信。以太网即为广播网络的一
个范例。

在广播网络上，OSPF 路由器将 hello 数据包发送到组播地址 224.0.0.5，动态检测
其邻接路由器。对于广播网络，Hello 协议负责为网络选定“指定路由器”和“备
份指定路由器”。

非广播网络是连接多个路由器的网络，但它不能将消息播送到相连路由器。在非广
播网络上，需要将以往多点广播的 OSPF 协议封包发送到每一个邻接路由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不支持非广播网络中的 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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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网络

点对点网络一般通过“广域网”(WAN) 连接两个路由器。两台通过 IPSec VPN 通道
相连的安全设备即为一个点对点网络。在点对点网络上，OSPF 路由器将 hello 数
据包发送到组播地址 224.0.0.5，动态检测邻接路由器。

点对多点网络

点对多点网络是一种非广播网络，在该网络中，OSPF 将路由器间的连接视为点对
点链接。无需为该网络选择指定路由器或大量发送 LSA。点对多点网络中的路由器
将 hello 数据包发送到可与之直接通信的所有邻接方。

链接状态通告
每个 OSPF 路由器都将向外发送定义路由器本地状态信息的 LSA。另外，根据路由
器的 OSPF 功能，路由器还可发出其它类型的 LSA。表 5 列出了 LSA 类型 ( 每个类
型均大量发出 ) 和每类 LSA 的内容。

表 5:  LSA 类型和内容汇总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仅在通道接口上支持 OSPF 点对多点配置，必须禁用路由拒绝以
使网络正常运行。不能在物理以太网接口上配置点对多点连接。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63 页上的“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LSA 类型 发送者 发送范围 LSA 中发送的信息

路由器 LSA 所有 OSPF 路由器 区域 描述整个区域内所有路由器接口的状态。

网络 LSA 广播网络和 NBMA 网络上的
“指定路由器”

区域 包含与网络相连的所有路由器的列表。

汇总 LSA 区域边界路由器 区域 描述到达区域外但仍在 AS 内的目标地址的路由。有两种
类型 : 

类型 3 LSA 摘要描述到达网络的路由。

类型 4 LSA 摘要描述到达 AS 边界路由器的路由。

AS 外部 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自治系统 指向另一 AS 中的网络的路由。通常为缺省路由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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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OSPF 配置

可以在安全设备上为每个虚拟路由器创建 OSPF。如果一个系统中存在多个虚拟路
由器 (VR)，则可启用多个 OSPF 实例，每个实例代表一个 VR。

本节介绍在安全设备上的 VR 中配置 OSPF 的基本步骤 :

1. 在 VR 中创建并启用 OSPF 路由实例。此步骤还会自动创建一个 OSPF 中枢区
域，区域 ID 为 0.0.0.0，不能删除该区域 ID。

2. ( 可选 ) 除非所有 OSPF 接口都连接到中枢区域，否则需要用自身的区域 ID 定
义新的 OSPF 区域。例如，如果安全设备要充当 ABR，则需创建新的 OSPF 区
域 ( 除中枢区域外 ) 。可将新区域配置为正常、剩余或不完全剩余区域。

3. 为每个 OSPF 区域分配一个或多个接口。必须将接口明确添加到 OSPF 区域，
含中枢区域。

4. 在每个接口上启用 OSPF。

5. 验证 OSPF 配置正确且运行正常。

在本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充当 ABR，通过接口 ethernet3 接口连接到 area 0，并
通过 ethernet1 接口连接到 area 10。请参阅图 10。

图 10:  OSPF 配置范例

还可以配置其它可选 OSPF 参数，如下所示 : 

全局参数，例如虚拟链接，根据 OSPF 协议在 VR 级上设置 ( 请参阅第 55 页上
的“全局 OSPF 参数”)。

接口参数，例如认证，根据 OSPF 协议在每个接口上设置 (请参阅第 58 页上的
“设置 OSPF 接口参数”)。

与安全相关的 OSPF 参数，即可以在 VR 级上设置，也可以在每个接口上设置 
( 请参阅第 59 页上的“安全配置”)。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应先分配 VR ID，如第 2 章，“路由”中
所述。

Trust 区段 ethernet1 ethernet3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Area 0Area 10

10.1.1.0/24 10.1.2.0/24
基本 OSPF 配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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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移除 OSPF 路由实例
可在安全设备的特定 VR 上创建并启用 OSPF 路由选择实例。要移除 OSPF 路由实
例，须禁用 OSPF 实例，然后删除它。创建 OSPF 路由实例时还会自动创建 OSPF 
中枢区域。在 VR 上创建并启用 OSPF 路由实例后，OSPF 将在 VR 中所有启用 
OSPF 的接口上传输及接收封包。

创建 OSPF 实例

在下例中，将首先为 trust-vr 分配路由器 ID 0.0.0.10。接着在 trust-vr 上创建 OSPF 
路由实例。( 有关 VR 以及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V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
“路由”。)

WebUI

1. 路由器 ID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0.0.0.10

2. OSPF 路由实例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Create OSPF Instance: 
选择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OK。

CLI

1. 路由器 ID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2. OSPF 路由实例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enable
save

删除 OSPF 实例

在本例中，将禁用 trust-vr 中的 OSPF 路由实例。OSPF 会禁止 trust-vr 中所有启用 
OSPF 的接口传输及处理封包。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trust-vr) > Edit > Edit OSPF Instance: 
取消选中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trust-vr) > Edit > Delete OSPF 
Instance，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deleting OSPF instance, are you sure? y/[n]
save

注意 : 在 CLI 中，必须先创建 OSPF 路由实例，然后才能启用它。因此，必须发出两个
独立的 CLI 命令，以启用 OSPF 路由实例。
基本 OSPF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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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删除 OSPF 区域
区域可以减少网络内需要流通的路由信息量，因为 OSPF 路由器只维护其所在区域
的链接状态数据库。而不维护该区域外的网络或路由器的链接状态信息。

所有区域必须连接到区域 0，该区域是在虚拟路由器上配置 OSPF 路由选择实例时
创建的。如需创建其它 OSPF 区域，可根据需要将其定义为剩余区域或不完全剩余
区域。有关上述区域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4 页上的“区域”。

表 6 列出了区域参数 ( 含每个参数的说明 ) 并提供了每个参数的缺省值。

表 6:  OSPF 区域参数及缺省值

创建 OSPF 区域

在下例中，将创建区域 ID 为 10 的 OSPF 区域。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Area: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rea ID: 10
Type: normal ( 选择 )
Action: Add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rea 10
save

删除 OSPF 区域

必须先禁用 VR 的 OSPF 过程才能删除 OSPF 区域。在下例中，将停止 OSPF 过
程，然后删除区域 ID 为 10 的 OSPF 区域。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trust-vr) > Edit > Edit OSPF Instance: 
取消选择 OSPF Enabled，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Area: 单击 Remove。

注意 : 在 CLI 中，确认删除 OSPF 实例。

区域参数 说明 缺省值

Metric for default route ( 仅限于 NSSA 和剩余区域 ) 指定缺省路由通告的
度量值

1

Metric type for the default 
route

( 仅限于 NSSA 区域 ) 指定缺省路由的外部度量类
型 (1 或 2)

1

No summary ( 仅限于 NSSA 和剩余区域 ) 指定不将汇总 LSA 通
告给区域

将汇总 LSA 通
告给区域

Range ( 所有区域 ) 指定要在汇总 LSA 中通告的 IP 地址
范围以及是否通告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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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enable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rea 0.0.0.10
save

为 OSPF 区域分配接口
创建接口后，即可使用 WebUI 或 CLI 的 set interface 命令该区域分配一个或多个
接口。

为区域分配接口

在下例中，将为 OSPF area 10 分配 ethernet1 接口，为 OSPF area 0 分配 
ethernet3 接口。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Area > Configure (Area 10): 使用 Add 按钮，将 ethernet1 接口从 Available 
Interface(s) 栏移动到 Selected Interfaces 栏中。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Area > Configure (Area 0): 使用 Add 按钮，将 ethernet3 接口从 
Available Interface(s) 栏移动到 Selected Interfaces 栏中。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rea 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ospf area 0
save

配置区域范围

在缺省情况下，ABR 不汇总从一个区域指向另一个区域的路由。通过配置区域范
围，可将某区域内的一组子网统一成单个网络地址，以便在发往其它区域的单个汇
总链接通告中通告该地址。配置区域范围时，可以指定通告还是保留通告中定义的
区域范围。

在下例中，将为 area 10 定义以下区域范围 : 

10.1.1.0/24 将被通告

10.1.2.0/24 不被通告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Area > Configure (0.0.0.10): 在 Area Range 区域中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10.1.1.0/24
Type: ( 选择 ), Advertise

在 Area Range 区域中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10.1.2.0/24
Type: ( 选择 ), No Advertise
基本 OSPF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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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rea 10 range 10.1.1.0/24 advertis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rea 10 range 10.1.2.0/24 no-advertise
save

在接口上启用 OSPF
在缺省情况下，虚拟路由器 (VR) 的接口上一律禁用 OSPF。将接口分配给区域后，
必须在该接口上明确启用 OSPF。在接口上禁用 OSPF 后，OSPF 不会在指定接口
上传输或接收封包，但接口配置参数仍将保留。

在接口上启用 OSPF
在本例中，将在 ethernet1 ( 先前分配给 area 10) 和 ethernet3 接口 ( 先前分配给 
area 0) 上启用 OSPF 路由实例。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选择 Enable Protocol 
OSPF，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OSPF: 选择 Enable Protocol 
OSPF，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ospf enable
save

禁用接口上的 OSPF
在本例中，只禁用 ethernet1 接口上的 OSPF 路由实例。仍然可以在 trust-vr 虚拟
路由器 (VR) 中启用了 OSPF 的其它任何接口上传送和处理 OSPF 数据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清除 Enable Protocol 
OSPF，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save

注意 : 如果禁用了 VR 中的 OSPF 路由实例 ( 请参阅第 48 页上的“删除 OSPF 实例”)，
OSPF 会禁止在 VR 中所有启用 OSPF 的接口上传输及处理封包。

注意 : 如果禁用了 VR 中的 OSPF 路由实例，OSPF 会禁止在 VR ( 请参阅第 48 页上的
“删除 OSPF 实例”) 中所有启用 OSPF 的接口上传输及处理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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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配置
可通过在命令提示符下执行下面的 CLI 命令来查看为 trust-vr 输入的配置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config
VR: trust-vr RouterId: 10.1.1.250
----------------------------------
set protocol ospf
set enable
set area 0.0.0.10 range 10.1.1.0 255.255.255.0 advertise
set area 0.0.0.10 range 10.1.2.0 255.255.255.0 no-advertis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rea 0.0.0.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ospf area 0.0.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ospf enable

可通过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命令来验证虚拟路由器上是否运行了 
OSPF。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VR: trust-vr RouterId: 10.1.1.250
----------------------------------
OSPF enabled
Supports only single TOS(TOS0) route
Internal Router
Automatic vlink creation is disabled
Numbers of areas is 2
Number of external LSA(s) is 0
SPF Suspend Count is 10 nodes
Hold time between SPFs is 3 second(s)
Advertising default-route lsa is off
Default-route discovered by ospf will be added to the routing table
RFC 1583 compatibility is disabled.
Hello packet flooding protection is not enabled
LSA flooding protection is not enabled
Area 0.0.0.0
        Total number of interfaces is 1, Active number of interfaces is 1
        SPF algorithm executed 2 times
        Number of LSA(s) is 1
Area 0.0.0.10
        Total number of interfaces is 1, Active number of interfaces is 1
        SPF algorithm executed 2 times
        Number of LSA(s) is 0

突出显示的区域表示正在运行 OSPF，并对每个 OSPF 区域中的活动 OSPF 区域和
活动接口进行验证。

注意 : 建议您明确分配路由器 ID，而不要使用缺省值。有关设置路由器 ID 的信息，请
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由”。
基本 OSPF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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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interface 命令来验证接口上是否启用了 
OSPF，并可查看接口状态。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interface
VR: trust-vr RouterId: 10.1.1.250
----------------------------------
Interface   IpAddr        NetMask       AreaId        Status   State
--------------------------------------------------------------------------------
ethernet3   2.2.2.2       255.255.255.0 0.0.0.0       enabled Designated Router
ethernet1   10.1.1.1      255.255.255.0 0.0.0.10      enabled Up

可为要将其选作“指定路由器”(DR) 或“备份指定路由器”(BDR) 的虚拟路由器配
置优先级。上例中，"State" 栏中列出了虚拟路由器的优先级。

可通过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neighbor 命令来验证安全设备上的 
OSPF 路由选择实例是否已与 OSPF 邻接方建立了邻接关系。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neighbor
VR: trust-vr RouterId: 10.1.1.250
----------------------------------
                Neighbor(s) on interface ethernet3 (Area 0.0.0.0)
IpAddr/If Index RouterId        Priority State    Options
------------------------------------------------------------------------------
2.2.2.2        2.2.2.250              1 Full     E
Neighbor(s) on interface ethernet1 (Area 0.0.0.10)
IpAddr/If Index RouterId        Priority State    Options
------------------------------------------------------------------------------
10.1.1.1       10.1.1.252             1 Full     E

上例 "State" 栏中的 "Full" 表示与邻接方已建立了完全的 OSPF 邻接关系。

将路由重新分配给路由协议

路由重新分配是指在路由选择协议之间交换路由信息。例如，可以将以下类型的路
由重新分配到同一虚拟路由器中的 OSPF 路由选择实例中 :

从 BGP 或 RIP 获知的路由

直接连接的路由

导入的路由

静态配置的路由

配置重新分配路由时，必须先指定一个路由图，以过滤重新分配的路由。有关为重
新分配路由创建路由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路由”。

在下例中，将源自 BGP 路由选择域的路由重新分配到当前 OSPF 路由选择域中。
CLI 和 WebUI 范例都假设先前已创建名为 add-bgp 的路由图。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add-bgp
Protocol: BGP
将路由重新分配给路由协议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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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add-bgp protocol bgp
save

汇总重新分配的路由

在大型网络中，可能存在数以千计的网络地址，某些路由器可能拥挤着过多的路由
信息。将一系列路由从外部协议重新分配到当前 OSPF 路由选择实例后，可将这些
路由捆绑成一个广义或汇总网络路由。通过汇总多个地址，可将一系列路由视为一
个路由，以简化查找过程。

在复杂的大型网络中使用路由汇总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将拓扑变化与其它路由器隔
离开。例如，如果给定域中的特定链接间断性地失效，汇总路由将不会更改，这样
该域外部的路由器不必因为链接失败而不断地修改其路由表。

除减少了中枢路由器上路由表中的条目外，当某个汇总网络中断或恢复连接时，路
由汇总还可避免 LSA 传播到其它区域。也可汇总区域间路由或外部路由。

有时汇总的路由可能会导致出现回路。可以配置到 Null 接口的路由以避免回路的
产生。本节之后将给出一个创建汇总路由的范例，然后再给出一个设置 Null 接口
的范例。

汇总重新分配的路由
本例中，将把 BGP 路由重新分配到当前的 OSPF 路由选择实例中。随后将一组导
入的路由汇总到网络地址 2.1.1.0/24 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add-bgp
Protocol: BG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Summary Impor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2.1.1.0/2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add-bgp protocol bg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summary-import ip 2.1.1.0/24
save
汇总重新分配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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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OSPF 参数

本节介绍可以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别配置的可选 OSPF 全局参数。在 VR 级上配置 
OSPF 参数后，该参数设置会影响所有启用 OSPF 的接口上的操作。通过 CLI 中的 
OSPF 路由协议环境或 WebUI，可以修改全局参数的设置。

表 7 列出了全局 OSPF 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7:  全局 OSPF 参数及缺省值

通告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 0.0.0.0/0 与路由表中每一个目标网络匹配，即使有更特定的前缀覆盖该
缺省路由。

本例中，将通告当前 OSPF 路由选择实例的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选择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Enable，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dvertise-default-route metric 1 metric-type 1
save

OSPF 全局参数 说明 缺省值

Advertise default 
route

指定将 VR 路由表中的活动缺省路由 (0.0.0.0/0) 通告
给所有 OSPF 区域。还可以指定度量值 / 是否保留路
由的初始度量以及度量类型 (ASE 类型 1 或类型 2)。
还可以指定始终通告缺省路由。

不通告缺省路由。

Reject default route 指定不将 OSPF 中获知的任何缺省路由添加到路由
表中。

将 OSPF 中获知的
缺省路由添加到路
由表中。

Automatic virtual 
link

指定 VR 在无法到达 OSPF 中枢时自动创建虚拟
链接。

禁用。

Maximum hello 
packets

指定 VR 在一个 hello 接口上所能接收到的 大 
OSPF hello 数据包数。

10。

Maximum LSA 
packets

指定 VR 在指定的时间 ( 几秒钟 ) 内所能接收到的
大 OSPF LSA 数据包数。

无缺省值。

RFC 1583 
compatibility

指定 OSPF 路由选择实例与早期 OSPF 版本 
RFC 1583 兼容。

OSPF 版本 2，如 
RFC 2328 中定义。

Equal cost 
multipath routing 
(ECMP)

指定负载均衡 ( 目标地址具有多个等开销路径 ) 所使
用的 大路径数 (1-4)。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
开销多路径路由”。

禁用 (1)。

Virtual link 
configuration

为虚拟链接配置 OSPF 区域和路由器 ID。根据需
要，可以为虚拟链接配置认证方法、hello 间隔、
重新传输间隔、传输延迟或邻接方不工作间隔。

不配置虚拟链接。

注意 : 在 WebUI 中，必须手动输入缺省度量 (1) 62，且缺省度量类型为 ASE 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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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链接
尽管所有区域都应直接连接到中枢区域，但有时也需要创建一个不能实际连接到中
枢区域的新区域。为解决此问题，可创建一个虚拟链接。虚拟链接提供一个远程区
域，它使用逻辑路径通过另一区域与中枢区域相连。

必须在链接两端的路由器上配置虚拟链接。要在安全设备上配置虚拟链接，需要定
义以下内容 : 

虚拟链接经过的 OSPF 区域的 ID。不能创建经过中枢或剩余区域的虚拟链接。

虚拟链接另一端路由器的 ID。

表 8 列出了虚拟链接的可选参数。

表 8:  虚拟链接的可选参数

创建虚拟链接

在下例中，将创建一个通过 OSPF area 10 的虚拟链接，一端连接到设备 -A ( 路由
器 ID 为 10.10.1.250)，另一端连接到设备 -B ( 路由器 ID 为 10.1.1.250)。有关如何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路由器 I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由”。还要将
虚拟链接的传输延迟配置成 10 秒。并需要在每台安全设备上识别虚拟链接另一端
设备的路由器 ID。

图 11 显示虚拟链接的网络设置范例。

图 11:  创建虚拟链接

虚拟链接参数 说明 缺省值

Authentication 指定明文密码或 MD5 认证。 无认证

Dead interval 指定自收不到 OSPF 邻接方的响应起，经过多少秒后
邻接方决定停止运行。

40 seconds

Hello interval 指定 OSPF 连续发送 hello 封包间隔的秒数。 10 seconds

Retransmit 
interval

指定经过多少秒后，接口向不响应初始 LSA 的邻接方
重新发送 LSA。

5 seconds

Transmit delay 指定传输接口上发送的链接状态更新封包间隔的秒数。 1 second

Area 10

Area 20

ethernet1

设备 -B

ethernet2

Area 0

互联网路由器 ID 
10.1.1.250

经过 OSPF area 10 的虚拟链接将设
备 -A 和设备 -B 连接起来。

设备 -A ethernet 1

ethernet 2

路由器 ID
10.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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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Virtual Link: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rea ID: 10 ( 选择 )
Router ID: 10.1.1.250

>Configure: 在 Transmit Delay 字段，键入 10，然后单击 OK。

CLI ( 设备 -A)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vlink area-id 10 router-id 10.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vlink area-id 10 router-id 10.1.1.250 transit-delay 

10
save

WebUI ( 设备 -B)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 Virtual Link: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rea ID: 10
Router ID: 10.10.1.250

>Configure: 在 Transmit Delay 字段，键入 10，然后单击 OK。

CLI ( 设备 -B)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vlink area-id 10 router-id 10.10.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vlink area-id 10 router-id 10.10.1.250 

transit-delay 10
save

创建自动虚拟链接

当虚拟路由器 (VR) 无法到达网络中枢时，可引导它自动为实例创建虚拟链接。让 
VR 自动创建虚拟链接，可以取代手动创建每个虚拟链接的耗时过程。在下例中，
将配置自动创建虚拟链接。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选择 Automatically Generate Virtual Links，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auto-vlink
save

注意 : 在激活虚拟链接之前，必须在每台设备的两个接口上均启用 OSPF，并确保在设
备 A 和 B 的接口上运行 OSPF。

注意 : 在 CLI 中，必须先创建虚拟链接，之后才能为虚拟链接配置可选参数。因此，在
上述 CLI 范例中，必须发出两个独立的命令，先创建虚拟链接，再对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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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SPF 接口参数

本节介绍在接口级上配置的 OSPF 参数。在接口级上配置 OSPF 参数后，该参数设
置会影响特定接口上的 OSPF 操作。使用 CLI 中的 interface 命令或通过 WebUI，
可以修改接口参数的设置。

表 9 列出了可选的 OSPF 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9:  可选的 OSPF 接口参数及缺省值

OSPF 接口参数 说明 缺省值

Authentication 指定明文密码或消息整理 5 (MD5) 认证，以验证接
口上的 OSPF 通信。明文密码要求密码字符串 长
为 8 位，MD5 认证密码要求密码字符串 长为 16 
位。MD5 密码还要求配置密钥字符串。

不使用认证。

Cost 指定接口的度量。接口的相关开销取决于与该接口
相连的链接的带宽。带宽越高，开销值就越低 ( 越
满足需求 )。

1 代表大于等于 100MB 
的链接
10 代表 10MB 的链接
100 代表 1MB 的链接

Dead interval 指定自收不到 OSPF 邻接方的响应起，经过多少秒
后 OSPF 决定停止运行邻接方。

40 seconds。

Hello interval 指定 OSPF 向网络发送 hello 封包的时间间隔，以
秒为单位。

10 seconds。

Link type 将通道接口指定为点对点链接或点对多点链接。请
参阅第 63 页上的“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将以太网接口视为广播
接口。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OSPF 区域的通道接口为
点对点链接。

Neighbor list 以访问列表的形式指定有资格构成邻接关系的 
OSPF 邻接方所在的子网。

无 ( 与接口上的所有邻接
方均能构成邻接关系 )。

Passive interface 指定作为 OSPF 路由 ( 而非外部路由 ) 通告给 OSPF 
域的接口 IP 地址，但该接口不传输或接收 OSPF 封
包。当接口上同时启用了 BGP 时此选项非常有用。

启用 OSPF 的接口传输
并接收 OSPF 封包。

Priority 指定虚拟路由器的优先级，作为选择“指定路由
器”或“备份指定路由器”时的依据。路由器的优
先级值越大，越有可能 ( 但不一定 ) 选中。

1。

Retransmit 
interval

指定经过多少秒后，接口向不响应初始 LSA 的邻接
方重新发送 LSA。

5 seconds。

Transit delay 指定传输接口上发送的链接状态更新封包间隔的
秒数。

1 second。

Demand circuit ( 仅限通道接口 ) 根据 RFC 1793 将通道接口配置为
按需电路。请参阅第 63 页上的“在通道接口上创
建 OSPF 按需电路”。

禁用。

Reduce flooding 指定减少按需电路上的 LSA 泛滥。 禁用。

Ignore MTU 指定忽略 OSPF 数据库协商期间查找到的本地和远
程接口间的 大传输单位 (MTU) 值中的任何不匹配
项。仅当本地接口上的 MTU 低于远程接口上的 
MTU 时才应使用此选项。

禁用。

注意 : 要构成邻接关系，同一区域内的所有 OSPF 路由器必须使用同一 hello 间隔、
dead 间隔和重新传输间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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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将为 ethernet1 接口配置以下 OSPF 参数 : 

将 OSPF hello 消息间隔的时间增加到 15 秒。

将 OSPF 重新传输间隔的时间增加到 7 秒。

将 LSA 传输间隔的时间增加到 2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Hello Interval: 15
Retransmit Interval: 7
Transit Delay: 2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hello-interval 15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retransmit-interval 7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transit-delay 2
save

安全配置

本节介绍 OSPF 路由域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以及预防攻击的方法。

邻接方认证
由于 LSA 没有加密且多数协议分析器都提供 OSPF 封包的解封机制，因此 OSPF 
路由器很容易被欺骗。认证 OSPF 邻接方是防止这类攻击的 佳方法。

OSPF 提供了简单的密码和 MD5 认证这两种方法，验证从邻接方接收的 OSPF 封
包。接口上收到的所有未经验证的 OSPF 封包都会被丢弃。在缺省情况下，OSPF 
接口一律不启用认证。

对于发送方和接收方 OSPF 路由器，MD5 认证使用同一个密钥。可以在安全设备
上配置一个以上 MD5 密钥，每个密钥都有一个配套的密钥标识符。如果在安全
设备上配置多个 MD5 密钥，则可以选择认证该设备与邻接路由器通信的密钥的
密钥标识符。这样就能在尽量不丢弃封包的情况下，定期更改一对路由器上的 
MD5 密钥。

注意 : 为使 OSPF 更加安全，应在同一安全级别上配置 OSPF 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否
则，只要一个 OSPF 路由器遭受破坏，整个 OSPF 路由域都有可能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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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明文密码

在本例中，将在 ethernet1 接口上为 OSPF 设置明文密码 12345678。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Password: ( 选择 ), 12345678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12345678
save

配置 MD5 密钥

在下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1 上设置两个不同的 MD5 密钥，并将其中的一个选
择为活动密钥。每个 MD5 密钥可为 16 字符长。密钥 ID 号必须在 0 到 255 之间。
缺省密钥 ID 为 0，因此不必为输入的第一个 MD5 密钥指定密钥 ID。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Authentication: 
MD5 Keys: ( 选择 )

1234567890123456
9876543210987654
Key ID: 1
Preferred: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uthentication md5 1234567890123456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uthentication md5 9876543210987654 

key-id 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uthentication md5 active-md5-key-id 1
save

配置 OSPF 邻接方列表
通过多路访问环境，可以相对轻松地将设备 ( 包括路由器 ) 连接到网络中。如果连
接的设备不可靠，则可能产生稳定性或性能问题。

在缺省情况下，ScreenOS 虚拟路由器 (VR) 上的 OSPF 路由选择实例与启用 OSPF 
的接口上正在通信的所有 OSPF 邻接方建立邻接关系。通过定义包含符合条件的 
OSPF 邻接方的子网列表，可以限制接口上的设备与 OSPF 路由实例构成邻接关
系。只有指定子网内的主机或路由器可以与 OSPF 路由实例构成邻接关系。要指定
包含符合条件的 OSPF 邻接方的子网，需要在 VR 级别上定义子网的访问列表。

在本例中，将配置一个访问列表允许子网 10.10.10.130/27 中的主机。随后将指定
用该访问列表配置符合条件的 OSPF 邻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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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Access List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4
Sequence No.: 10
IP/Netmask: 10.10.10.130/27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Neighbor List: 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4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4 permit ip 10.10.10.130/27 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neighbor-list 4
save

拒绝缺省路由
在“路由迂回攻击”中，路由器将缺省路由 (0.0.0.0/0) 加入路由域中，以便将封包
返回给自己。随后，该路由器既可以丢弃封包，引发服务中断，也可以在转发封包
之前获得封包中的机密信息。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在缺省情况下 
OSPF 接受在 OSPF 中获知的任意缺省路由，并将缺省路由添加到路由表中。

在下例中，将指定不从 OSPF 获取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选中 Do Not Add Default-route Learned in OSPF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ject-default-route
save

防止泛滥
出现故障或遭受破坏的路由器可能使用 OSPF hello 封包或 LSA 欺骗其邻接方。每
个路由器都从网络上其它路由器发送的 LSA 检索信息，为路由表提取路径信息。
通过使用 LSA 泛滥保护，可对进入虚拟路由器 (VR) 的 LSA 的数量进行管理。如果 
VR 接收的 LSA 过多，路由器将由于 LSA 泛滥而出现故障。如果短时间内路由器生
成了过量的 LSA，则会发生 LSA 攻击，从而导致网络中的其它 OSPF 路由器频繁运
行 SPF 算法。

在使用 ScreenOS 的 VR 上，可以配置每个 hello 间隔内接收到的 大 hello 数据包
数以及某时间间隔内在 OSPF 接口上接收到的 大 LSA 数。超过配置的临界值的封
包将被丢弃。在缺省情况下，OSPF hello 封包的临界值为每个 hello 间隔 10 个封
包 (OSPF 接口的缺省 hello 间隔为 10 秒 )。没有缺省的 LSA 临界值，如果不设置 
LSA 临界值，将接收所有 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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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ello 临界值

在下例中，要将临界值配置为每个 hello 间隔 20 个封包。Hello 间隔保持缺省值 10 
秒不变，可以在每个 OSPF 接口上配置该间隔。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event Hello Packet Flooding Attack: On
Max Hello Packet: 2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hello-threshold 20
save

配置 LSA 临界值

在本例中，将创建每 10 秒钟 20 个封包的 OSPF LSA 泛滥攻击临界值。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OSPF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LSA Packet Threshold Time: 20
Maximum LSAs: 1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lsa-threshold 20 10
save

启用减少的泛滥

可启用减少泛滥功能来抑制点对点接口 ( 例如串行、通道或异步数字用户线 
(ADSL)) 或广播接口 ( 例如以太网 ) 上的 LSA 泛滥。在下例中，将启用定期 LSA 抑
制，而不会影响 tunnel.1 接口的 hello 数据包流。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Reduce Flooding: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reduce-flooding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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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道接口上创建 OSPF 按需电路

如 RFC 1793 中所定义，OSPF 按需电路是指连接时间或使用情况影响使用此类连
接的开销的网段。在按需电路中，由 OSPF 产生的信息流需要被限定为网络拓扑结
构的更改。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只有点对点接口 ( 例如串行、通道或
异步数字用户线接口 (ADSL) ) 可成为按需电路；同时，为保证正常运行，必须手动
将通道的两端配置为按需电路。

在配置为按需电路的通道接口上，安全设备将抑制 OSPF hello 数据包的发送及 
LSA 泛滥的定期刷新以减少开销。OSPF 邻接方达到 "Full" 状态 (Hello 数据包相匹
配且路由器和网络 LSA 反映所有邻接方 ) 后，安全设备将抑制定期刷新 hello 数据
包和 LSA。安全设备仅大量发送其内容已被更改的 LSA。

在下例中，将 tunnel.1 接口配置为按需电路。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OSP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Demand Circuit: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demand-circuit
save

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将通道接口绑定到安全设备上的某个 OSPF 区域时，在缺省情况下，将创建一个点
对点 OSPF 通道。点对点通道接口仅能与远程端的一个 OSPF 路由器建立邻接关
系。如果要将本地通道接口绑定到多个通道，则必须将该本地通道接口配置为点对
多点接口，并在该通道接口上禁用路由拒绝功能。

有关将多个通道绑定到某个通道接口的范例，请参阅第 5-258 页上的“绑定自动
路由表和 NHTB 表条目”。以下各节包括以下内容的范例 : 

设置链接类型 ( 请参阅 第 64 页上的“设置 OSPF 链接类型”)

设置路由拒绝功能 ( 请参阅 第 64 页上的“禁用路由拒绝限制”)

配置含有点对多点通道接口的网络 (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创建点对多点网络”)

注意 : 需要将远程对等方的通道接口配置为按需电路。但不必在远程对等方上配置减少
的 LSA 泛滥。

注意 : 在接口上启用 OSPF 前必须将通道接口配置为点对多点接口。将接口配置为点对
多点接口后，不能再将其配置为按需电路 ( 请参阅第 63 页上的“在通道接口上
创建 OSPF 按需电路”)。但是，可为该接口配置减少的 LSA 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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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OSPF 链接类型
如果要在多个通道上建立 OSPF 邻接关系，则需要将链接类型设置为“点对多点”
(p2mp)。

在下例中，将 tunnel.1 的链接类型设置为“点对多点”(p2mp) 以满足网络需要。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OSPF: 从 Link Type 单选按钮列表中选择 
Point-to-Multipoint。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link-type p2mp
save

禁用路由拒绝限制
在缺省情况下，除非明确配置不在同一接口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包，否则安全设备很
可能会在同一接口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包。在点对多点情形下，可能希望如此。要配
置安全设备在同一接口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包，必须禁用路由拒绝限制。本例中，将
通过 CLI 在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tunnel.1 上禁用路由拒绝限制。

WebUI

CLI

unset interface tunnel.1 route-deny
save

创建点对多点网络
图 12 显示一个中型企业，该企业的总部 (CO) 设在旧金山，并在芝加哥、洛杉
矶、蒙特利尔和纽约设有远程站点。每个办公室都有一台安全设备。

以下是 CO 的安全设备特有的配置要求 : 

1. 配置要运行 OSPF 实例的 VR，启用 OSPF，然后配置 tunnel.1 接口。

2. 配置四个 VPN 并将它们绑定到 tunnel.1 接口。

以下是远程的安全设备特有的配置需求 : 

1. 配置要运行 OSPF 实例的 VR 并启用 OSPF，然后配置 tunnel.1 接口。

2. 配置 VPN 并将其绑定到 tunnel.1 接口。

所有设备的计时器值必须相符以建立邻接关系。图 12 显示了上述网络方案。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路由拒绝功能。
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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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点对多点网络范例

在图 12 中，四个 VPN 从旧金山安全设备始发，辐射到纽约、洛杉矶、蒙特利尔
和芝加哥的远程办公室。

本例中，将在 CO 安全设备上配置下列设置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2. VPN

3. 路由和 OSPF

要完成网络配置，需要在四个远程办公室安全设备中的每台设备上配置下列设置 : 

1. 接口和 OSPF

2. VPN

3. 策略

洛杉矶 蒙特利尔

芝加哥

tunnel.1 10.0.0.4 
untrust 4.4.4.4

tunnel.1 10.0.0.3 
untrust 3.3.3.3

纽约

tunnel.1 10.0.0.2 
Untrust 2.2.2.2

tunnel.1 10.0.0.5 
Untrust 5.5.5.5

VPN 1

VPN 2

互联网

VPN 3

VPN 4

旧金山 (CO) 
ethernet3 1.1.1.1 
tunnel.1 10.0.0.1 

绑定到 tunnel.1 的 4 个 VPN

注意 : 由于范例长度所限，对 WebUI 步骤进行了简化。但范例的 CLI 部分是完整的。可
参阅前面相应的 CLI 部分以获取有关要使用的确切设置和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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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总部设备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单击 New Tunnel IF，然后继续到 Configuration 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并配置 IP 地址和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tunnel.1) > OSPF: 从 Link Type 单选按钮列
表中选择 Point-to-Multipoint。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3. 路由和 OSPF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单击虚拟路由器的 Edit 并配置 OSPF 
参数。

CLI ( 总部设备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0.1/24

2.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ospfp2mp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3.3.3.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ospfp2mp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3 address 4.4.4.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ospfp2mp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4 address 5.5.5.5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ospfp2mp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1 monitor rekey
set vpn1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2 monitor rekey
set vpn2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3 gateway gw3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3 monitor rekey
set vpn3 id 3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4 gateway gw4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4 monitor rekey
set vpn4 id 4 bind interface tunnel.1

3. 路由和 OSPF
set vrouter trust router-id 10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ospf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link-type p2mp
unset interface tunnel.1 route-deny
save
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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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以下步骤配置远程办公室安全设备。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通过 LSA 
获知邻接方。

要完成第 65 页上的图 12 中所示的配置，必须对每台远程设备重复执行以下部分
所述内容，并更改 IP 地址、网关名称以及 VPN 名称，还要设置策略以满足网络需
要。对每个远程站点，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会变化。

WebUI ( 远程办公室设备 )

1. 接口和 OSPF
Network > Interfaces > 单击 New Tunnel IF，并继续到 Configuration 页。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3. 策略

Policies ( 从全部区段至全部区段 ) > 单击 New。

CLI ( 远程办公室设备 )

1. 接口和 OSPF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ospf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area 0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ospf enable

2.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1/2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ospfp2mp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1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1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3. 策略 ( 按需配置 )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可以使用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ospf config 命令来查看新的更改。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禁用路由拒绝。不过，当在某些点上启用了路由拒绝功能后，为
了实现点对多点通道接口的正常运行，需要禁用该功能。

注意 : 由于范例长度所限，对 WebUI 步骤进行了简化。但范例的 CLI 部分是完整的。可
参阅前面相应的 CLI 部分以获取有关要使用的确切设置和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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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路由信息协议

本章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路由信息协议”(RIP) 版本 2。本章包
括以下部分 : 

第 70 页上的“概述”

第 71 页上的“基本 RIP 配置”

第 72 页上的“创建和删除 RIP 实例”

第 73 页上的“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RIP”

第 74 页上的“重新分配路由”

第 75 页上的“查看 RIP 信息”

第 75 页上的“查看 RIP 数据库”

第 76 页上的“查看 RIP 详细信息”

第 77 页上的“查看 RIP 邻接方信息”

第 78 页上的“查看特定接口的 RIP 详细信息”

第 79 页上的“全局 RIP 参数”

第 80 页上的“通告缺省路由”

第 81 页上的“配置 RIP 接口参数”

第 82 页上的“安全配置”

第 82 页上的“通过设置密码验证邻接方”

第 83 页上的“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第 83 页上的“拒绝缺省路由”

第 84 页上的“防止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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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 页上的“可选 RIP 配置”

第 86 页上的“设置 RIP 版本”

第 87 页上的“启用和禁用前缀汇总”

第 88 页上的“设置备用路由”

第 89 页上的“通道接口上的按需电路”

第 90 页上的“配置静态邻接方”

第 91 页上的“配置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概述

“路由选择信息协议”(RIP) 是一种距离向量协议，用作中等大小自治系统 (AS) 中
的“内部网关协议”(IGP)。ScreenOS 支持 RIP 版本 2 (RIPv2)，如 RFC 2453 中定
义。RIPv2 只支持简单密码 ( 纯文本 ) 认证，ScreenOS 的 RIP 实现方案还支持 
MD5 认证扩展，如 RFC 2082 的定义。

RIP 管理小型同构网络 ( 例如企业 LAN) 中的路由信息。RIP 网络中允许的 长路径
为 15 个跳跃。度量值 16 表明目标地址无效或不可达 ( 由于该值大于 RIP 网络中
允许的 大长度 15 个跳跃，因此又被称作“无穷大”)。

RIP 不适于大型网络或基于实时参数 ( 例如测得的延迟、可靠性或负载 ) 选择路由
的网络。RIP 支持点对点网络 ( 与 VPN 一起使用 ) 以及广播 /多点广播以太网。RIP 
支持通道接口 ( 具有或没有配置的按需电路 ) 上的“点对多点”连接。有关按需电
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上的“通道接口上的按需电路”。

RIP 每隔 30 秒将包含完整路由表的消息发送给每个邻接路由器。这些消息通常以
多点广播形式从 RIP 端口发送到地址 224.0.0.9。

RIP 路由数据库包含的每个条目代表可通过 RIP 路由实例到达的每个目标地址。
RIP 路由数据库包括以下信息 : 

目标的 IPv4 地址。注意 RIP 不区分网络与主机。

第一个路由器的 IP 地址以及指向目标地址的路由 ( 下一跳跃 )。

到达第一个路由器所用的网络接口。

度量值，指出到达目标地址的距离或成本。多数 RIP 实现方案将 1 作为每个网
络的度量值。

计时器，指出自上次更新数据库条目后经过的时间。

注意 : 无编号接口不支持 RIP。所有使用 RIP 协议的接口必须具有编号。任何对无编号
接口进行配置和运行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路由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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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RIP 配置

可以在安全设备上基于每个虚拟路由器来创建 RIP。如果系统内存在多个虚拟路由
器 (VR)，则可启用多个 RIP 实例，版本 1 或版本 2 的每个实例代表一个 VR。缺省
情况下，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 RIP 版本 2。

本节介绍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RIP 的基本步骤 : 

1. 在 VR 中创建 RIP 路由选择实例。

2. 启用 RIP 实例。

3. 在连接到其它 RIP 路由器的接口上启用 RIP。

4. 将通过不同路由协议 ( 例如 OSPF、BGP 或静态配置的路由 ) 获知的路由重新
分配给 RIP 实例。

本节将逐一介绍如何使用 CLI 或 WebUI 执行上述任务。

可以配置可选的 RIP 参数，如下所示 : 

在 VR 级上为 RIP 设置的全局参数，例如计时器和可信任 RIP 邻接方 ( 请参阅
第 79 页上的“全局 RIP 参数”)

逐个接口地为 RIP 设置的接口参数，例如邻接方认证 (请参阅第 81 页上的“配
置 RIP 接口参数”)

与安全相关的 RIP 参数，既可以在 VR 级上设置，也可以为每个接口设置 ( 请
参阅第 82 页上的“安全配置”)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应先分配 VR ID，如第 13 页上的“路由”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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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删除 RIP 实例
将在安全设备的特定虚拟路由器 (VR) 上创建并启用 RIP 路由选择实例。在 VR 上
创建并启用 RIP 路由选择实例后，RIP 可在 VR 中所有启用 RIP 的接口上传送和接
收数据包。

在 VR 中删除 RIP 路由实例后，VR 中所有接口的相应 RIP 配置也会被删除。

有关 VR 以及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V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由”。

创建 RIP 实例

在  trust-vr  上创建 RIP 路由选择实例，然后启用 RIP。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 Virtual Router 
ID，然后选择 Create RIP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然后单击 OK。

CLI

1. 路由器 ID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2. RIP 路由实例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save

删除 RIP 实例

在本例中，将禁用 trust-vr 中的 RIP 路由实例。在 trust-vr 中所有启用 RIP 的接口
上，RIP 会停止传送及处理数据包。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取
消选择 Enable RIP，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Delete RIP Instance，
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ave

注意 : 在 CLI 中，创建 RIP 路由选择实例的过程有两个步骤。创建 RIP 实例，然后启用 
RIP。
基本 RIP 配置



第 4 章 : 路由信息协议
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RIP
在缺省情况下，虚拟路由器 (VR) 中的所有接口都禁用 RIP，因此必须在接口上明
确启用 RIP。在接口级上禁用 RIP 后，RIP 不会在指定接口上传输或接收封包。在
接口上禁用 RIP 后，设备仍保留接口配置参数。

在接口上启用 RIP
在本例中，将在 Trust 接口上启用 RIP。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 选择 Protocol RIP Enable，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enable
save

禁用接口上的 RIP
在本例中，将禁用 Trust 接口上的 RIP。要彻底删除 RIP 配置，在保存前输入第二
个 CLI 命令。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对于 Trust) > RIP: 清除 Protocol RIP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enable
un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save

注意 : 如果在 VR 中禁用了 RIP 路由实例 ( 请参阅第 72 页上的“删除 RIP 实例”)，RIP 
会禁止 VR 中所有启用 RIP 的接口传输及处理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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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路由
路由重新分配是指在路由选择协议之间交换路由信息。例如，可以将以下类型的路
由重新分配给同一虚拟路由器 (VR) 中的 RIP 路由实例 :

通过 BGP 获知的路由

通过 OSPF 获知的路由

直接连接的路由

导入的路由

静态配置的路由

需要配置一个路由图过滤重新分配的路由。有关为重新分配的路由创建路由图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由”。

通过其它协议导入 RIP 的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10。可以更改缺省度量值 ( 请参阅
第 79 页上的“全局 RIP 参数”)。

在本例中，将子网 20.1.0.0/16 中的静态路由重新分配给 trust-vr 中的 RIP 邻接
方。要进行此操作，首先要创建一个访问列表，以允许 20.1.0.0/16 子网中的地
址。随后，将配置路由图，该路由图允许与配置的访问列表相匹配的地址。使用路
由图，可以指定将静态路由重新分配给 RIP 路由实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Access List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20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0.1.0.0/16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Route Map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rtmap1
Sequence No.: 1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20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rtmap1 ( 选择 )
Protocol: Static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20 permit ip 20.1.0.0/16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rtmap1 permit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rtmap1 1 match ip 2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redistribute route-map rtmap1 protocol static
save
基本 RI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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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RIP 信息

修改 RIP 参数后，可以查看下列类型的 RIP 详细信息 : 

数据库，它显示路由信息

协议，它给出虚拟路由器 (VR) 的 RIP 和接口的详细信息

邻接方

查看 RIP 数据库
可以通过 CLI 验证 RIP 路由选择信息。可以选择查看包含所有 RIP 数据库条目的完
整列表或单个条目。

在本例中，将查看 RIP 数据库中的详细信息。通过附加所需 VR 的 IP 地址和网络
掩码，可以选择查看所有数据库条目，也可以将输出限制为单个数据库条目。

在本例中，指定 trust-vr 并附加前缀和 IP 地址 10.10.10.0/24，以只查看单个表条目。

WebUI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database prefix 10.10.10.0/24
save

输入以下 CLI 命令后，可以查看 RIP 数据库条目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database 10.10.10.0/24
VR: trust-vr
-------------------------------------------------------------------------
Total database entry: 3
Flags: Added in Multipath - M, RIP - R, Redistributed - I,
       Default (advertised) - D, Permanent - P, Summary - S,
       Unreachable - U, Hold - H
DBID Prefix   Nexthop    Ifp  Cost Flags Source
   7 10.10.10.0/24 20.20.20.1 eth1    2    MR 20.20.20.1
-------------------------------------------------------------------------

RIP 数据库包含下列字段 : 

DBID，条目的数据库标识符

Prefix，IP 地址和前缀

Nexthop，下一跳跃 ( 路由器 ) 的地址

Ifp，连接的类型 ( 以太网或通道 )

分配的 Cost 度量值，用来指示离源的距离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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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s，可以是以下一项或多项 : multipath (M), RIP (R), Redistributed (I), Advertised 
default (D), Permanent (P), Summary (S), Unreachable (U) 或 Hold (H)。

此例中，数据库标识符为 7，IP 地址和前缀为 10.10.10.0/24，下一跳跃为 
20.20.20.1。这是一个具有开销为 2 的以太网连接。标志为 M 和 R，表示此路由为
多路径并使用 RIP。

查看 RIP 详细信息
可以通过查看 RIP 详细信息来验证 RIP 配置与网络需求是否匹配。通过将 interface 
附加到 CLI 命令，可以将输出限制为仅接口汇总表。

可以查看全部的 RIP 信息来检查配置，或验证保存的更改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WebUI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此命令产生类似于以下形式的输出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VR: trust-vr
----------------------------------------------------------------------------                                                                            
State: enabled
Version: 2
Default metric for routes redistributed into RIP: 10
Maximum neighbors per interface: 16
Not validating neighbor in same subnet: disabled
RIP update transmission not scheduled
Maximum number of Alternate routes per prefix: 2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disabled
Default routes learnt by RIP will not be accepted
Incom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Outgo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Update packet threshold is not configured
Total number of RIP interfaces created on vr(trust-vr): 1
Update| Invalid|   Flush| DC Retransmit| DC Poll| Hold Down (Timers in seconds)
----------------------------------------------------------------------------
    30|     180|     120|       5|      40|90
Flags: Split Horizon - S, Split Horizon with Poison Reverse - P, Passive - I
       Demand Circuit - D
Interface   IP-Prefix    Admin       State    Flags   NbrCnt Metric Ver-Rx/Tx
-----------------------------------------------------------------------------
tun.1       122.1.2.114/8 enabled    disabled       SD        1      1  v1v2/v1v

可以查看 RIP 设置、数据包详细信息、RIP 计时器信息和汇总的接口表。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 详细信息。
查看 RI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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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RIP 邻接方信息
可以查看有关虚拟路由器 (VR) 的 RIP 邻接方的详细信息。可以检索有关所有邻接
方信息的列表，或通过附加所需邻接方的 IP 地址来检索特定邻接方的一个条目。
从这些统计中，可以检查路由器的状态，以及验证邻接方和安全设备之间的连接。

在下例中，将查看 trust-vr 的 RIP 邻接方信息。

WebUI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neighbors

此命令产生类似于以下形式的输出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neighbors
VR: trust-vr
--------------------------------------------------------------------------------
Flags : Static - S, Demand Circuit - T, NHTB - N, Down - D, Up - U, Poll - P,
        Demand Circuit Init - I
Neighbors on interface tunnel.1
--------------------------------------------------------------------------------
IpAddress       Version  Age          Expires      BadPackets BadRoutes Flags
--------------------------------------------------------------------------------
10.10.10.1      v2        -            -                     0         0 TSD

除查看 IP 地址和 RIP 版本外，还可以查看下列 RIP 邻接方信息 : 

条目年龄

到期时间

坏数据包的数量

坏路由的数量

Flags: 静态 (S)、按需电路 (T)、NHTB (N)、中断 (D)、连接 (U)、轮询 (P) 或按
需电路初始化 (I)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 邻接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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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特定接口的 RIP 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全部接口的所有有关的 RIP 信息，以及邻接路由器的详细信息汇总。可以
选择附加特定邻接方的 IP 地址来限制输出。

在下例中，将为 IP 地址为 10.10.10.2 的邻接方查看有关 tunnel.1 接口的信息。

WebUI

CLI

g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10.10.2

此命令产生类似于以下形式的输出 : 

device-> g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VR: trust-vr
----------------------------------------------------------------------------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0.2/8, RIP: enabled, Router: enabled
Receive version v1v2, Send Version v1v2
State: Down, Passive: No
Metric: 1, Split Horizon: enabled, Poison Reverse: disabled
Demand Circuit: configured
Incom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Outgo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none
Current neighbor count: 1
Update not scheduled
Transmit Updates: 0 (0 triggered), Receive Updates: 0
Update packets dropped because flooding: 0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0
Flags : Static - S, Demand Circuit - T, NHTB - N, Down - D, Up - U, Poll - P
Neighbors on interface tunnel.1
----------------------------------------------------------------------------
IpAddress       Version  Age          Expires      BadPackets BadRoutes Flags
----------------------------------------------------------------------------
10.10.10.1      -        -            -                     0         0 TSD

f

从此信息汇总中，可以查看当前的坏数据包和坏路由的数量、验证 RIP 添加到此连
接的任何开销以及查看认证设置。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 接口的详细信息。
查看 RI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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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RIP 参数

本节介绍可以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上配置的 RIP 全局参数。在 VR 级上配置 RIP 
参数后，该参数设置会影响所有启用 RIP 的接口上的操作。通过 CLI 中的 RIP 路由
协议环境或 WebUI，可以修改全局参数的设置。

表 10 列出了 RIP 的全局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10:  全局 RIP 参数及缺省值

RIP 全局参数 说明 缺省值

Default metric 通过其它协议 ( 例如 OSPF 或 BGP) 导入 RIP 的路由的缺省度量值。 10

Update timer 指定何时将 RIP 路由的更新发给邻接方，以秒为单位。 30 seconds

Maximum packets per 
update

指定每次更新时接收的 大封包数。 无 大值

Invalid timer 指定自邻接方停止发送路由通告起，经过多久后该路由无效，以秒为单位。 180 seconds

Flush timer 指定自路由失效起，经过多久后被删除，以秒为单位。 120 seconds

Maximum neighbors 允许的 大 RIP 邻接方数。 取决于平台

Trusted neighbors 指定定义 RIP 邻接方的访问列表。如果不指定邻接方，RIP 会通过多点广播或广播
来检测接口上的邻接方。请参阅第 83 页上的“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所有邻接方都
是可信任的

Allow neighbors on 
different subnet

允许在不同子网中指定 RIP 邻接方。 禁用

Advertise default route 指定是否通告缺省路由 (0.0.0.0/0)。 禁用

Reject default routes 指定 RIP 是否拒绝通过其它协议获知的缺省路由。请参阅第 83 页上的“拒绝缺省
路由”。

禁用

Incoming route map 为将由 RIP 获知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Outgoing route map 为将由 RIP 通告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Maximum alternate 
routes

指定可以添加到 RIP 路由数据库中的同一前缀的 RIP 路由的 大数。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设置备用路由”。

0

Summarize advertised 
routes

指定与汇总范围内的所有路由对应的汇总路由的通告。请参阅第 87 页上的“启用
和禁用前缀汇总”。

无

RIP protocol version 指定 VR 使用的 RIP 版本。可以基于每个接口覆盖此版本。请参阅第 86 页上的
“设置 RIP 版本”。

版本 2

Hold-timer 防止对路由表产生路由翻动。可以在 小值 ( 更新计时器值的三倍 ) 和 大值 ( 更
新计时器值和等待时间计时器值之和，不超过刷新计时器的值 ) 之间指定一个值。

90 seconds

Retransmit timer 指定按需电路上的触发响应的重新传输间隔。可以设置重新传输计时器，并分配一
个与网络需求匹配的重试计数。

5 seconds
10 次重试次数

Poll-timer 检查按需电路的远程邻接方，以查看此邻接方是否处于连接状态。可以配置轮询时
间计时器 ( 以分钟为单位 ) 并分配一个与网络需求匹配的重试计数。重试计数为零 
(0) 意味着始终轮询。

180 seconds
0 次重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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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缺省路由

可以更改 RIP 配置以包括缺省路由 ( 非 RIP 路由 ) 的通告，并可更改特定 VR 路由
表中与缺省路由关联的度量值。

在缺省情况下，不将缺省路由 (0.0.0.0/0) 通告给 RIP 邻接方。以下命令将缺省路由
通告给 trust-vr VR 中的 RIP 邻接方，度量值为 5 ( 必须输入一个度量值 )。路由表
中必须存在该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 选择 )
Metric: 5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advertise-def-route metric number 5
save

注意 : 有关可在 RIP 路由协议环境中配置的全局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通告缺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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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RIP 接口参数

本节介绍在接口级上配置的 RIP 参数。在接口级上配置 RIP 参数后，该参数设置会
影响特定接口上的 RIP 操作。使用 CLI 中的 interface 命令或通过 WebUI，可以修
改接口参数的设置。

表 11 列出了 RIP 的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11:  RIP 接口参数及缺省值

可以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或接口级上定义内向和外向路由映射。在接口级上定义
的路由映射优先于在 VR 级上定义的路由映射。例如，如果在 VR 级上定义了一个
内向路由图，并在接口级上定义了另一个内向路由图，则接口级上定义的内向路由
图优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配置路由图”。

在下例中，将为 trust 接口配置以下 RIP 参数 : 

设置 MD5 认证，密钥为 1234567898765432，密钥 ID 为 215。

启用接口的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uthentication: MD5 ( 选择 )
Key: 1234567898765432
Key ID: 215
Split Horizon: Enabled with poison reverse ( 选择 )

RIP 接口参数 说明 缺省值

Split-horizon 指定是否启用水平分割 ( 在发送到某接口的更新中不
通告该接口获知的路由 )。如果同时启用水平分割和
毒性逆转，则会在发送到某接口的更新中通告该接口
获知的路由 ( 度量值为 16)。

水平分割已启用。毒性逆转已
禁用。

RIP metric 指定接口的 RIP 度量。 1

Authentication 指定明文密码或 MD5 认证。请参阅第 82 页上的
“通过设置密码验证邻接方”。

不使用认证。

Passive mode 指定接口只能接收 RIP 封包，但不能传输该封包。 否

Incoming route map 为将由 RIP 获知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Outgoing route map 为将由 RIP 通告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RIP version for sending or receiving 
updates

指定接口上发送或接收更新使用的 RIP 版本。用于发
送更新的接口的版本不必与用于接收更新的接口的版
本相同。请参阅第 86 页上的“设置 RIP 版本”。

为虚拟路由器配置的版本。

Route summarization 指定是否在接口上启用路由汇总。请参阅第 87 页上
的“启用和禁用前缀汇总”。

禁用。

Demand-circuit 指定特定通道接口上的按需电路。仅当出现更改时，
安全设备才发送消息。请参阅第 89 页上的“通道接
口上的按需电路”。

无。

Static neighbor IP 指定手动分配的 RIP 邻接方的 IP 地址。 无。
配置 RIP 接口参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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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authentication md5 1234567898765432 key-id 
215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split-horizon poison-reverse
save

安全配置

本节介绍 RIP 路由域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以及预防攻击的方法。

通过设置密码验证邻接方
由于 RIP 封包没有加密且多数协议分析器都提供 RIP 封包的解封机制，因此 RIP 路
由器很容易被欺骗。RIP 邻接方认证是防止这类攻击的 佳方法。

RIP 提供简单密码和 MD5 认证这两种方法，验证从邻接方接收的 RIP 封包。接口
上收到的所有未经验证的 RIP 封包都会被丢弃。在缺省情况下，RIP 接口一律不启
用认证。

对于发送方和接收方 RIP 路由器，MD5 认证均使用同一个密钥。可以在安全设备上
配置一个以上 MD5 密钥，每个密钥都有一个配套的密钥标识符。如果在安全设备上
配置多个 MD5 密钥，则可以选择认证该设备与邻接路由器通信的密钥的密钥标识
符。这样就能在尽量不丢弃封包的情况下，定期更改一对路由器上的 MD5 密钥。

在下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1 上设置两个不同的 MD5 密钥，并将其中的一个选
择为活动密钥。缺省密钥 ID 为 0，因此不必为所输入的第一个 MD5 密钥指定密钥 
ID。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R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MD5 Keys: ( 选择 )
1234567890123456 ( 第一个密钥字段 )
9876543210987654 ( 第二个密钥字段 )
Key ID: 1
Preferred: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rip authentication md5 1234567890123456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rip authentication md5 9876543210987654 

key-id 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rip authentication md5 active-md5-key-id 1
save

注意 : 为使 RIP 更加安全，应在同一安全级别上配置 RIP 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否则，只
要一个 RIP 路由器遭受破坏，整个 RIP 路由域都有可能瘫痪。
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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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通过多路访问环境，可以相对轻松地将设备 ( 包括路由器 ) 连接到网络中。如果连
接的设备不可靠，则可能产生稳定性或性能问题。为防止出现这类问题，可使用访
问列表过滤允许成为 RIP 邻接方的设备。在缺省情况下，RIP 邻接方只能是虚拟路
由器 (VR) 所在子网中的设备。

在本例中，将为 trust-vr 中运行的 RIP 路由选择实例配置以下全局参数 : 

大邻接方数为 1。

可信任邻接方的 IP 地址 10.1.1.1，该地址在访问列表中指定。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Access List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0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10.1.1.1/32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usted Neighbors: ( 选择 ), 10
Maximum Neighbors: 1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10.1.1.1/32 1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rip
device(trust-vr/rip)-> set max-neighbor-count 1
device(trust-vr/rip)-> set trusted-neighbors 10
device(trust-vr/rip)->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save

拒绝缺省路由
在“路由迂回攻击”中，路由器将缺省路由 (0.0.0.0/0) 加入路由域中，以便将封包
返回给自己。随后，该路由器既可以丢弃封包，引发服务中断，也可以在转发封包
之前获得封包中的机密信息。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缺省情况下 RIP 将
接受在 RIP 中获知的任意缺省路由，并将该缺省路由添加到路由表中。

在下例中，将配置在 trust-vr 中运行的 RIP 路由选择实例，拒绝在 RIP 中获知的任
意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ject Default Route Learnt by RIP: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reject-default-rout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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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泛滥
出现故障或遭受破坏的路由器可能使用 RIP 路由更新封包欺骗其邻接方。在虚拟路
由器 (VR) 上，可以配置更新时间间隔内 RIP 接口上可以接收的 大更新数据包
数，以避免更新数据包的泛滥。所有超过配置的更新临界值的数据包都将被丢弃。
如果不设置更新临界值，将接收所有数据包。

如果邻接方的路由表较大，进行快闪更新时给定期内的路由更新次数可能很多，因
此配置更新临界值时要格外小心。超过临界值的更新封包将被丢弃，无效路由可能
无法被获知。

配置更新临界值

在本例中，要将 RIP 在接口上接收的 大路由更新封包数设置为 4。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 Instan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ximum Number Packets per Update Time: ( 选择 ), 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threshold-update 4
save

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RIP
在下例中，将在“设备 -A”设备的 trust-vr 中创建并启用 RIP 路由选择实例。在 
VPN 通道接口和 Trust 区段接口上启用 RIP。只将子网 10.10.0.0/16 中的路由通告
给“设备 -B”上的 RIP 邻接方。要进行此操作，首先要配置访问列表只允许子网 
10.10.0.0/16 中的地址，接着指定路由图 abcd，以允许与访问列表匹配的路由。随
后将指定路由图，过滤通告给 RIP 邻接方的路由。

图 13 显示了上述网络方案。

图 13:  使用 RIP 的通道接口范例 : 

Trust 区段

10.20.0.0/16

10.10.0.0/16

设备 -A (RIP)

RIP 路由器 tunnel.1 RIP 路由器

互联网 设备 -B (RIP) 1.1.1.1/16

2.2.2.2/16

Untrust 区段

VPN 通道
安全配置



第 4 章 : 路由信息协议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RIP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Access List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0
Sequence No.: 10
IP/Netmask: 10.10.0.0/16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abcd
Sequence No.: 10
Action: Permit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1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 
Instance: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utgoing Route Map Filter: abcd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R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RIP: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RIP: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10.10.0.0/16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abcd permit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bcd 10 match ip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route-map abcd out
save
安全配置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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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RIP 配置

本节将介绍可以配置的各种 RIP 功能。

设置 RIP 版本
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可以为虚拟路由器 (VR) 和每个发送和接收更新
的 RIP 接口配置“路由信息协议”(RIP) 版本。按照 RFC 2453，VR 可以运行一个
与运行在特定接口上的 RIP 实例不同的 RIP 版本。也可以在 RIP 接口上为发送和接
收更新配置不同的 RIP 版本。

在 VR 上，可以配置 RIP 版本 1 或 版本 2，缺省值是版本 2。对于在 RIP 接口上
发送更新，可以配置 RIP 版本 1、版本 2 或与版本 1 兼容的模式 ( 如 RFC 2453 中
所述 )。对于在 RIP 接口上接收更新，可以配置 RIP 版本 1、版本 2 或版本 1 及版
本 2。

对于在 RIP 接口上的发送并接收更新，缺省 RIP 版本为 VR 配置的版本。

在下例中，将在 trust-vr 中设置 RIP 版本 1。对于接口 ethernet3，将对发送更新和
接收更新都设置 RIP 版本 2。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 
Instance: 为 Version 选择 V1，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RIP: 在 Update Version 中为 
Sending and Receiving 选择 V2，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version 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 receive-version v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 send-version v2
save

要验证 VR 和 RIP 接口中的 RIP 版本，可以输入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命令。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VR: trust-vr 
----------------------------------
State: enabled
Version: 1
Default metric for routes redistributed into RIP: 10
Maximum neighbors per interface: 512
Not validating neighbor in same subnet: disabled
Next RIP update scheduled after: 14 sec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disabled
Default routes learnt by RIP will be accepted
Incom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Outgo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Update packet threshold is not configured
Total number of RIP interfaces created on vr(trust-vr): 1

注意 : 不建议同时使用版本 1 和版本 2。在协议的版本 1 及版本 2 之间可能导致网络兼
容性的问题。
可选 RI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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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Invalid Flush (Timers in seconds)
-------------------------------------------------------------
    30     180   120
Flags: Split Horizon - S, Split Horizon with Poison Reverse - P, Passive - I
       Demand Circuit - D
Interface   IP-Prefix        Admin      State    Flags   NbrCnt Metric Ver-Rx/Tx
--------------------------------------------------------------------------------
ethernet3   20.20.1.2/24     enabled    enabled  S            0      1   2/2

在上例中，安全设备在 trust-vr 上运行 RIP 版本 1，但在发送和接收更新的 
ethernet3 接口上运行 RIP 版本 2。

启用和禁用前缀汇总
可以配置汇总路由，其中包括一系列将由 RIP 通告的路由前缀。安全设备然后仅通
告与汇总范围对应的一个路由，而不是单独通告汇总范围内的每个路由。这就可以
减少 RIP 更新中发送的路由条目数，并减少 RIP 邻接方需要在其路由表中存储的条
目数。可以在 RIP 接口 ( 设备由此发送 ) 上启用路由汇总。可以选择在一个接口上
汇总路由，在另一接口上发送无汇总的路由。

当配置汇总路由时，不能指定互相重叠的多个前缀范围，也不能指定包括默认路由
的前缀范围。可以指定汇总路由的度量值。如果没有指定度量值，则使用汇总范围
内的所有路由的 大度量值。

有时汇总的路由可能会导致出现回路。可以配置到 Null 接口的路由以避免回路的
产生。有关设置 NULL 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防止汇总路由创建
的回路”。

启用前缀汇总

在下例中，将配置汇总路由 10.1.0.0/16，它包含前缀 10.1.1.0/24 和 10.1.2.0/24。
要允许 ethernet3 在 RIP 更新中发送汇总路由，需要在接口上启用汇总。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 
Instance > Summary 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ummary IP: 10.1.0.0
Netmask: 16
Metric: 1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RIP: 选择 Summarization，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ummary-ip 10.1.0.0/16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 summary-enable
save

注意 : 不能选择性地对特定的汇总范围启用汇总，当在某个接口上启用汇总时，所有配
置的汇总路由都出现在路由选择更新中。
可选 RIP 配置 87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88
禁用前缀汇总

在下例中，将在 trust-vr 上禁用 ethernet3 的前缀汇总路由。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RIP: 取消选中 Summariza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ummary-ip 10.1.0.0/16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 summary-enable
save

设置备用路由
安全设备维护通过协议和重新分配给 RIP 的路由所获知的路由的 RIP 数据库。在缺
省情况下，只在数据库中维护给定前缀的 佳路由。可以指定在 RIP 数据库中，相
同前缀可以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备用路由。如果在 RIP 数据库中允许前缀有备用路
由，则具有不同的下一跳跃或 RIP 源，但前缀相同的路由将被添加到 RIP 数据库
中。这将允许 RIP 支持按需电路和快速故障切换。

只有给定前缀在 RIP 数据库中的 佳路由添加到虚拟路由器 (VR) 的路由表中，并
在 RIP 更新中被通告。如果从 VR 路由表中删除了 佳路由，RIP 从 RIP 数据库中
添加相同前缀的次 佳路由。如果添加到 RIP 数据库的某个新路由优于 VR 路由表
中的现有 佳路由，则 RIP 将更新以在路由表中使用新的更佳的路由，并停止使用
旧路由。RIP 可能从 RIP 数据库中删除旧路由，也可能不删除，这取决于配置的备
用路由限制。

通过发出此 CLI 命令可以查看 RIP 数据库 :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rip 
database。下例中，RIP 数据库备用路由的数量设置为大于 0 的数字。RIP 数据库
为前缀 10.10.70.0/24 显示两个条目，一个开销为 2，另一个开销为 4。前缀的
佳路由 ( 具有 低开销的路由 ) 包括在 VR 的路由表中。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database
VR: trust-vr 
--------------------------------------------------------------------------------
Total database entry: 14
Flags: Added in Multipath - M, RIP - R, Redistributed - I
       Default (advertised) - D, Permanent - P, Summary - S
       Unreachable - U, Hold - H
DBID   Prefix                Nexthop            Interface  Cost Flags Source
--------------------------------------------------------------------------------
                                           .
                                           .
                                           .
  47   10.10.70.0/24         10.10.90.1         eth4          2 MR    10.10.90.1
  46   10.10.70.0/24         10.10.90.5         eth4          4 R     10.10.90.5

                                           .
                                           .

注意 : 建议将备用路由与按需电路配合使用。有关按需电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上的“通道接口上的按需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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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等开销多路径 (ECMP) 路由选择 ( 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开销多
路径路由”)，并且对于给定前缀 RIP 数据库中存在多个等开销路由，则 RIP 会将
该前缀的多个路由添加到 VR 的路由表中， 多可达到 ECMP 限制。在某些情况
下，RIP 路由数据库中的备用路由限制可导致 RIP 路由不能添加到 VR 的路由表
中。如果 ECMP 限制小于或等于 RIP 数据库中的备用路由限制，则不能添加到 VR 
路由表中的 RIP 路由仍保留在 RIP 数据库中 ; 只有先前添加的路由被删除或对于网
络前缀而言不再是 佳的 RIP 路由时，这些路由才添加到 VR 路由表中。

例如，如果 ECMP 限制为 2，并且 RIP 数据库中备用路由限制为 3，则在 VR 的路
由表中，对于同一前缀只能有两个具有相同开销的 RIP 路由。RIP 数据库中可以存
在其它的相同前缀 / 相同开销的路由，但只有两个路由添加到 VR 的路由表中。

下例中，在 trust-vr 中，将前缀在 RIP 数据库中的允许备用路由的数量设置为 1。对 
VR 中 RIP 数据库的任何给定前缀，这将允许一个“ 佳”路由和一个备用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 
Instance: 在 Maximum Alternative Route 字段中输入 1，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alt-route 1
save

通道接口上的按需电路
按需电路是两个通道接口之间的点对点连接。按需电路端点间的信息传递具有 小
的网络开销。RIP 的按需电路 ( 由广域网的 RFC 2091 定义 ) 在 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的 VPN 通道上支持大量 RIP 邻接方。

RIP 的按需电路避免了 RIP 数据包在通道接口上的定期传输。为了节省开销，安全
设备只在路由选择数据库中发生更改时才发送 RIP 信息。安全设备也重新传输更新
和请求，直到收到有效的确认为止。安全设备通过静态邻接方的配置获知 RIP 邻接
方，如果 VPN 通道中断，则 RIP 刷新由邻接方的 IP 地址获知的路由。

因为按需电路处于恒定的状态，所以由按需电路获知的路由不随着 RIP 计时器老
化。只能在下列情况下删除恒定状态的路由 : 

先前可达到的路由在收到的更新中更改为不可到达

由于过量的未确认重新传输导致 VPN 通道中断或按需电路中断

在安全设备上，也可以将“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通道接口配置为按需电路。
在“点对多点”通道中必须禁用路由拒绝 ( 如果已配置 )，以便所有路由可以到达
远程站点。虽然不是必需的，但也可以在具有按需电路的“点对多点”接口上禁用
水平分割。如果禁用水平分割，端点可以相互获知。

必须在 VPN 通道上使用重定密钥配置 VPN 监控才可获知通道状态。

在配置按需电路和静态邻接方后，可以通过设置 RIP 重新传输计时器、轮询时间计
时器和抑制时间计时器来符合网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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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之后是如何配置按需电路和静态邻接方的范例。在“点对多点”通道接口上使
用按需电路的 RIP 网络配置范例从第 91 页开始。

下例中，将 tunnel.1 接口配置为按需电路并保存该配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RIP: 选择 Demand Circuit，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demand-circuit
save

启用按需电路后，可以使用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rip database 命令检查其
状态和计时器。表 12 列出了对于受计时器设置影响的性能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
建议。

表 12:  排除按需电路重新传输计时器的故障

配置静态邻接方
运行 RIP 的“点对多点”接口需要静态配置的邻接方。对于按需电路，手动配置是
使安全设备在“点对多点”接口上获知邻接方地址的唯一方式。要配置 RIP 静态邻
接方，请输入 RIP 邻接方的接口名称和 IP 地址。

下例中，将以 tunnel.1 接口的 IP 地址 10.10.10.2 配置 RIP 邻接方。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 编辑 ) RIP: 单击 Static Neighbor IP 按钮前进到 
Static Neighbor IP 表。输入静态邻接方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Add。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10.10.2
un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10.10.2
save

按需电路性能 建议

相对较慢 可以将传输计时器重新配置为较高值，以减少重新传输的
数量。

无损失 可以将重新传输计时器重新配置为较低的重试计数。

拥塞和有损 可以将重新传输计时器重新配置到较高重试计数，以便在强
迫静态邻接方进入 POLL 状态之前留给其更多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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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在 RIP 版本 1 和版本 2 的编号的通道接口上支持 RIP 的“点对多点”。

必须在使用按需电路配置的“点对多点”接口通道上禁用水平分割，以便消息可以
到达所有远程站点。对于不含按需电路的点对多点通道接口，可以使水平分割处于
启用状态 ( 缺省 )。RIP 动态获知邻接方。RIP 发送所有被传输的信息到组播地址 
224.0.0.9，并根据需要将它们重新复制到所有通道。

如果要将 RIP 设置为具有按需电路的“点对多点”通道，则必须以“集中星型”配
置设计网络。

本例中的网络是一个中型企业的网络，该企业的总部 (CO) 设在旧金山，并在芝加
哥、洛杉矶、蒙特利尔和纽约设有远程站点。每个办公室都有一台安全设备。请参
阅第 92 页上的图 14。

以下是 CO 的安全设备特有的配置要求 : 

1. 配置要运行 RIP 实例的 VR，启用 RIP，然后配置 tunnel.1 接口。

2. 配置四个 VPN 并将它们绑定到 tunnel.1 接口。

3. 在 CO 安全设备上配置 RIP 静态邻接方。

4. 在本例中不要更改缺省计时器值。

以下是远程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特有的配置需求 : 

1. 配置要运行 RIP 实例的 VR，启用 RIP，然后配置 tunnel.1 接口。

2. 配置 VPN 并将其绑定到 tunnel.1 接口。

3. 不要在远程办公室安全设备上配置静态邻接方。远程办公室设备只有一个将由
初始的组播请求发现的邻接的设备。

小心 : 无编号接口不支持 RIP。所有使用 RIP 协议的接口必须具有编号。任何对
无编号接口进行配置和运行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路由故障。

注意 : 在此例中，我们将仅涉及命令行接口，而不讨论区段和其它必要的配置步骤。

注意 : 在本例中不需要更改缺省计时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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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使用通道接口的点对多点网络范例

在图 14 所示网络图中，四个 VPN 通道从旧金山安全设备始发，辐射到纽约、洛
杉矶、蒙特利尔和芝加哥的远程办公室。

本例中，将在 CO 安全设备上配置下列设置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2. VPN

3. 路由和 RIP

4. 静态邻接方

5. 汇总路由

为了能够检查 CO 中设备上的电路状态，必须启用 VPN 监控。

要完成网络配置，需要在四个远程办公室安全设备中的每台设备上配置下列设置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2. VPN

3. 路由和 RIP

4. 静态邻接方

5. 汇总路由

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

tunnel.1 
10.0.0.5 
Untrust 
1.1.1.5

tunnel.1 
10.0.0.2 
Untrust 
1.1.1.2

VPN 1

VPN 2
互联网

VPN 4

VPN 3

旧金山 (CO) 
ethernet3 1.1.1.1 
tunnel.1 10.0.0.1 
绑定到 tunnel.1 的 
4 个 VPN

tunnel.1 10.0.0.3 
Untrust 1.1.1.3

tunnel.1 10.0.0.4 
Untrust 1.1.1.4

蒙特利尔

注意 : 由于范例长度所限，对 WebUI 步骤进行了简化。但范例的 CLI 部分是完整的。可
参阅前面相应的 CLI 部分以获取有关要使用的确切设置和值的信息。
配置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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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总部设备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单击 New Tunnel IF，然后继续到 Configuration 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3. 路由和 RI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单击虚拟路由器的 Edit，然后单击 
Create RIP Instance，再在虚拟路由器上启用 R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单击 Edit，然后单击 RIP，再在该接口上启用 
RIP。

4. 静态邻接方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RIP > Static Neighbor IP，然后 Add Neighbor 
IP Address。

5. 汇总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Edit (RIP) > 单击 Summary IP，然后配
置汇总 IP 地址。

CLI ( 总部设备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1/24

2.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ripdc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1.1.1.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ripdc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3 address 1.1.1.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ripdc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4 address 1.1.1.5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ripdc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1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2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3 gateway gw3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3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4 gateway gw4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4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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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和 RIP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rip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vrouter protocol rip summary-ip 100.10.0.0/16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demand-circuit

4. 静态邻接方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0.0.2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0.0.3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0.0.4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neighbor 10.0.0.5

5. 汇总路由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summary-enable
save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配置远程办公室安全设备。当设置远程办公室时，不必配置静态
邻接方。在按需电路环境中，对于远程设备仅有一个邻接方，远程设备在邻接方启
动时发送的组播消息中获知此邻接方的信息。

要完成第 92 页的图中所示的配置，必须对每个远程设备重复本节的步骤，并更改 
IP 地址、网关名称和 VPN 名称以匹配网络需求。对每个远程站点，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会变化。

WebUI ( 远程办公室设备 )

1. 安全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单击 New Tunnel IF，然后继续到 Configuration 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3. 路由和 RI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单击虚拟路由器的 Edit，然后单击 
Create RIP Instance，再在虚拟路由器上启用 R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单击 Edit，然后单击 RIP，再在该接口上启用 
RIP。

4. 策略 ( 按需配置 )
Policies ( 从全部区段至全部区段 ) > 单击 New。

注意 : 由于范例长度所限，对 WebUI 步骤进行了简化。但范例的 CLI 部分是完整的。可
参阅前面相应的 CLI 部分以获取有关要使用的确切设置和值的信息。
配置点对多点通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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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远程办公室设备 )

1. 接口和路由协议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0.0.2/24

2.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1/2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ripdc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proposal g2-esp-3des-sha
set vpn vpn1 monitor rekey
set vpn vpn1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3. 路由和 RIP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demand-circui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 enable

4. 策略 ( 按需配置 )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可以使用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rip neighbors 命令查看新的更改。按需电路
的邻接方出现在邻接方表中，邻接方信息不会老化或过期。可以使用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rip database 命令查看 RIP 数据库。在按需电器条目旁会出现 P，
它代表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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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边界网关协议

本章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边界网关协议”(BGP)。本章包括以下
部分 : 

第 98 页上的“概述”

第 98 页上的“BGP 消息的类型”

第 99 页上的“路径属性”

第 99 页上的“外部和内部 BGP”

第 100 页上的“基本 BGP 配置”

第 101 页上的“创建并启用 BGP 实例”

第 102 页上的“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BGP”

第 103 页上的“配置 BGP 对等方和对等方组”

第 106 页上的“验证 BGP 配置”

第 107 页上的“安全配置”

第 107 页上的“认证 BGP 邻接方”

第 108 页上的“拒绝缺省路由”

第 110 页上的“将路由重新分配给 BGP”

第 110 页上的“配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

第 111 页上的“将路由添加到 BGP”

第 113 页上的“路由刷新功能”

第 114 页上的“配置路由反射”

第 116 页上的“配置联合”

第 118 页上的“BGP 公共组”

第 118 页上的“路由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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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边界网关协议”(BGP) 是一个路径向量协议，用于在“自治系统”(AS) 之间传送
路由信息。AS 是同一管理域中的一组路由器。

BGP 路由信息包括网络前缀 ( 路由 ) 经过的 AS 号的序列。这些与前缀相关的路径
信息用于启用回路防护及强制执行路由策略。ScreenOS 支持 BGP 版本 4 (BGP-4)，
如 RFC 1771 中定义。

两个 BGP 对等方可以建立一个 BGP 会话，以交换路由信息。BGP 路由器可以和不
同的对等方一起参与 BGP 会话。必须先在 BGP 对等方之间建立 TCP 连接，然后才
能打开 BGP 会话。形成初始连接时，对等方之间会交换整个路由表。路由表发生
变化时，BGP 路由器还会与对等方交换更新消息。BGP 路由器负责维护与其构成
会话的所有对等方当前的路由表版本，并定期向对等方发送激活消息，以验证连接
是否存在。

BGP 对等方只通告那些当前正在使用的路由。BGP 对等方将路由通告给邻接方
时，还会加入描述该路由特征的路径属性。随后，BGP 路由器将比较路由属性和
前缀，从指向给定目标地址的所有路径中挑选出 佳路由。

BGP 消息的类型
BGP 使用四种不同类型的消息与对等方进行通信 :

Open 消息用于互相标识要启动 BGP 会话的 BGP 对等方。这类消息在对等方
建立 TCP 会话后发送。交换公开消息时，BGP 对等方会指定其协议版本、AS 
号、等待时间以及 BGP 标识符。

Update 消息将路由通告给对等方，并取回先前通告的路由。

Notification 消息用于指出错误。BGP 会话先终止，随后 TCP 会话关闭。

Keepalive 消息用于维护 BGP 会话。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每隔 60 秒向对
等方发送一次激活消息。可以配置该时间间隔。

注意 : 如果交换公开消息时，对等方指出其支持的协议功能不被安全设备支持，则安全
设备不会向该对等方发送“通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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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属性
BGP 路径属性是描述路由特征的一组参数。BGP 先结合各对等方描述的路由属
性，然后比较指向同一目标地址的所有路径，选择到达该目标地址使用的 佳路
由。众所周知的必需路径属性 :

Origin 描述获知路由的来源，可以是 IGP、EGP 或不完整。

AS-Path 包含传送路由通告时经过的自治系统的列表。

Next-Hop 是路由器的 IP 地址，用于发送该路由上的信息流。

可选路径属性 : 

Multi-Exit Discriminator (MED) 是一个路径的度量，适用于 AS 之间存在多个
链接的情况 ( 一个 AS 设置 MED，另一个 AS 用它来选择路径 )。

Local-Pref 是一个度量，用于通知 BGP 对等方该路由本地路由器的优先级。

Atomic-Aggregate 通知 BGP 对等方，本地路由器从对等方接收的一组重叠路
由中选择了一个不太确切的路由。

Aggregator 指定执行路由聚合的 AS 和路由器。

Communities 指定此路由所属的一个或多个公共组

Cluster List 包含路由经过的反射器集群的列表

BGP 路由器将路由通告给对等方之前，可以选择添加或修改可选路径属性。

外部和内部 BGP
将不同 ISP 网相互连接或将企业网连接到 ISP 网后，可以在自治系统之间使用外部 
BGP (EBGP)。内部 BGP (IBGP) 在 AS ( 例如企业网 ) 内使用。IBGP 的主要用途是将 
EBGP 获知的路由分配给 AS 中的路由器。IBGP 路由器可将其 EBGP 对等方获知的
路由重新通告给 IBGP 对等方，但不能将 IBGP 对等方获知的路由通告给其它 IBGP 
对等方。上述限制使网络中不存在路由通告回路，但也说明 IBGP 网必须是全网状
结构 ( 即网络中的每一个 BGP 路由器必须与该网络中的其它所有路由器建立会话 )。

某些路径属性只适用于 EBGP 或 IBGP。例如，MED 属性只在 EBGP 消息中使用，
而 LOCAL-PREF 属性只出现在 IBGP 消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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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BGP 配置

可以为安全设备上的每个虚拟路由器 (VR) 创建 BGP 实例。如果设备上存在多个 
VR，则可启用多个 BGP 实例，每个 VR 都具有一个实例。

在安全设备的 VR 中配置 BGP 的五个基本步骤 : 

1. 在 VR 中创建并启用 BGP 路由选择实例，方法是 : 首先为 BGP 实例分配一个自
治系统号，然后再启用该实例。

2. 在连接到对等方的接口上启用 BGP。

3. 启用每个 BGP 对等方。

4. 配置一个或多个远程 BGP 对等方。

5. 验证 BGP 配置正确且运行正常。

本节针对以下范例介绍如何使用 CLI 或 WebUI 执行每一个此类任务。图 15 将安全
设备显示为 AS 65000 中的 BGP 对等方。需要对此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使它可以
与 AS 65500 中的对等方建立 BGP 会话。

图 15:  BGP 配置范例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应先分配虚拟路由器 ID，如第 2 章，“路
由”中所述。

自治系统号
自治系统

自治系统号

远程路由器
本地安全设备

路由器 ID 
1.1.1.250

接口 IP 地址 
1.1.1.1/24
启用了 BGP

接口 IP 地址 
2.2.2.2/24
启用了 BGP

路由器 ID 
2.2.2.250

AS 65500

BGP 对等方

AS 65000
基本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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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启用 BGP 实例
将在安全设备的特定虚拟路由器 (VR) 上创建并启用 BGP 路由选择实例。要创建 
BGP 路由选择实例，需要先指定 VR 所在自治系统号。如果 VR 是 IBGP 路由器，
则其自治系统号必须与该网络中其它 IBGP 路由器的自治系统号相同。在 VR 上启
用 BGP 路由实例后，即可联系该 BGP 路由实例并在该实例与配置的 BGP 对等方之
间建立会话。

创建 BGP 路由实例

在下例中，将首先为 trust-vr 分配路由器 ID 0.0.0.10。随后将在 trust-vr 上创建并
启用 BGP 路由选择实例，该 trust-vr 所在的安全设备位于 AS 65000 中。( 有关虚
拟路由器以及在安全设备上配置虚拟路由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
由”。)

WebUI

1. 路由器 ID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0.0.0.10

2. BGP 路由实例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Number ( 必需 ): 65000
BGP Enabled: ( 选择 )

CLI

1. 路由器 ID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2. BGP 路由实例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save

注意 : 自治系统 (AS) 号是全球唯一的编号，用于交换 EBGP 路由选择信息及标识 AS。
AS 号由以下机构分配 : 美国互联网数字注册机构 (ARIN)、欧洲网络管理中心 
(RIPE) 及亚太网络信息中心 (APNIC)。数字 64512 到 65535 属于专用范畴，故不
在全球互联网上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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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BGP 实例

在本例中，将禁用并删除 trust-vr 中的 BGP 路由实例。BGP 将终止与所有对等方之
间的会话。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取
消选择 BGP Enabled，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trust-vr) > Edit: 选择 Delete BGP 
Instance，然后在确认提示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65000
save

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BGP
必须在对等方所在的接口上启用 BGP。(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上的接口不绑定
到任何路由协议。)

在接口上启用 BGP
在本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4 上启用 BGP。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BGP: 选中 Protocol BGP enable，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protocol bgp
save

禁用接口上的 BGP
在本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4 上禁用 BGP。已启用 BGP 的其它接口仍然可以传输
并处理 BGP 数据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Configure ( 对于 ethernet4): 取消选中 Protocol BGP 
enable，然后单击 OK。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4 protocol bgp
save
基本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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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BGP 对等方和对等方组
在两个 BGP 设备能够通信和交换路由之前，需要彼此确认，这样才能启动 BGP 会
话。需要指定 BGP 对等方的 IP 地址，还可以配置一些可选参数来建立并维护会
话。对等方既可以是内部 (IBGP) 也可以是外部 (EBGP) 对等方。对于 EBGP 对等
方，需要指定该对等方所在的自治系统。

通过检查对等方通告的 BGP 对等方标识符以及 AS 号，即可认证所有 BGP 对等
方。如果与对等方连接成功，则会将该消息记入日志。如果与对等方连接出错，
不是将 BGP 通知消息发送给对等方就是从对等方那里收到该消息，从而导致连接
失败或关闭。

可以为单个对等方地址配置参数。还可以将对等方分配给对等方组，从而可为整个
对等方组配置参数。

表 13 列出了可以为 BGP 对等方配置的参数及其缺省值。“对等方”列中的 "X" 表
示可以为单个对等方 IP 地址配置该参数，“对等方组”列中的 "X" 则表示可以为
对等方组配置该参数。

表 13:  BGP 对等方和对等方组参数及缺省值

注意 : 不能将 IBGP 对等方与 EBGP 对等方分配给同一个对等方组。

BGP 参数 对等方 对等方组 说明 缺省值

Advertise default 
route

X 将虚拟路由中的缺省路由通告给 BGP 对等方。 不通告缺省路由

EBGP multihop X X 本地 BGP 与邻接方之间的节点数。 0 ( 禁用 )

Force connect X X 促使 BGP 实例放弃与指定对等方之间的现有 BGP 连接，
并接受新的连接。如果指向路由器的连接先中断后恢
复，而重新建立对等连接又比较迅速，则可使用此参数
尝试重新建立 BGP 对等连接。1

N/A

Hold time X X 自收不到对等方消息起，经过多长时间后认为与该对等
方之间的连接中断。

180 seconds

Keepalive X X 激活传输间隔的时间。 等待时间的 1/3

MD5 
authentication

X X 配置 MD-5 认证。 只检查对等方标识符和 
AS 号

MED X 配置 MED 属性的值。 0

Next-hop self X X 对于发送到对等方的路由，下一跳跃路径属性被设置成
本地虚拟路由器接口的 IP 地址。

不更改下一跳跃属性

Reflector client X X 将本地 BGP 设置成路由反射器后，对等方就是反射器的
客户端。

无

Reject default 
route

X 忽略 BGP 对等方发出的缺省路由通告。 将对等方发出的缺省路由
添加到路由表中

Retry time X X 自尝试建立会话失败起，经过多长时间后再次尝试建立 
BGP 会话。

120 seconds

Send 
community

X X 将公共组属性传送给对等方。 不将公共组属性传送给
对等方

Weight X X 本地 BGP 与对等方之间路径的优先级。 100

1.可以使用 exec neighbor disconnect 命令使 BGP 实例放弃与指定对等方之间的现有 BGP 连接，并接受新的连接。使用此 
exec 命令不会更改 BGP 对等方的配置。例如，如需更改对等方应用的路由图配置，可使用此 exec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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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参数可以在对等方级和协议级上同时配置 ( 请参阅第 116 页上的“配置联
合”)。例如，假设将特定对等方的等待时间值配置为 210 秒，而协议级的缺省等
待时间值为 180 秒，则对等方配置优先。可以在协议级和对等方级上设置不同的 
MED 值，在对等方级上设置的 MED 值只能应用于通告给那些对等方的路由。

配置 BGP 对等方

在下例中，将配置并启用 BGP 对等方。此对等方具有以下属性 : 

IP 地址 1.1.1.250

位于 AS 65500 中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500
Remote IP: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 Configure ( 对于刚刚添加的对等方 ): 选择 Peer 
Enabled，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1.250 remote-as 655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1.250 enable
save

配置 IBGP 对等方组

在下例中，将配置一个名为 ibgp 的 IBGP 对等方组，该对等方组包含以下 IP 地址: 
10.1.2.250 和 10.1.3.250。定义对等方组后，即可配置对所有对等方组成员应用的
参数 ( 例如 MD5 认证 )。

注意 : 必须启用配置的每一个对等方连接。

注意 : 必须启用配置的每一个对等方连接。如果将对等方配置为对等方组的一部分，仍
需逐一启用对等方连接。
基本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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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Peer Group: 输入 ibgp 作为 Group Name，然后单击 Add。

> Configure ( 对于 ibgp): 在 Peer authentication 字段中，输入 verify03，
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10.1.2.250
Peer Group: ibgp ( 选择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10.1.3.250
Peer Group: ibgp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 Configure ( 对于 10.1.2.250): 选择 Peer Enabled，然
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 Configure ( 对于 10.1.3.250): 选择 Peer Enabled，然
后单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peer-group ibg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peer-group ibgp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peer-group ibgp md5-authentication 

verify03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2.250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2.250 peer-group ibg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3.250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3.250 peer-group ibg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2.250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3.250 enab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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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BGP 配置
使用命令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bgp config 可以查看通过 WebUI 或 CLI 输入
的配置信息。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config
set protocol bgp 65000
set enable
set neighbor peer-group "ibgp"
set neighbor peer-group "ibgp" md5-authentication "cq1tu6gVNU5gvfsO60CsvxVPNnntO
PwY/g=="
set neighbor 10.1.2.250 remote-as 65000

output continues...

exit

通过执行命令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bgp，可以验证虚拟路由器上是否正在
运行 BGP。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Admin State:           enable
Local Router ID:       10.1.1.250
Local AS number:       65000
Hold time:             180
Keepalive interval:    60 = 1/3 hold time, default
Local MED is:          0
Always compare MED:    disable
Local preference:      100
Route Flap Damping:    disable
IGP synchronization:   disable
Route reflector:       disable
Cluster ID:            not set (ID = 0)
Confederation based on RFC 1965
Confederation:         disable (confederation ID = 0)
Member AS:             none
Origin default route: disable
Ignore default route: disable

可以查看虚拟路由器 (VR) 和路由器 ID 的管理状态以及 BGP 特有的所有其它已配
置参数。

通过执行 get vrouter vrouter protocol bgp neighbor 命令，可以验证是否启用了 
BGP 对等方或对等方组并可查看 BGP 会话的状态。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Peer AS Remote IP   Local IP     Wt Status   State ConnID
  65500 1.1.1.250    0.0.0.0    100 Enabled ACTIVE  up
Total 1 BGP peers shown

本例中，可以确定已启用了 BGP 对等方，且会话处于活动状态。

注意 : 建议您明确分配路由器 ID，而不要使用缺省值。有关设置路由器 ID 的信息，请
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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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状态可能是以下某种情况 : 

Idle - 连接的 初状态

Connect - BGP 正在等待 TCP 传输连接成功

Active - BGP 正在启动传输连接

OpenSent - BGP 正在等待对等方的 OPEN 消息

OpenConfirm - BGP 正在等待对等方的 KEEPALIVE 或 NOTIFICATION 消息

Established - BGP 正在与对等方交换 UPDATE 封包

安全配置

本节介绍 BGP 路由域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以及预防攻击的方法。

认证 BGP 邻接方
由于 BGP 封包没有加密且多数协议分析器都提供 BGP 封包的解封机制，因此 BGP 
路由器很容易被欺骗。认证 BGP 对等方是防止这类攻击的 佳方法。

BGP 提供了 MD5 认证，以验证从对等方接收的 BGP 封包。对于发送方和接收方 
BGP 路由器，MD5 认证使用同一个密钥。从指定对等方接收的所有未经验证的 BGP 
封包都会被丢弃。在缺省情况下，只检查 BGP 对等方的对等方标识符和 AS 号。

在下例中，首先将使用 AS 65500 中的远程 IP 地址 1.1.1.250 配置 BGP 对等方。
接着将使用密钥 1234567890123456 根据 MD5 认证配置对等方。

注意 : 如果会话状态在“活动”和“连接”之间不停变化，则表明对等方之间的连接出
现问题。

注意 : 为使 BGP 更加安全，应在同一安全级别上配置 BGP 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否则，
只要一个 BGP 路由器遭受破坏，整个 BGP 路由域都有可能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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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500
Remote IP: 1.1.1.250

> Configure ( 对于 Remote IP 1.1.1.25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eer Authentication: Enable ( 选择 )
MD5 password: 1234567890123456
Peer Enabled: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trust-vr)-> set protocol bgp
(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1.1.250 remote-as 65500
(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1.1.250 md5-authentication 1234567890123456
(trust-vr/bgp)-> set neighbor 1.1.1.250 enable
(trust-vr/bgp)-> exit
(trust-vr)-> exit
save

拒绝缺省路由
在“路由迂回攻击”中，路由器将缺省路由 (0.0.0.0/0) 加入路由域中，以便将封包
返回给自己。随后，该路由器既可以丢弃数据包，从而引发服务中断，也可以在转
发数据包之前删除数据包中的机密信息。在安全设备上，在缺省情况下 BGP 接受
从 BGP 对等方发出的任意缺省路由，并将缺省路由添加到路由表中。

在本例中，将配置在 trust-vr 中运行的 BGP 路由选择实例，忽略从 BGP 对等方发
出的任意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gnore default route from peer: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reject-default-route
save
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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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BGP 配置

本节介绍可以为虚拟路由器中的 BGP 路由协议配置的参数。可以使用 CLI BGP 环
境命令或 WebUI 配置这些参数。本节将介绍一些较为复杂的参数配置。表 14 将
介绍 BGP 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14:  可选的 BGP 参数及缺省值

BGP 协议参数 说明 缺省值

Advertise default route 将虚拟路由器中的缺省路由通告给 BGP 
对等方。

不通告缺省路由

Aggregate 创建聚合的路由。请参阅第 118 页上的
“路由聚合”。

禁用

Always compare MED 比较路由中的 MED 值。 禁用

AS path access list 创建 AS 路径访问列表，以允许或拒绝
路由。

-

Community list 创建公共组列表。请参阅第 118 页上的
“BGP 公共组”。

-

AS confederation 创建联合。请参阅第 116 页上的“配置联
合”。

-

Equal cost multipath 
(ECMP)

可以添加等开销的多个路由，以提供负载
均衡功能。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配置等
开销多路径路由”。

禁用 ( 缺省值 = 1)

Flap damping 阻止路由的通告，直到它变稳定。 禁用

Hold time 自收不到对等方消息起，经过多长时间后
认为与该对等方之间的连接中断。

180 seconds

Keepalive 激活传输间隔的时间。 等待时间的 1/3

Local preference 配置 LOCAL_PREF 度量值。 100

MED 配置 MED 属性的值。 0

Network 将静态网络和子网条目添加到 BGP 中。
BGP 将这些静态路由通告给所有 BGP 对
等方。请参阅第 111 页上的“将路由添加
到 BGP”。

-

Route redistribution 将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导入 BGP。 -

Reflector 将本地 BGP 实例配置成客户端的路由反
射器。请参阅第 114 页上的“配置路由反
射”。

禁用

Reject default route 忽略 BGP 对等方发出的缺省路由通告。 将对等方发出的缺省路
由添加到路由表中

Retry time 自与对等方之间建立 BGP 会话失败起，
经过多少时间后重新尝试建立会话。

12 seconds

Synchronization 启用与 IGP ( 例如 OSPF 或 RIP) 之间的
同步。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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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由重新分配给 BGP
路由重新分配是指在路由选择协议之间交换路由信息。例如，可以将以下类型的路
由重新分配给同一虚拟路由器中的 BGP 路由选择实例 :

通过 OSPF 或 RIP 获知的路由

直接连接的路由

导入的路由

静态配置的路由

配置重新分配路由时，必须先指定一个路由图，以过滤重新分配的路由。有关为重
新分配路由创建路由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章，“路由”。

在下例中，将来自 OSPF 路由域的路由重新分配到当前的 BGP 路由域中。CLI 和 
WebUI 范例都假设先前已创建名为 add-ospf 的路由图。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Redist.Rule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add-ospf
Protocol: OSPF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redistribute route-map add-ospf protocol ospf
save

配置 AS 路径访问列表
AS 路径属性包含路由经过的 AS 的列表。路由经过 AS 时，BGP 将 AS 路径属性预
先设置成本地 AS 号。使用 AS 路径访问列表，可根据 AS 路径信息对路由进行过
滤。AS 路径访问列表包含一组定义 AS 路径信息的规则表达式，以及允许还是拒
绝与这些信息匹配的路由。例如，可使用 AS 路径访问列表过滤经过特定 AS 的路
由或来自特定 AS 的路由。

可使用规则表达式定义搜索，查找 AS 路径属性中的特定模式。可使用特殊符号和
字符构建规则表达式。例如，要匹配经过 AS 65000 的路由，请使用规则表达式 
_65000_ (65000 前后的下划线用于匹配任意字符 )。使用规则表达式 "65000$"，
可以匹配来自 AS 65000 中的路由 ( 美元符号用于匹配 AS 路径属性的结尾，可能
是该路由来自的 AS)。

下例将配置 trust-vr 的 AS 路径访问列表，允许经过 AS 65000 的路由，但不允许来
自 AS 65000 的路由。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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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S Path: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Path Access List ID: 2
Deny: ( 选择 )
AS Path String: 6500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S Path: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Path Access List ID: 2
Permit: ( 选择 )
AS Path String: _65000_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as-path-access-list 2 deny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as-path-access-list 2 permit _65000_
save

将路由添加到 BGP
要允许 BGP 通告网络路由，需要将源协议的路由重新分配给同一虚拟路由器 (VR) 
中的通告协议 (BGP)。还可将静态路由直接添加到 BGP 中。如果可从 VR 到达网络
前缀，则 BGP 将该路由通告给对等方，而无需将该路由重新分配到 BGP 中。当将
网络前缀添加到 BGP 时，可以指定几个选项 :

通过为“检查可到达性”选项选择 "Yes"，可以指定在 BGP 将路由通告给对等
方之前是否一定可从 VR 到达不同的网络前缀。例如，如果必须通过特定的路
由器接口到达需要 BGP 对其进行通告的前缀，则在 BGP 将网络通告给对等方
之前，应确保可以到达该路由器接口。如果您指定的路由器接口是可到达的，
则 BGP 会将该路由通告给其对等方。如果您指定的路由器接口是不可到达
的，则不会将路由添加到 BGP，因此也不会将其通告给 BGP 对等方。如果您
指定的路由器接口变为不可到达的，则 BGP 会从其对等方那里取回路由。

通过为“检查可到达性”选项选择 "No"，可以指定不管从 VR 能否到达，都始
终通告网络前缀。缺省情况下，在 BGP 将路由通告给对等方之前，必须可从 
VR 到达网络前缀。如果启用了检查可到达性，则可以连接路由。

可以将权重值分配给网络前缀。该权重值是您可以本地分配给路由的属性 ;不能
将其通告给对等方。如果存在通向某个目标地址的多个路由，则将优先选择权
重值 大的路由。

可以将路由的属性设置为路由映射中指定的属性 (请参阅第 36 页上的“配置路
由图”)。BGP 会通告具有路由映射中指定路由属性的路由。
可选 BGP 配置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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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条件的路由通告

在下例中，将静态路由添加到网络 4.4.4.0/24 中。指定必须可从虚拟路由器到达路
由器接口 5.5.5.0/24，以便 BGP 可将 4.4.4.0/24 路由通告给对等方。如果 
5.5.5.0/24 网络不可达，BGP 不会通告 4.4.4.0/24 网络。请参阅图 16。

图 16:  带条件的 BGP 路由通告范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twork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4.4.4.0/24
Check Reachability: 

Yes: ( 选择 ), 5.5.5.0/2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4.4.4.0/24 check 5.5.5.0/24
save

设置路由权重

在下例中，将路由 4.4.4.0/24 的权重值设置为 100。( 可以指定介于 0 和 65535 之
间的权重值。)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twork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4.4.4.0/24
Weight: 10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4.4.4.0/24 weight 100
save

4.4.4.0/24

5.5.5.0/24

互联网

只有可到达 5.5.5.0/24 时，才会
通告通向 4.4.4.0/24 的路由。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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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路由属性

在下例中，首先配置将路由的度量值设置为 100 的路由映射 setattr。然后在使用
该路由映射 setattr 的 BGP 中配置一个静态路由。( 不需要设置路由映射与路由条
目的网络前缀匹配。)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setattr
Sequence No.: 1
Action: Permit ( 选择 )
Set Properties: 

Metric: ( 选择 ), 10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Network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IP/Netmask: 4.4.4.0/24
Route Map: setattr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setattr permit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setattr 1 metric 1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4.4.4.0/24 route-map setattr
save

路由刷新功能
在 RFC 2918 中定义的 BGP 路由刷新功能提供了软重设机制，允许在 BGP 对等方
和后续出站或入站路由表的重通告之间动态交换路由刷新请求和路由信息。

使用路由映射的 BGP 对等方路由策略可能会影响入站或出站路由表更新，因为无
论何时路由策略发生变化，新策略都只在重设 BGP 会话后才生效。可通过硬重设
或软重设清除 BGP 会话。

 

软重设允许应用新策略或更改后的策略，而无需清除活动的 BGP 会话。路由刷新
功能允许在每个邻接方上进行软重设，而且不要求预配置或额外内存。

动态入站软重设用于从邻接方生成入站更新。出站软重设用于向邻接方发送一组新
的更新。出站重设不要求预配置或路由表更新存储。

路由刷新功能要求两个 BGP 对等方均在 OPEN 消息中通告路由刷新功能支持。如
果成功协商了路由刷新方式，则每个 BGP 对等方均可使用路由刷新功能从另一端
请求全路由信息。

注意 : 硬重设具有分裂性，因为它是先将活动的 BGP 会话拆解，然后再将其恢复。

注意 : 管理员可以使用 get neighbor ip_addr 命令检查是否协商了路由刷新功能。该命
令还显示计数器，例如发送或接收路由刷新请求的次数。
可选 BGP 配置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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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入站路由表更新

在本例中，通过使用 soft-in 命令请求将位于 10.10.10.10 的相邻对等方的入站路由
表发送到本地 BGP 对等方的 trust-vr。

WebUI

WebUI 未提供此功能。

CLI

clear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0.10.10 soft-in

请求出站路由表更新

在本例中，使用 soft-out 命令将 trust-vr 的全路由表通过来自本地 BGP 对等方的更
新发送到位于 10.10.10.10 的相邻对等方。

WebUI

WebUI 未提供此功能。

CLI

clear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0.10.10.10 soft-out

配置路由反射
由于 IBGP 路由器不能将一个 IBGP 对等方获知的路由重新通告给另一个 IBGP 对等
方 ( 请参阅第 99 页上的“外部和内部 BGP”)，因此需要配置全网状的 IBGP 会
话，此时 BGP AS 中的每个路由器都是该 AS 中其它所有路由器的对等方。

全网状配置的 IBGP 会话不适于扩展。例如，在拥有 8 个路由器的 AS 中，8 个路
由器中的每一个路由器都需要与其它 7 个路由器构成对等关系，可以使用下面的
公式对会话数进行计算 : 

对于包含 8 个路由器的 AS，全网状 IBGP 会话数应为 28。

路由反射是解决 IBGP 扩展问题的一种方法 (RFC 1966 中对其进行了介绍 )。路由反
射器是一种路由器，它可将 IBGP 获知的路由传送给指定的 IBGP 邻接方 ( 客户端 )，
因而不再需要全网状会话。路由反射器与其客户端构成了一个群集，可使用群集 ID 
进一步标识该群集。群集以外的路由器将整个群集看作一个实体，而不像全网状会
话中那样要与 AS 中的每一个路由器构成对等关系。这种管理方法大大降低了开销。
客户端使用路由反射器交换路由，路由反射器则在客户端之间反射路由。

安全设备的本地虚拟路由器 (VR) 可以充当路由反射器，并且可以为其分配一个群
集 ID。如果指定了群集 ID，则 BGP 路由选择实例会将该群集 ID 附加到路由的群
集列表属性中。群集 ID 有利于防止路由回路的产生，因为本地 BGP 路由实例的群
集 ID 出现在路由的群集列表中时，它会放弃该路由。

注意 : 如果路由刷新功能不可用，则管理员尝试使用此命令时该命令会发出异常消息。

注意 : 拥有全网状会话并不意味着所有路由器相互之间直接相连，而是要求每个路由器
与其它所有路由器之间能够建立并维护 IBGP 会话。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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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 VR 上设置路由反射器后，即可定义路由反射器的客户端。可以为客户端指
定单个 IP 地址或对等方组。无需在客户端上配置其它信息。

在下例中，EBGP 路由器将 5.5.5.0/24 前缀通告给客户端 3。如果没有路由反射，
客户端 3 会将该路由通告给设备 -A，但设备 -A 不会将该路由重新通告给客户端 1 
和 2。如果将设备 -A 配置为路由反射器，并将客户端 1、2 和 3 配置为其客户端，
则设备 -A 会将从客户端 3 接收的路由重新通告给客户端 1 和 2。请参阅图 17。

图 17:  BGP 路由反射范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Route reflector: Enable
Cluster ID: 99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1.1.2.25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1.1.3.25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1.1.4.250

> Configure ( 对于远程 IP 地址 1.1.2.250): 选择 Reflector Client，然后单
击 OK。

> Configure ( 对于远程 IP 地址 1.1.3.250): 选择 Reflector Client，然后单
击 OK。

注意 : 配置群集 ID 之前，必须先禁用 BGP 路由实例。

自治系统

自治系统号

客户端 1 
路由器 ID 
1.1.3.250

AS 65000

路由器 ID 
2.2.2.250

设备 -A
路由反射器
路由器 ID 
1.1.1.250

客户端 3
路由器 ID 
1.1.1.250客户端 2

路由器 ID 
1.1.4.250

EBGP 对等方
将路由通告给 
5.5.5.0/24

AS 65500

自治系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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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e ( 对于远程 IP 地址 1.1.4.250): 选择 Reflector Client，然后单
击 OK。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reflector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reflector cluster-id 99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2.250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2.250 reflector-client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3.250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3.250 reflector-client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4.250 remote-as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1.1.4.250 reflector-client
save

配置联合
类似路由反射 ( 请参阅第 114 页上的“配置路由反射”)，联合是解决 IBGP 环境中
全网状扩展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在 RFC 1965 中介绍。联合将一个自治系统分隔成
若干较小的 AS，每个子 AS 都是一个全网状的 IBGP 网络。联合以外的路由器将整
个联合看作一个自治系统 ( 只有一个标识符 )，子 AS 在联合以外不可见。如果建立
会话的路由器位于同一联合的不同子 AS 中，该会话被称作 EIBGP 会话。它实质上
是自治系统之间的 EBGP 会话，但路由器仍像 IBGP 对等方那样交换路由信息。
图 18 说明 BGP 联合。

图 18:  BGP 联合

对于联合中的每一个路由器，需要指定以下信息 : 

子 AS 号 ( 创建 BGP 路由实例时指定的 AS 号 )

子 AS 所属的联合 ( 此 AS 号对联合以外的 BGP 路由器可见 )

联合中的对等方子 AS 号

联合支持 RFC 1965 ( 缺省值 ) 还是 RFC 3065

自治系统

AS 65000 ( 联合 )

子 AS 65001

IBGP

EBGP

子自治系统

AS 65500子 AS 65003子 AS 65002

EBGPEBGP

IBGPIBGP

注意 : AS 路径属性 ( 请参阅第 99 页上的“路径属性”) 通常由一个序列构成。路由更新
经过的 AS。RFC 3065 允许在 AS 路径属性中加入路由更新经过的本地联合的成
员 AS。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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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将安全设备显示为一个 BGP 路由器，位于联合 65000 的子 AS 65003 中。联
合 65000 中的对等方子 AS 分别是 65002 和 65003。

图 19:  BGP 联合配置范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BGP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S Number ( 必需 ): 65003
> Confederatio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 选择 )
ID: 65000
Supported RFC: RFC 1965 ( 选择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Peer member area ID: 650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Peer member area ID: 65002

> Parameters: 选择 BGP Enable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65003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confederation id 650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confederation peer 65001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confederation peer 65002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save

子 AS 65001

AS 65000 ( 联合 )

子 AS 65002 子 AS 65003

子自治系统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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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P 公共组
公共组路径属性提供了一种将目标地址分组 ( 称作公共组 ) 的方法，分组后，BGP 
路由器即可使用公共组控制接受、优先选择或重新分配给对等方的路由。BGP 路
由器既可将公共组附加到路由中 ( 假设该路由没有公共组路径属性 )，也可以修改
路由中的公共组 ( 假设路由包含公共组路径属性 )。公共组路径属性提供了分配路
由信息的另一种方法，无论基于 IP 地址前缀还是 AS 路径属性。公共组路径属性
有多种用途，但主要是为了简化复杂网络环境中的路由策略配置。

RFC 1997 介绍了 BGP 公共组的操作。AS 管理员可以将同一公共组分配给需要同
一路由决定的一组路由，有时又被称作路由着色。例如，可以将一个公共组值分配
给能访问互联网的路由，将另一个公共组值分配给不能访问互联网的路由。

公共组有两种形式 : 

特定公共组，包含 AS 标识符和公共组标识符。公共组标识符由 AS 管理员定义。

众所周知的公共组，表示要对包含这类公共组值的路由进行特殊处理。下面是
可以为安全设备上的 BGP 路由指定的众所周知的公共组值 : 

no-export: 不能将具有此公共组路径属性的路由通告给 BGP 联合以外的路
由器。

no-advertise: 不能将具有此公共组路径属性的路由通告给其它 BGP 对等方。

no-export-subconfed: 不能将具有此公共组路径属性的路由通告给 EBGP 
对等方。

使用路由图，可以过滤与指定公共组列表匹配的路由，删除或设置路由中的公共组
路径属性，还可以添加或删除路由的公共组。

例如，如果 ISP 向客户提供互联网连接功能，则可以为这些客户的所有路由分配特
定的公共组号。随后，这些客户的路由将被通告给对等 ISP。来自其它 ISP 的路由
被分配了不同的公共组号，因此不会通告给对等 ISP。

路由聚合
聚合是这样一种技术 : 可将一定范围内的路由地址 ( 称为起作用的路由 ) 汇总为单
个路由条目。配置聚合路由时，可以对多种可选参数进行设置。本节将举例介绍聚
合路由配置。

聚合具有不同 AS 路径的路由

配置聚合路由时，可以指定 BGP AS-Path 路径属性中的 AS-Set 字段包括所有起作
用路由的 AS 路径。要指定此内容，请使用聚合路由配置中的 AS-Set 选项。

注意 : 如果将 AS-Set 选项用于聚合路由，则起作用路由中的更改会导致聚合路由中的路
径属性也随之发生更改。这会导致 BGP 重新通告其路径属性已发生更改的聚合
路由。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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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ggregate Addres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ggregate State: Enable ( 选择 )
IP/Netmask: 1.0.0.0/8
AS-Set: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1.0.0.0/8 as-set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enable
save

在更新中过滤更具体的路由

配置聚合路由时，可以指定从路由更新中滤出更具体的路由。(BGP 对等方优先选
择更具体的路由，如果将其通告到聚合路由。)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过滤更具
体的路由 :

使用聚合路由配置中的 Summary-Only 选项来过滤所有更具体的路由。

使用聚合路由配置中的 Suppress-Map 选项来过滤路由映射所指定的路由。

在下例中，BGP 通告聚合路由 1.0.0.0/8，而从外向路由更新中滤出更具体的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ggregate Addres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ggregate State: Enable ( 选择 )
IP/Netmask: 1.0.0.0/8
Suppress Option: Summary-Only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1.0.0.0/8 summary-only
save

在下例中，希望从包括聚合路由 1.0.0.0/8 的更新中滤出 1.2.3.0/24 范围内的路
由。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对指定要过滤路由 (1.2.3.0/24) 的访问列表进行配
置。然后，配置路由映射 "noadvert" 允许路由 1.2.3.0/24。接下来配置聚合路由 
1.0.0.0/8 并将路由映射 "noadvert" 指定为外向更新的过滤选项。

注意 : 在启用 BGP 之前，必须首先启用 BGP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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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777
IP/Netmask: 1.2.3.0/24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noadvert
Sequence No.: 2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1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ggregate Addres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ggregate State: Enable ( 选择 )
IP/Netmask: 1.0.0.0/8
Suppress Option: Route-Map ( 选择 ), noadvert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1.2.3.0/24 777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noadvert permit 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oadvert 2 match ip 1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1.0.0.0/8 suppress-map noadvert
save

选择路径属性的路由

配置聚合路由时，可以指定应该使用哪些路由或不应该使用哪些路由来构建聚合
路由的 BGP AS-Path 路径属性。使用聚合路由配置中的 Advertise-Map 选项来选择
路由。可以将此选项与 AS-Set 选项一起使用，以选择使用 AS-Set 属性进行通告的
路由。

在下例中，将配置要使用 AS-Set 属性进行通告的聚合路由 1.0.0.0/8。通告的 
AS-Set 属性由位于前缀范围 1.5.0.0/16 内的所有更具体的路由组成，而并非由位于
前缀范围 1.5.6.0/24 内的路由组成 ; 配置路由映射 "advertset" 中将要包括和排除
的前缀范围。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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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3
Sequence No.: 888
IP/Netmask: 1.5.6.0/24
Action: Deny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3
Sequence No.: 999
IP/Netmask: 1.5.0.0/16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advertset
Sequence No.: 4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3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ggregate Addres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ggregate State: Enable ( 选择 )
IP/Netmask: 1.0.0.0/8
Advertise Map: advertset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3 deny ip 1.5.6.0/24 888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3 permit ip 1.5.0.0/16 999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advertset permit 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dvertset 4 match ip 3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1.0.0.0/8 advertise-map advertse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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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聚合路由的属性

配置聚合路由时，可根据指定的路由映射来设置聚合路由的属性。在下例中，将配
置使用外向更新中的度量值 1111 进行通告的聚合路由 1.0.0.0/8。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aggmetric
Sequence No.: 5
Action: Permit ( 选择 )
Set Properties: ( 选择 )
Metric: 1111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BGP 
Instance > Aggregate Addres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ggregate State: Enable ( 选择 )
IP/Netmask: 1.0.0.0/8
Attribute Map: aggmetric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aggmetric permit 5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ggmetric 5 metric 1111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bgp aggregate 1.0.0.0/8 attribute-map aggmetric
save
可选 BG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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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路由

“基于策略的路由”(PBR) 为基于网络管理员配置的策略转发数据包提供了一种灵
活的机制。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24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路由概述”

第 124 页上的“扩展的访问列表”

第 124 页上的“匹配组”

第 125 页上的“操作组”

第 125 页上的“使用基于策略的路由进行路由查找”

第 126 页上的“配置基于策略的路由”

第 127 页上的“配置扩展的访问列表”

第 128 页上的“配置匹配组”

第 129 页上的“配置操作组”

第 129 页上的“配置 PBR 策略”

第 130 页上的“绑定基于策略的路由的策略”

第 130 页上的“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第 130 页上的“查看扩展的访问列表”

第 131 页上的“查看匹配组”

第 132 页上的“查看操作组”

第 132 页上的“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的策略配置”

第 133 页上的“查看完整的基于策略的路由配置”

第 134 页上的“高级 PBR 范例”

第 138 页上的“具有高可用性和扩展性的高级 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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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路由概述

PBR 使用户可以执行各种特定策略，这些策略可选择性地使数据包采用不同的路
径。PBR 为依赖于“应用层”支持 ( 如防病毒 (AV)、深入检查 (DI)、反垃圾邮件和 
web 过滤 ) 的网络和 / 或需要自动访问特定应用程序的网络提供了一种路由机制。

当数据包进入安全设备时，ScreenOS 将查找 PBR 作为路由查找过程的第一个环
节，而且 PBR 检查对所有非 PBR 的信息流均透明。PBR 在接口级启用并在虚拟路
由器环境中配置，但可以选择将 PBR 策略绑定到接口、区段、虚拟路由器 (VR)，
或者绑定到接口、区段或 VR 的组合。

可使用如下三种构件块来创建 PBR 策略 : 

扩展的访问列表

匹配组

操作组

扩展的访问列表
扩展的访问列表列出用户为 PBR 策略定义的匹配标准。PBR 匹配标准决定特定数
据信息流的路径。匹配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 

源 IP 地址

目标 IP 地址

源端口

目标端口

协议 ( 如 HTTP)

服务质量 (QoS) 优先级 ( 可选 )

匹配组
匹配组提供了一种 ( 按组、名称和优先级 ) 组织扩展的访问列表的方式。匹配组将
扩展的访问列表 ID 号与唯一的匹配组名称和匹配组 ID 号相关联。此匹配组 ID 号
定义了希望安全设备处理扩展的 ACL 列表的顺序。可以为同一匹配组指定多个扩
展访问列表。
基于策略的路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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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组
操作组指定了希望数据包采用的路由。可通过定义下一接口、下一跳跃或同时定义
两者来为路由指定“操作”。

按以下方式监控每个配置的操作条目的可达性 : 

仅限下一接口的可达性

如果将操作条目仅与下一接口相关联，则链接状态将决定可达性。

如果下一接口的状态为连接，则操作条目可到达。任何在驻有策略的 VR 中可
见的接口 ( 包括所有逻辑接口，如通道、聚合或冗余 ) 都可作为下一接口。

例如，如果使用 NULL 接口配置操作条目，操作条目将始终可达。将 NULL 接
口作为下一接口时，PBR 查找始终成功；这样，ScreenOS 将停止路由查找并
丢弃数据包。

仅限下一跳跃的可达性

如果将操作组仅与下一跳跃相关联，则下一跳跃必须通过目标路由的路由表中
的路由条目可达。只要在目标路由的路由表中存在可解析下一跳跃的有效路
由，配置的下一跳跃就可达。

下一接口和下一跳跃的可达性

如果同时配置下一接口和下一跳跃的可达性，配置的下一跳跃必须通过配置的
下一接口可达。

如果下一跳跃通过下一接口可达，则操作条目可达。任何在驻有策略的 VR 中
可见的接口 ( 包括所有逻辑接口，如通道、聚合或冗余 ) 都可作为下一接口。

如果下一跳跃可达，但下一接口是 NULL 接口，则 ScreenOS 将丢弃数据包。
如果使用 NULL 接口作为下一接口且下一跳跃作为静态路由来配置操作条目，
则 ScreenOS 会将数据包传递到静态路由。

配置时，还需指定一个序列号来规定处理操作组条目的顺序。

使用基于策略的路由进行路由查找

在接口上启用基于策略的路由时，ScreenOS 将检查所有送至该接口的信息流以进
行基于策略的路由。当数据包进入安全设备时，ScreenOS 将检查内接口以确认 
PBR 策略配置。如果在该内接口上启用了 PBR，将对数据包应用以下操作 : 

1. ScreenOS 将绑定到该内接口的 PBR 策略应用到数据包。

2. 如果不存在接口级别的 PBR 策略，则 ScreenOS 将绑定到与内接口关联的区段
的 PBR 策略应用于数据包。

3. 如果不存在区段级别的 PBR 策略，则 ScreenOS 将绑定到与内接口关联的 VR 
的 PBR 策略应用于数据包。

注意 : 监控可达性不是指第 3 层跟踪或第 2 层地址解析协议 (ARP) 查找。
使用基于策略的路由进行路由查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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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OS 将找到匹配组，然后处理操作组条目。来自于操作组并具有有效路由的
第一个可达操作条目用于转发数据包。如果在操作条目中不存在可达路由，则将执
行常规路由查找。

如果操作条目可达，ScreenOS 将执行路由查找，该查找使用首选接口作为下一接
口 ( 如果已指定 ) 并使用下一跳跃作为 IP 地址 ( 如果已指定 )，而不使用目标 IP。
如果路由与指定的下一接口和下一跳跃相匹配，ScreenOS 将转发数据包。否则，
ScreenOS 将使用目标 IP 地址。

配置基于策略的路由

图 20 显示了单向 PBR 通过沿一条路径发送 HTTP 信息流和沿另一条路径发送 
HTTPS 信息流来区分服务信息流路径。图 20 显示了两个节点，一个在 
172.18.1.10，另一个在 172.18.2.10。当安全设备收到 HTTP 信息流时，ScreenOS 
通过 172.24.76.1 路由器发送信息流；当安全设备收到 HTTPS 信息流时，
ScreenOS 通过 172.24.76.2 发送信息流。

对于 172.18.2.10 节点，反过来也同样适用。来自 172.18.2.10 节点的 HTTP 信息
流将流向 172.24.76.2 路由器，HTTPS 信息流将流向 172.24.76.1 路由器。

图 20:  使用基于策略的路由发送 HTTP 信息流和 HTTPS 信息流

注意 : 有关路由查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172.24.76.2
右路由器

172.24.76.1
左路由器

172.24.76.71/22

10.25.10.0/24

172.18.2.10/24172.18.1.10/24

HTTP 信息流从 172.18.2.10/24 流至 172.24.76.2 路由器
HTTPS 信息流从 172.18.1.10/24 流至 172.24.76.1 路由器
配置基于策略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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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扩展的访问列表
可以使用虚拟路由器环境中的 Web 用户界面 (WebUI) 或命令行界面 (CLI) 来配置扩
展的访问列表。首先，在入口虚拟路由器 (VR) 上配置扩展的访问列表。

在第 126 页的本例中，入口 VR 为 trust-vr。如果要使用 CLI，需要进入虚拟路由器
环境。本例需要两个访问列表 : 10 和 20。访问序列号是 1 到 99 的之间的一个数
字。条目 1 和 2 是每个扩展的访问列表的必需条目。

访问列表 10 将源 IP 地址定义为 172.18.1.10，目标端口定义为 80，协议定义为 
TCP。访问列表 10 的目标将目标 IP 地址定义为 172.18.2.10，目标端口定义为 
443，协议定义为 TCP。

访问列表 20 将源 IP 地址定义为 172.18.2.10，目标端口定义为 443，协议定义为 
TCP。访问列表 10 的目标将目标 IP 地址定义为 172.18.1.10，目标端口定义为 
80，协议定义为 TCP。

在 CLI 中，配置完扩展的访问列表后，退出虚拟路由器环境。WebUI 范例仅说明
了访问列表 10 的创建。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Extended ACL List: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虚拟路由
器，然后单击 New 以查看“配置”页。

输入下列信息以创建访问列表 10 条目 : 

Creating Access List 10
Extended ACL ID: 10
Sequence No.: 1
Source IP Address/Netmask: 172.18.1.10/32 
Destination Port: 80-80
Protocol: TCP

单击 OK。ScreenOS 会返回到一个访问列表构成的列表。

单击 New 以配置访问列表 10 的第二个条目并输入下列信息 : 

Creating Access List 10
Extended ACL ID: 10
Sequence No.: 2
Source IP Address/Netmask: 172.18.2.10/32 
Destination Port: 443-443
Protocol: TCP

单击 OK。ScreenOS 会返回到一个访问列表构成的列表。

注意 : 另外，还可以添加一个服务类型 (TOS) 号，它是 1 到 255 之间的一个数字。在本
例中不需要 TOS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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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0 src-ip 172.18.1.10/32 dest-port 80-80 protocol tcp 

entry 1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0 src-ip 172.18.2.10/32 dest-port 443-443 protocol tcp 

entry 2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0 src-ip 172.18.2.10/32 dest-port 80-80 protocol tcp 

entry 1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0 src-ip 172.18.1.10/32 dest-port 443-443 protocol tcp 

entry 2
exit

配置匹配组
可以在虚拟路由器环境中配置匹配组。

在第 126 页的本例中，需要配置两个匹配组: 左路由器和右路由器。将扩展的访问
列表 10 绑定到左路由器，扩展的访问列表 20 绑定到右路由器。匹配组的名称是
一个不超过 31 个字母数字字符的唯一标识符。

入口 VR 是 trust-vr。如果要使用 CLI，需要进入虚拟路由器环境。在 CLI 中，配置
完扩展的访问列表后，退出虚拟路由器环境。

WebUI 范例仅说明了左路由器匹配组的创建。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Match Group > 从下拉列表中选取正确的虚拟路由
器，然后单击 New 以查看“匹配组配置”页。输入下列信息以配置左路由器 : 

Match Group Name: left_router
Sequence No.: 1
Extended ACL: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1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match-group name left_router
set match-group left ext-acl 10 match-entry 1
set match-group name right_router
set match-group right ext-acl 20 match-entry 1
exit
配置基于策略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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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操作组
可以在虚拟路由环境中配置操作组。

在第 126 页的本例中，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操作组: 安全设备会将信息流转发到左
路由器或右路由器。基于上述原因，需要配置两个不同的操作组。

要配置这两个操作组，请执行下列任务 : 

1. 进入虚拟路由环境。在本例中，虚拟路由器是 trust-vr。

2. 使用一个有意义的唯一名称来命名操作组。在本例中，名称 action-right 和 
action-left 是可能的信息流的说明。

3. 配置操作组详细信息。在本例中，为每个操作组设置下一跳跃的地址，然后指
定一个数字指明处理的优先级。在本例中，每个操作组的优先级都是 1。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Action Group > 单击 New 以查看“配置”页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action-group name action-right
set action-group action-right next-hop 172.24.76.2 action-entry 1
set action-group name action-left
set action-group action-left next-hop 172.24.76.1 action-entry 1
exit

配置 PBR 策略
可以在虚拟路由器环境中配置 PBR 策略。

每个 PBR 策略需要有唯一的名称。在本例中，策略名为 redirect-policy。

PBR 策略可以包含一个匹配组名称和一个操作组名称。在本例中，信息流可以有
两种不同的流向，因此需要两个不同的语句 : action-left 的序列号是 1，
action-right 的序列号是 2。序列号为 1 的策略语句将优先处理。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 单击 New 以查看“配置”页。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br policy name redirect-policy
set pbr policy redirect-policy match-group left action-group action-left 1
set pbr policy redirect-policy match-group right action-group action-right 2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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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基于策略的路由的策略
可以在虚拟路由器环境中将 PBR 策略绑定到接口、区段或虚拟路由器。

将基于策略的路由策略绑定到接口

可以将 PBR 策略 redirect-policy 绑定到入口接口。在本例中，接口是 trust 接口。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Binding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br redirect-policy

将基于策略的路由策略绑定到区段

可以将 PBR 策略 redirect-policy 绑定到区段。在本例中，区段是 Trust 区段。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Binding

CLI

set zone trust pbr redirect-policy

将基于策略的路由策略绑定到虚拟路由器

可以将 PBR 策略 redirect-policy 绑定到虚拟路由器。在本例中，虚拟路由器是  
trust-vr。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Binding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br redirect-policy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相关信息。

查看扩展的访问列表
可以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扩展访问列表的整个列表。

在 CLI 中可以指定查看一个特定的扩展访问列表。在第二个 CLI 范例中，样本输出
表明在 trust-vr 中存在两个扩展的访问列表，但是用户指定了扩展访问列表 2。按
照指定，ScreenOS 仅为第二个扩展访问列表返回了两个访问列表条目 (10 和 20)。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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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Access List Ext

CLI 1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access-list configuration

输出范例 :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 src-ip 172.16.10.10/32 dest-ip 192.169.10.10/32 
dest-port 80-80 protocol tcp entry 1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 src-port 200-300 entry 2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 dest-port 500-600 protocol udp entry 10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 dest-ip 50.50.50.0/24 protocol udp entry 20

CLI 2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access-list 2

输出范例 : 

PBR access-list: 2 in vr: trust-vr, number of entries: 2
------------------------------------------------
PBR access-list entry: 10
------------------------
dest port range 500-600
protocols: udp 
PBR access-list entry: 20
------------------------
dest ip-address 50.50.50.0/24
protocols: udp 

查看匹配组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匹配组的详细信息。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Match Group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match-group config

输出范例 : 

set match-group name pbr1_mg
set match-group pbr1_mg ext-acl 1 match-entry 1
set match-group name pbr1_mg2
set match-group pbr1_mg2 ext-acl 2 match-entry 10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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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操作组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操作组的详细信息。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Action Group

CLI 1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action-group configuration

输出范例 : 

set action-group name pbr1_ag
set action-group pbr1_ag next-interface ethernet2 next-hop 10.10.10.2 

action-entry 1
set action-group name pbr1_ag2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hop 30.30.30.30 action-entry 10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action-entry 20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next-hop 60.60.60.60 

action-entry 30

CLI 2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match-group name pbr1_ag2

输出范例 : 

device-> get vr tr pbr action-group name pbr1_ag2
PBR action-group: pbr1_ag2 in vr: trust-vr number of entries: 3
------------------------------------------------
PBR action-group entry: 10
next-interface: N/A, next-hop: 30.30.30.30
------------------------
PBR action-group entry: 20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next-hop: 0.0.0.0
------------------------
PBR action-group entry: 30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next-hop: 60.60.60.60
------------------------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的策略配置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的策略配置详细信息。在 CLI 中，可以
选择查看配置，也可以输入策略名称以查看单个策略配置。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policy config

输出范例 : 

set pbr policy name pbr1_policy
set pbr policy pbr1_policy match-group pbr1_mg2 action-group pbr1_ag2 50
set pbr policy pbr1_policy match-group pbr1_mg action-group pbr1_ag 256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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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policy name pbr1_policy

输出范例 : 

PBR policy: pbr1_policy in vr: trust-vr number of entries: 2
------------------------------------------------
PBR policy entry: 50
match-group: pbr1_mg2, action-group: pbr1_ag2
------------------------
PBR policy entry: 256
match-group: pbr1_mg, action-group: pbr1_ag
------------------------

查看完整的基于策略的路由配置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配置。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PBR > Access List Ext
Network > Routing > PBR > Match Group
Network > Routing > PBR > Action Group
Network > Routing > PBR > Policy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br configuration

输出范例 :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 src-ip 172.16.10.10/32 dest-ip 192.169.10.10/32 
dest-port 80-80 protocol tcp entry 1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 src-port 200-300 entry 2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 dest-port 500-600 protocol udp entry 10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2 dest-ip 50.50.50.0/24 protocol udp entry 20
set match-group name pbr1_mg
set match-group pbr1_mg ext-acl 1 match-entry 1
set match-group name pbr1_mg2
set match-group pbr1_mg2 ext-acl 2 match-entry 10
set action-group name pbr1_ag
set action-group pbr1_ag next-interface ethernet2 next-hop 10.10.10.2 
action-entry 1
set action-group name pbr1_ag2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hop 30.30.30.30 action-entry 10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action-entry 20
set action-group pbr1_ag2 next-interface ethernet3 next-hop 60.60.60.60 
action-entry 30
set pbr policy name pbr1_policy
set pbr policy pbr1_policy match-group pbr1_mg2 action-group pbr1_ag2 50
set pbr policy pbr1_policy match-group pbr1_mg action-group pbr1_ag 256
查看基于策略的路由输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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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PBR 范例

PBR 允许仅对 ScreenOS 需要处理的信息流类型进行定义和卸载。在处理特定类型
的信息流 ( 如需要防病毒 (AV) 扫描的信息流 ) 时，网络不会因为扫描不需要查找病
毒的数据包类型而产生瓶颈效应。

可以将几种类型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结合起来工作提供服务，同时保持网
络处理速度迅速和防病毒扫描易于管理。图 21 显示了安全设备运行 PBR 将防病毒
信息流与所有其它信息流 ( 右侧 ) 分开。

图 21:  按照信息流类型的选择性路由

例如，如果想使用 PBR 仅卸载用于防病毒处理的 HTTP、SMTP 和 POP3 信息流，
至少需要使用一个可提供四个 10/100 接口的安全设备来提供路由，以及一个安全
设备来提供应用程序 ( 防病毒 ) 支持。

在下面的范例中，执行下列步骤来设置提供路由路径的安全设备 : 

1. 配置路由。

2. 配置 PBR。

3. 将 PBR 策略绑定到相应接口。

以下几节将说明各个步骤。这些范例仅介绍 CLI 命令和输出。

有关配置 AV 的信息，请参阅第 4 卷 : 攻击检测和防御机制。

注意 : 还可以配置 PBR 以发送专用于反垃圾邮件、深入检查 (DI)、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web 过滤或缓存的信息流。

TCP 信息流

防病毒扫描器

PBR 策略将 HTTP、SMTP 和 POP3 
信息流发送至防病毒扫描器。

配置了 PBR 的安全设备

注意 : 如果仅有三个 10/100 接口可用，可以在两个安全设备之间放置一个交换机，并
使用 VLAN 标记 (802.1q) 为信息流设置相同的路径。
高级 PBR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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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
在本例中，需要创建两个定制区段 : 

av-dmz-1 用于 trust-vr

av-dmz-2 用于 untrust-vr

要设置区段，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zone name av-dmz-1
set zone name av-dmz-2

使用表 15 中所示的信息，设置四个 10/100 以太网接口。

表 15:  路由的接口配置

要设置接口，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e1 zone trust vrouter trust-vr ip 10.251.10.0/24
set interface e2 zone av-dmz-1 vrouter trust-vr ip 192.168.100.1/24
set interface e3 zone av-dmz-2 vrouter untrust-vr ip 192.168.101.1/24
set interface e4 zone untrust vrouter untrust-vr ip 172.24.76.127/24

设置完区段、接口和路由后，需要执行以下两个任务 : 

1. 配置一个从 untrust-vr 到 trust-vr 的静态路由。分配网关 IP 地址为 
10.251.10.0/24，条目优先级值为 20: 

set vrouter "untrust-vr"
set route 10.251.10.0/24 vrouter "trust-vr" preference 20 
exit

2. 使用从 Trust 接口到 Untrust 接口的大于零 (0) 的优先级值来配置 NULL 接口 :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preference 20 
exit

接口名称 区段 虚拟路由器 IPv4 地址

E1 trust trust-vr 10.251.10.0/24

E2 av-dmz-1 trust-vr 192.168.100.1/24

E3 av-dmz-2 untrust-vr 192.168.101.1/24

E4 untrust untrust-vr 172.24.76.127/24
高级 PBR 范例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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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get route 命令验证变化 : 

Routing Table:
IPv4 Dest-Routes for <untrust-vr> (6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6          0.0.0.0/0           eth4     172.24.76.1   C    0      1     Root
*   3     10.251.10.0/24            n/a        trust-vr   S   20      0     Root
*   4     172.24.76.0/22           eth4         0.0.0.0   C    0      0     Root
*   2   192.168.101.1/32           eth3         0.0.0.0   H    0      0     Root
*   5   172.24.76.127/32           eth4         0.0.0.0   H    0      0     Root
*   1   192.168.101.0/24           eth3         0.0.0.0   C    0      0     Root

IPv4 Dest-Routes for <trust-vr> (5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5          0.0.0.0/0            n/a      untrust-vr   S   20      0     Root
*   1     10.251.10.0/24           eth1         0.0.0.0   C    0      0     Root
*   4   192.168.100.1/32           eth2         0.0.0.0   H    0      0     Root
*   3   192.168.100.0/24           eth2         0.0.0.0   C    0      0     Root
*   2     10.251.10.1/32           eth1         0.0.0.0   H    0      0     Root

现在可以配置 PBR 了。

PBR 元素
配置完接口和路由后，配置 PBR。要使 PBR 正确工作，必须为 trust-vr 配置以下
各项 : 

扩展的访问列表

匹配组

操作组

PBR 策略

扩展的访问列表

在本例中，您决定要发送 HTTP ( 端口 80)、SMTP ( 端口 110) 和 POP3 ( 端口 25) 信
息流进行防病毒处理。要将这三种类型的数据包发送到安全设备，需要在 trust-vr 
中设置扩展的访问列表。

当 10.251.10.0/24 子网中的任何客户端发起使用 TCP 到端口 80、110 或 25 的信息
流时，您想要 ScreenOS 将该信息流与扩展访问列表标准相匹配，并且执行与访问
列表相关联的操作。与其它信息流不同，此操作强制 ScreenOS 按照您指定的方式
发送信息流。每个访问列表需要三个条目，其中一个用于每种目标 TCP 信息流。

注意 : 不必为返回的信息流设置扩展的访问列表，因为安全设备在路由查找之前执行会
话查找，然后其根据需要应用 PBR 策略。返回的信息流具有现有会话。
高级 PBR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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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 trust-vr 配置扩展访问列表，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0 src-ip 10.251.10.0/24 dest-port 80-80 protocol tcp 

entry 1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0 src-ip 10.251.10.0/24 dest-port 110-110 protocol 

tcp entry 2 
set access-list extended 10 src-ip 10.251.10.0/24 dest-port 25-25 protocol tcp 

entry 3 
exit

匹配组

匹配组将扩展的访问列表与在 PBR 策略中引用的有意义的名称相关联。首先进入
虚拟路由器环境，然后创建匹配组， 后添加一个将新创建的匹配组名称与访问列
表和条目编号相关联的条目。

要在 trust-vr 中创建匹配组，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match-group name av-match-trust-vr
set match-group av-match-trust-vr ext-acl 10 match-entry 1 
exit

操作组

接下来，创建操作组，该操作组指定了数据包要送达的位置。对于本例，为 
trust-vr 创建操作组，并将操作设置为将信息流发送至下一跳跃。

对于下一跳跃，操作将使用地址解析协议 (ARP) 进行解析。

对于 trust-vr，输入如下命令，以使用下一跳跃语句通过 192.168.100.254 为信息
流重新定向 :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action-group name av-action-redirect-trust-vr set action-group 

av-action-redirect-trust-vr next-hop 192.168.100.254 action-entry 1 
exit 

PBR 策略

接下来，定义 PBR 策略，它需要以下元素 : 

PBR 策略名称

匹配组名称

操作组名称

小心 : 如果该操作是将信息流发送至下一接口，则链接状态更改会激活 / 禁用路
由策略。
高级 PBR 范例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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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PBR 策略，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br policy name av-redirect-policy-trust-vr 
set pbr policy av-redirect-policy-trust-vr match-group av-match-trust-vr 

action-group av-action-redirect-trust-vr 1 
exit

接口绑定
后，将 PBR 策略绑定到入口接口 e1。

要将 PBR 策略绑定到其入口接口，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e1 pbr av-redirect-policy-trust-vr

具有高可用性和扩展性的高级 PBR

以前面的 PBR 范例作为基础，可以通过高可用性 (HA) 和 / 或扩展性为网络增加
弹性。

弹性 PBR 解决方案
稳固的 PBR 解决方案可包括以下设备配置 : 

两个提供网络连接的安全设备

另外两个提供防病毒扫描的安全设备

每组设备均以主动 / 被动配置运行 NetScreen 冗余协议 (NSRP) 以提供故障切换保
护。对于两个正在执行路由功能的安全设备，如果一个设备发生硬件故障，则另一
个设备将接管路由功能。在该组设备提供防病毒扫描时，如果其中一个设备发生故
障，另一个设备将接管扫描功能。

可升级的 PBR 解决方案
PBR 解决方案很适合扩展。如果需要更大的容量，可以增加更多的安全设备。通
过将 /24 子网分为两个 /25 子网，可以分别为低级 /25 子网和高级 /25 子网配置
一个扩展的访问列表，然后增加两个安全设备以在 DMZ 中提供扫描服务。

如果创建主动 / 主动 NSRP 配置，还可以执行负载均衡。可以一个设备处理来自低
级 /25 子网的信息流，另一个设备处理来自高级 /25 子网的信息流。两台设备互相
提供备份支持。

注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具有高可用性和扩展性的高级 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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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路由

本章介绍基本的组播路由概念。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39 页上的“概述”

第 140 页上的“组播地址”

第 140 页上的“反向路径转发”

第 141 页上的“安全设备上的组播路由”

第 141 页上的“组播路由表”

第 142 页上的“配置静态组播路由”

第 142 页上的“访问列表”

第 142 页上的“配置通道接口上的通用路由封装”

第 144 页上的“组播策略”

概述

企业使用组播路由将信息流 ( 例如，数据流或视频流 ) 从一个源同时传输到一组接
收方。可将任何主机作为源，而且接收方可以位于互联网的任意位置。

IP 组播路由提供了将信息流转发到多个主机的有效方法，因为启用组播的路由器
仅将组播信息流传送到要接收该信息流的主机。主机必须指明要接收组播数据，而
且必须加入组播组才能接收该类数据。启用组播的路由器仅将组播信息流转发给有
意接收该信息流的接收方。
概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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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发组播信息，组播路由环境需要具备以下元素 : 

主机和路由器之间用于传送组播组成员关系信息的机制。安全设备支持“互联
网组管理协议”(IGMP) 版本 1、2 和 3。路由器和主机仅使用 IGMP 传送成员
关系信息，而不转发或路由组播信息流。( 有关 IGMP 的信息，请参阅第 147 
页上的“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用来传送组播路由表以及将数据转发给网络中的各个主机的组播路由协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协议无关组播 - 稀疏模式”(PIM-SM) 和“协
议无关组播 - 源特定模式”(PIM-SSM)。( 有关 PIM-SM 和 PIM-SSM 的信息，请
参阅第 171 页上的“协议无关组播”。) 

或者，还可使用“IGMP 代理”功能来转发组播信息流，而不占用运行组播路
由协议的 CPU 开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4 页上的“IGMP 代理”。)

以下各节将介绍组播路由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组播地址
当源发送组播信息流时，目标地址即为组播组地址。组播组地址是其地址范围介于 
224.0.0.0 和 239.255.255.255 之间的“D 类”地址。

反向路径转发
接收到组播数据包后，组播路由器将使用一个被称作反向路径转发 (RPF) 的过程来
检查数据包的有效性。创建组播路由前，路由器将在单播路由表中执行路由查找以
检查接收数据包的接口 ( 入口接口 ) 是否与将数据包发送回发送方时所必须使用的
接口为同一接口。如果是，路由器将创建组播路由条目，并将数据包转发到下一跳
跃路由器。如果不是，路由器将丢弃该数据包。组播路由器不对静态路由执行此 
RPF 检查。图 22 显示安全设备和组播数据包处理流。

图 22:  反向路径转发

源 
3.3.3.6

外部路由器 
1.1.1.250

安全设备检查入
口接口与将数据
包发送回发送方
的出口接口是否
为同一接口。

ethernet1 
1.1.1.1

来自 1.1.1.250 的
组播数据包到达 
ethernet1。

ethernet3 
10.1.1.1

3a. 如果是同一接口，
会将组播数据包发送
到目的地址。

路由表查找
3b. 如果不是同一接口，
则将丢弃该数据包。

DST IF GATE 
0.0.0.0.eth1 --- 
10.1.1.0 eth3 ---- 
1.1.1.0 eth1 ---
概述



第 7 章 : 组播路由
安全设备上的组播路由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有两个预定义的虚拟路由器 (VR): trust-vr 和 untrust-vr。
每个虚拟路由器均为具有其自身单播和组播路由表的单独路由选择组件。( 有关单
播路由表的信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静态路由”。) 安全设备接收到内向组播数
据包后，将使用组播路由表中的路由进行路由查找。

组播路由表
组播路由表由静态组播路由或通过组播路由协议学到的路由组成。安全设备使用组
播路由表中的信息来转发组播信息流。安全设备为虚拟路由器中的每个路由协议各
提供了一个组播路由表。

组播路由表中含有路由协议的特定信息以及以下内容 : 

以转发状态开头的各个条目。转发状态可采用下列格式之一 : (*, G) 或 (S, G)。
(*, G) 格式称为“星号逗号 G”条目，其中 * 表示任意源，G 为具体的组播组
地址。(S, G) 格式称为“S 逗号 G”条目，其中 S 为源 IP 地址，G 为组播组
地址。

上游和下游接口。

反向路径转发 (RPF) 邻接方。

以下是 trust-vr 虚拟路由器中 PIM-SM 组播路由表的一个范例 : 

trust-vr - PIM-SM routing table
-----------------------------------------------------------------------------
Register - R, Connected members - C, Pruned - P, Pending SPT Alert - G
Forward - F, Null - N, Negative Cache - E, Local Receivers - L
SPT - T, Proxy-Register - X, Imported - I, SGRpt state - Y, SSM Range Group - S
Turnaround Router - K
-----------------------------------------------------------------------------
Total PIM-SM mroutes: 2
(*, 236.1.1.1)  RP 20.20.20.10         00:06:24/-         Flags: LF  
  Zone            : Untrust        
  Upstream        : ethernet1/2         State          : Joined    
  RPF Neighbor    : local               Expires        : -
  Downstream      :
  ethernet1/2  00:06:24/00:02:57  Join         0.0.0.0          FC
(20.20.20.200/24, 236.1.1.1)           00:06:24/00:00:36  Flags: TXLF  Register Prune
  Zone            : Untrust        
  Proxy register  : (10.10.10.1, 238.1.1.1) of zone Trust
  Upstream        : ethernet1/1         State          : Joined    
  RPF Neighbor    : local               Expires        : -
  Downstream      :
  ethernet1/2  00:06:24/-         Join         236.1.1.1          20.20.20.200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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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静态组播路由
可定义从源到组播组的静态组播路由 (S, G)，或者将源和组播组中的其中一个用通
配符来表示，也可两者都由通配符表示。静态组播路由通常用于传送组播数据，这
些数据从 IGMP 路由器代理模式下的接口的主机转发到 IGMP 主机模式下的接口的
上游路由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4 页上的“IGMP 代理”。) 还可使用静
态组播路由来支持区域间组播转发。可为具有任意输入和输出接口的 (S, G) 对创建
静态路由。还可以创建一条静态组播路由，该路由的源或组播组或两者都通过通配
符 0.0.0.0 来表示。配置静态路由时，入接口的组播组地址和出接口的组播组地址
可以不同。

本例中，将配置一个从 IP 地址为 20.20.20.200 的源到组播组 238.1.1.1 的静态组
播路由。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使其在出接口上可将组播组由 238.1.1.1 转换为 
238.2.2.1。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MCast Routing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IP: 20.20.20.200
MGroup: 238.1.1.1
Incoming Interface: ethernet1 ( 选择 )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选择 )
Translated MGroup: 238.2.2.1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mroute mgroup 238.1.1.1 source 20.20.20.200 iif ethernet1 
oif ethernet3 out-group 238.2.2.1

save

访问列表
访问列表是有先后顺序的语句列表，其语句用作路由的比较依据。每条语句指定网
络前缀的 IP 地址 / 网络掩码以及转发状态 ( 允许或拒绝路由 )。在组播路由中，语
句还可包含组播组地址。在组播路由中，将创建访问列表来允许特定组播组或主机
的组播信息流。因此，动作或转发状态始终为“允许”。不能创建访问列表来拒绝
某些组或主机。( 有关访问列表的其它信息，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配置访问列
表”。) 

配置通道接口上的通用路由封装
在单播数据包中封装组播数据包是通过不支持组播的网络以及通过 IPSec 通道传送
组播数据包所使用的常见方法。“通用路由封装”(GRE) 版本 1 是在 IPv4 单播数
据包中封装任何类型数据包的一种机制。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可在 IPv4 
单播数据包中封装 IP 数据包的 GREv1。有关 GRE 的其它信息，请参阅 RFC 1701, 
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 (GRE)。

在安全设备上，在通道接口上启用 GRE 封装。

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和第三方设备或路由器间通过 IPSec VPN 通道传送组
播数据包时，必须启用 GRE。

注意 : 只要回传接口与出接口位于同一区段中，即可在绑定到该回传接口的通道接口上
启用 GRE。有关回传接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上的“回传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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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设备上，传送组播数据包所通过的出接口的数量受到具体平台的限制。在大
型的星型 (hub-and-spoke) VPN 环境下，当安全设备是做为中心 (hub) 节点，可以
通过在该安全设备的上游路由器和末端 (spoke) 处的安全设备间创建一个 GRE 通道
来避免此限制。

在图 23 中，路由器 -A 为设备 -A 的上游，路由器 -A 有两个终止于设备 -1 和设备 -2 
的 GRE 通道。设备 -A 通过 VPN 通道与设备 -1 和设备 -2 相连。“路由器 A”在传
送组播数据包前，会先在 IPv4 单播数据包中对其进行封装。设备 -A 将这些数据包
作为单播数据包接收，然后通过设备 -1 和设备 -2 将其发送。

图 23:  通道接口上的 GRE

在本例中，将在 Device-1 上配置通道接口。将执行以下步骤 : 

1. 创建 tunnel.1 接口并在 trust-vr 上将其绑定到 ethernet3 和 Untrust 区段。

2. 在 tunnel.1 上启用 GRE 封装。

3. 指定 GRE 通道的本地和远程端点。

本例仅介绍安全设备的 GRE 配置。(有关 VPN 的信息，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接收方接收方

设备 -2

使用 GRE 的 
VPN 通道

GRE 通道

路由器 A

互联网

源

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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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Network > Interfaces > Tunnel (tunnel.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cap: GRE ( 选择 )
Local Interface: ethernet3
Destination IP: 3.3.3.1

CLI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gr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dst-ip 3.3.3.1
save

组播策略

缺省情况下，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不允许组播控制信息流 ( 如 IGMP 或 PIM 
消息 ) 通过安全设备。要允许组播控制信息流在区段间通过，必须配置一个指定以
下内容的组播策略 : 

源 - 发起信息流的区段

目标 - 信息流要发送到的区段

组播组 - 希望安全设备允许其组播控制信息流通过的组播组。可指定以下内容
之一 : 

组播组 IP 地址

定义主机可加入的组播组的访问列表

允许所有组播组的组播控制信息流的关键字 any

组播控制信息流 - 组播控制消息的类型: IGMP 消息或 PIM 消息。(有关 IGMP 的
信息，请参阅第 147 页上的“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有关 PIM 的信息，请参
阅第 171 页上的“协议无关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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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指定以下内容 : 

已转换的组播地址 - 安全设备可在出口接口上将内部区段中的组播组地址转换
为不同的地址。要转换组地址，必须在组播策略中指定初始组播地址和转换后
的组播组地址。

双向 - 可创建双向策略以便将其应用到信息流的两个方向。

将不会象对防火墙策略进行排序那样对组播策略进行排序。因此， 新的组播策略
不会覆盖先前的策略，以免出现冲突。相反，安全设备会进行 长匹配 ( 被其它路
由协议使用 ) 来解决所有冲突。当查找到与请求相匹配的较小子网时，将使用该
策略。

注意 : 组播策略仅控制组播控制信息流的流动。要允许数据信息流 ( 既包括单播也包括
组播 ) 在区段间通过，必须配置防火墙策略。( 有关策略的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注意 : 有关如何为 IGMP 消息配置组播策略的范例，请参阅第 158 页上的“为 IGMP 创
建组播组策略”。有关如何为 PIM 消息配置组播策略的范例，请参阅第 180 页上
的“为 PIM-SM 定义组播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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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本章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互联网组管理协议”(IGMP) 组播协
议。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48 页上的“概述”

第 148 页上的“主机”

第 148 页上的“组播路由器”

第 149 页上的“安全设备上的 IGMP”

第 149 页上的“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IGMP”

第 150 页上的“为接受组配置访问列表”

第 151 页上的“配置 IGMP”

第 153 页上的“检验 IGMP 配置”

第 154 页上的“IGMP 操作参数”

第 154 页上的“IGMP 代理”

第 156 页上的“配置 IGMP 代理”

第 157 页上的“在接口上配置 IGMP 代理”

第 158 页上的“IGMP 的组播策略和 IGMP 代理配置”

第 164 页上的“设置 IGMP 发送方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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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在主机和路由器之间使用“互联网组管理协议”(IGMP) 组播协议，可以在网
络中建立并维护组播组成员关系。安全设备支持以下 IGMP 版本 : 

在 RFC 1112, Host Extensions for IP Multicasting 中定义的 IGMPv1，定义组播组
成员关系的基本操作。

在 RFC 2236,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Version 2 中定义的 IGMPv2 
扩展了 IGMPv1 的功能。

在 RFC 3376,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Version 3 中定义的 
IGMPv3，添加了对源过滤的支持。运行 IGMPv3 的主机会指出它们要加入哪
些组播组，以及它们要从哪里接收组播信息流的源。运行“源特定组播中的协
议无关组播”(PIM-SSM) 模式时，IGMPv3 是必需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76 页上的“PIM-SSM”。) 

IGMP 为主机和路由器维护组播组成员关系提供了一个机制。因而，组播路由协议 
( 例如 PIM) 处理来自 IGMP 的成员关系信息，在组播路由表中创建条目，并将组播
信息流转发至网络上的各个主机。

以下各节将对不同类型的 IGMP 消息进行介绍，主机和路由器通过交换这些消息来
维护网络上的组成员关系信息。运行较新 IGMP 版本的主机和路由器可以与运行较
旧 IGMP 版本的主机和路由器一起使用。

主机
主机发送加入组播组的 IGMP 消息，并在这些组中维护它们的成员关系。路由器通
过监听其本地网络上的这些 IGMP 消息来获知哪些主机是组播组的成员。表 16 列
出主机发送的 IGMP 消息和消息的目标地址。

表 16:  IGMP 主机消息

组播路由器
路由器使用 IGMP 来获知哪个组播组在其本地网络上具有成员。每个网络选择一个
称为查询器的指定路由器。通常一个网络中具有一个查询器。查询器将 IGMP 消息
发送给网络中的所有主机，以请求组成员关系信息。当主机响应它们的成员关系报
告时，路由器会提取这些消息中的信息，并在每个接口上更新它们的组成员关系列
表。IGMPv3 路由器负责维护含有组播组地址、过滤模式 (“包括”或“排除”) 以
及组播源的列表。

IGMP 版本 IGMP 消息 目标

IGMPv1 和 v2 主机首次加入组播组时将发送成员关系报告，一旦其成为组成员后，则会定期发
送成员关系报告。成员关系报告指出主机要加入哪个组播组。

主机所要加入的组播组的 
IP 地址

IGMPv3 主机首次加入组播组时将发送成员关系报告，一旦其成为组成员后，则会定期发
送成员关系报告。成员关系报告中含有组播组地址、过滤模式 (“包括”或“排
除”) 以及源列表。如果过滤模式为“包括”，则会接受从源列表中的地址发出
的数据包。如果过滤模式为“排除”，则会接受从源列表中的源以外的源发出的
数据包。

224.0.0.22

IGMPv2 当主机要离开组播组并将停止接收该组的数据时，它将发送 Leave Group 消息。 “所有路由器组”
(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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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介绍了查询器发送的消息和目标地址。

表 17:  IGMP 查询器消息

安全设备上的 IGMP

在某些路由器上，当启用了组播路由协议后，会自动启用 IGMP。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必须明确启用 IGMP 和组播路由协议。

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IGMP
在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都将禁用 IGMP。必须在与主机相连的所有接口上于路由
器模式下启用 IGMP。处于路由器模式时，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运行 
IGMPv2。可以更改缺省值，并运行 IGMPv1、IGMPv2 和 v3，或只运行 IGMPv3。

在接口上启用 IGMP
本例中，将在与主机相连的接口 ethernet1 上于路由器模式下启用 IGMP。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ave

注意 : 对于 IGMPv1，将由每个组播路由协议来确定网络的查询器。对于 IGMPv2 和 
v3，具有网络中 小 IP 地址的路由器接口即为查询器。

IGMP 版本 IGMP 消息 目标

IGMPv1、v2 
和 v3

查询器定期发送一般查询以请求组成员关系信息。 “所有主机”组 (224.0.0.1)

IGMPv2 和 v3 当查询器收到 IGMPv2 Leave Group 消息或 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 ( 指出组
成员关系中的更改 ) 时，它会发送组特定查询。如果查询器在指定时间间
隔内未收到响应，则将假定在其本地网络上不再有该组的其它成员，并将
停止转发该组的组播信息流。

主机将离开的组播组

IGMPv3 查询器发送特定于组和源的查询，以检验该特定组和源是否具有任何
接收方。

主机将离开的组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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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口上禁用 IGMP
本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1 上禁用 IGMP。安全设备将保留 IGMP 配置，但将禁
用该配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清除 Protocol IGMP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ave

要删除 IGMP 配置，请输入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rotocol igmp router 命令。

为接受组配置访问列表
在运行 IGMP 时，有一些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您的注意。恶意用户可能会伪造 IGMP 
查询、成员关系报告以及离开消息。在安全设备上，可以将组播信息流仅限于已知
主机和组播组。此外，还可以在您的网络中指定所允许的查询器。可通过首先创建
访问列表，然后再将其应用到某个接口的方法来设置这些限制。

访问列表是指定 IP 地址和转发状态 (permit 或 deny) 的有先后顺序的语句列表。在 
IGMP 中，访问列表中必须始终具有一个为 permit 的转发状态，并且必须指定以
下内容之一 : 

主机可以加入的组播组

从 IGMP 路由器接口接收 IGMP 消息的主机

从 IGMP 路由器接口接收 IGMP 消息的查询器

创建访问列表后，将其应用到某个接口。一旦将访问列表应用到了某个接口，该接
口就会只接受来自访问列表中指定位置的信息流。因此，要拒绝来自特定组播组、
主机或查询器的信息流，只需将其排除在访问列表之外即可。( 有关访问列表的其
它信息，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配置访问列表”。) 

在本例中，您将在 trust-vr 上创建一个访问列表。该访问列表将指定以下内容 : 

访问列表 ID 为 1。

允许组播组 224.4.4.1/32 的信息流。

该语句的序列号为 1。

创建该访问列表后，允许 ethernet1 上的主机加入该访问列表中所指定的组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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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24.4.4.1/32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ccept Group's Access List ID: 1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4.4.1/32 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accept groups 1
save

配置 IGMP
要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运行 IGMP，只需在与主机直接相连的接口上于
路由器模式下启用它即可。为了确保网络安全，请使用访问列表将组播信息流限制
到已知组播组、主机和路由器。

在图 24 中，受安全设备 NS1 保护的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是从 Untrust 区段中的源
发出的组播流的潜在接收方。接口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与主机相连。组播源正
在将数据传送到组播组 224.4.4.1 上。要在与主机相连的接口上配置 IGMP，请按
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1. 将 IP 地址分配给接口，并将接口绑定到区段。

2. 创建指定了组播组 224.4.4.1/32 的访问列表。

3. 在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上于路由器模式下启用 IGMP。

4. 限制接口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只接收组播组 224.4.4.1/32 的 IGMP 消息。

图 24:  IGMP 配置范例

源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 2 
10.1.2.1/24

ethernet3 
1.1.1.1/24

源指定
路由器

Untrust 区段

NS1

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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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访问列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24.4.4.1/32

Action: Permit

3.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Accept Group's Access List ID: 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Accept Group's Access List ID: 1 

CLI

1. 区段和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2. 访问列表
set vrouter trust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4.4.1/32 1

3.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accept groups 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accept grou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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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enable
save

在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上配置 IGMP 后，必须配置组播路由协议 ( 例如 PIM) 以
转发组播信息流。( 有关 PIM 的信息，请参阅第 171 页上的“协议无关组播”。)

检验 IGMP 配置
要检验连通性并确保 IGMP 运行正常，可以使用多种 exec 和 get 命令。

要在特定接口上发送一般查询或组特定查询，请使用 exec igmp interface 
interface query 命令。例如，要从 ethernet2 发送一般查询，请输入下列命令 : 

exec igmp interface ethernet2 query

要将组特定查询从 ethernet2 发送到组播组 224.4.4.1，请输入下列命令 : 

exec igmp interface ethernet2 query 224.4.4.1

要在特定接口上发送成员关系报告，请使用 exec igmp interface interface 
report 命令。例如，要从 ethernet2 发送成员关系报告，请输入下列命令 : 

exec igmp interface ethernet2 report 224.4.4.1

可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接口的 IGMP 参数 : 

device-> get igmp interface
Interface trust support IGMP version 2 router. It is enabled.
IGMP proxy is disabled.
Querier IP is 10.1.1.90, it has up 23 seconds. I am the querier.
There are 0 multicast groups active.
    Inbound Router access list number: not set
    Inbound Host access list number: not set
    Inbound Group access list number: not set
    query-interval: 125 seconds
    query-max-response-time 10 seconds
    leave-interval 1 seconds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1 seconds

此输出列出以下信息 : 

IGMP 版本 (2)

查询器状态 (I am the querier.)

设置和取消设置参数

要显示有关组播组的信息，请输入以下 CLI 命令 : 

device-> get igmp group

total groups matched: 1
multicast group  interface    last reporter   expire ver
*224.4.4.1       trust        0.0.0.0         ------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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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 操作参数
在接口上于路由器模式下启用 IGMP 时，接口将作为查询器启动。作为查询器，接
口将使用一些您可以对其进行更改的缺省值。当您在此级别上设置参数时，它只影
响您指定的接口。表 18 列出了 IGMP 查询器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18:  IGMP 查询器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在缺省情况下，启用了 IGMPv2/v3 的路由器只接受具有 router-alert IP 选项的 
IGMP 数据包，并且会丢弃不具有该选项的数据包。由于 IGMPv1 数据包不具有该
选项，因此，在缺省情况下运行 IGMPv2/v3 的安全设备会丢弃 IGMPv1 数据包。
可以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使其停止检查 IGMP 数据包是否具有 router-alert IP 选
项，并接受所有 IGMP 数据包，同时允许 IGMPv1 路由器向后兼容。例如，要允许 
ethernet1 接口接受所有 IGMP 数据包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Packet Without Router Alert Option: Permit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no-check-router-alert
save

IGMP 代理

路由器监听 IGMP 消息，并只将这些消息发送到路由器所连接的主机 ; 路由器不会
将 IGMP 消息转发到其本地网络之外的网络。通过启用 IGMP 代理，可以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接口转发 IGMP 消息超出其本地网络一个跳跃。
IGMP 代理使得接口可将 IGMP 消息向上游转发到源，而不需组播路由协议的 CPU 
系统开销。

在安全设备上运行 IGMP 代理时，连接到主机的接口相当于路由器，连接到上游路
由器的接口相当于主机。主机和路由器接口通常位于不同的区段中。要允许在区段
间传送 IGMP 消息，必须配置组播策略。之后，要允许在区段间传送组播数据信息
流，还必须配置防火墙策略。

在支持多个虚拟系统的设备上，必须在根虚拟系统 (vsys) 中配置一个接口，而在单
独的 vsys 中配置另一个接口。然后，创建允许组播控制信息流在两个虚拟系统之
间通过的组播策略。( 有关虚拟系统的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因为接口转发 IGMP 成员关系信息，所以它们在其所绑定的虚拟路由器的组播路由
表中创建条目，同时构建从接收方至源的组播分布树。以下各节将介绍 IGMP 主机
和路由器接口如何将 IGMP 成员关系信息向上游转发给源，以及它们如何将组播数
据从源向下游转发至接收方。

IGMP 接口参数 说明 缺省值

General query interval 查询器接口将一般查询发送到“所有主机”组 (224.0.0.1) 的时间间隔。 125 seconds

Maximum response 
time

一般查询和主机发出响应之间的 大时间。 10 seconds

Last Member Query 
Interval

接口发送“组特定”查询的时间间隔。如果在第二个“组特定”查询后接口
未收到响应，则它会假定在其本地网络上不再有该组的其它成员。

1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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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关系报告向上游发送到源
与安全设备上的路由器接口相连的主机加入组播组时，它会将成员关系报告发送到
组播组。当路由器接口收到来自相连主机的成员关系报告时，它会检查其是否具有
组播组的条目。然后，安全设备会采取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路由器接口具有组播组的条目，则它会忽略成员关系报告。

如果路由器接口不具有组播组的条目，则它会检查是否具有该组的组播策略，
该策略指定路由器接口应将报告发送到哪个区段。

如果没有该组的组播策略，则路由器接口不会转发报告。

如果有该组的组播策略，则路由器接口将创建组播组的条目，并将成员关
系报告转发到组播策略中指定的区段中的代理主机接口。

当代理主机接口收到成员关系报告时，它会检查其是否具有该组播组的 (*, G) 条目。

如果具有该组的 (*, G) 条目，则主机接口会将路由器接口添加到该条目的出口
接口列表中。

如果不具有该组的 (*, G) 条目，则将创建这样一个条目 ; 入口接口是代理主机
接口，出口接口是路由器接口。然后，代理主机接口会将报告转发到其上游路
由器。

组播数据向下游发送到接收方
当安全设备上的主机接口收到组播组的组播数据时，它会检查是否有该组的现有
会话。

如果有该组的会话，则接口将根据会话信息转发组播数据。

如果没有该组的会话，则接口将检查该组是否在组播路由表中具有 (S, G) 条目。

如果有 (S, G) 条目，则接口将相应地转发组播数据。

如果没有 (S, G) 条目，则接口将检查是否有该组的 (*, G) 条目。

如果没有该组的 (*, G) 条目，则接口将丢弃数据包。

如果有该组的 (*, G) 条目，则接口将创建 (S, G) 条目。当接口收到该组的
后续组播数据包时，它会将信息流转发到路由器接口 ( 出口接口 )，而路由
器接口会将该信息流依次转发到其所连接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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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显示 IGMP 代理主机配置的一个范例。

图 25:  IGMP 代理主机配置

配置 IGMP 代理 
本节介绍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IGMP 代理所需的基本步骤 : 

1. 主机模式下，在上游接口上启动 IGMP。在缺省情况下，主机接口将启动 IGMP 
代理。

2. 路由器模式下，在下游接口上启动 IGMP。

3. 启用路由器接口上的 IGMP 代理。

4. 配置允许组播控制信息流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

5. 配置数据信息流在区段间通过的策略。

3. IGMP 代理主机接口检查其是否具
有组播组的 (*,G) 条目 : 

• 如果有，则会将路由器接口添加
到组播路由表条目的出接口中。

• 如果没有，则会创建条目，并将
成员关系报告转发到上游路由器。

2. IGMP 代理路由器接口检查组播组
的条目 : 

• 如果有，则将忽略成员关系报告。

• 如果没有，并且没有该组的组播
策略，则将丢弃成员关系报告。

• 如果没有，但有该组的组播策
略，则将在组播路由表中创建 
(*,G) 条目，其中将主机作为 iif，
将路由器作为 oif。将报告向上游
转发到组播策略中指定的区段上
的主机接口。

1. 主机向上游发送成员关系报告。

4. 源将组播数据向下游发送到接收方。

5. IGMP 代理主机接口检查该组的现有
会话 : 

• 如果有，则会转发组播数据。

• 如果没有，则会检查该组的 (S,G) 
条目 : 

• 如果有，则会转发组播数据。

• 如果没有，则会检查 (*,G) 条目 : 

• 如果没有，将丢弃数据。

• 如果有，将使用 (*,G) 条目的现有
入和出接口，创建 (S,G) 条目，并
转发数据。

6. IGMP 代理路由器接口将数据转发到
接收方。

源

IGMP 代理
主机接口

源指定
路由器

互联网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IGMP 代理
路由器接口

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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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口上配置 IGMP 代理
在安全设备上运行 IGMP 代理时，将下游接口配置为处于路由器模式，将上游接口
配置为处于主机模式。( 注意，接口既可以处于主机模式也可以处于路由器模式，
但不能同时处于两种模式下。) 另外，对于转发组播信息流的路由器接口，它必须
是本地网络中的查询器。要允许非查询器接口转发组播信息流，在启用接口上的 
IGMP 时，必须指定关键字 always。

在缺省情况下，IGMP 接口只接受来自其自身子网的 IGMP 消息。而会忽略来自外
部源的 IGMP 消息。运行 IGMP 代理时，必须使安全设备能够接受从其它子网中的
源发出的 IGMP 消息。

本例中，接口 ethernet1 的 IP 地址为 10.1.2.1/24，并且与上游路由器相连。将对 
ethernet1 进行如下配置 : 

在主机模式下启用 IGMP。

允许该接口接受来自所有源的 IGMP 消息，而不管子网如何。

接口 ethernet3 的 IP 地址为 10.1.1.1/24，并与主机相连。将对 ethernet3 进行如下
配置 : 

在路由器模式下启用 IGMP。

即使该接口不是查询器，也允许它转发组播信息流。

允许该接口接受从其它子网上的源发出的 IGMP 消息。

WebUI

1. 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2.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Host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Proxy: ( 选择 )
Always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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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区段和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2.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proxy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proxy always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save

IGMP 的组播策略和 IGMP 代理配置
通常，安全设备只与其所连接的主机交换 IGMP 消息。对于 IGMP 代理，安全设备
可能需要将 IGMP 消息发送到另一区段中的主机或路由器。要允许跨区段发送 
IGMP 消息，必须配置明确允许进行此操作的组播策略。创建组播策略时，必须指
定下列内容 : 

源 - 发起信息流的区段

目标 - 信息流要发送到的区段

组播组 - 可以是组播组、指定组播组的访问列表，或 "any"

此外，可以将策略指定为双向的，以便将策略应用到信息流的两个方向。

为 IGMP 创建组播组策略

本例中，路由器接口位于 Trust 区段，而主机接口位于 Untrust 区段。定义组播策
略，该策略允许组播组 224.2.202.99/32 的 IGMP 消息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通
过。使用关键字 bi-directional，以允许双向信息流。

WebUI

MCast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2.202.99/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CLI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2.202.99/32 to un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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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GMP 代理配置

如图 26 所示，在安全设备 NS1 和 NS2 上配置 IGMP 代理。NS1 与 NS2 通过 VPN 
通道相连。在两个位置的安全设备上执行下列步骤 : 

1. 将 IP 地址分配给绑定到安全区段的物理接口。

2. 创建地址对象。

3. 启用主机和路由器接口上的 IGMP，并启用路由器接口上的 IGMP 代理。( 在缺
省情况下，将启用主机接口上的 IGMP 代理。)

a. 在 NS1 的 ethernet1 上指定关键字 always，这样，即使该接口不是查询
器，也会允许它转发组播信息流。

b. 在缺省情况下，IGMP 接口只接受来自其自身子网的 IGMP 数据包。本例
中，接口位于不同的子网中。启用 IGMP 时，允许接口接受来自所有子网
的 IGMP 数据包 ( 查询、成员关系报告和离开消息 )。

4. 设置路由。

5. 配置 VPN 通道。

6. 配置数据信息流在区段间通过的防火墙策略。

7. 配置 IGMP 消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本例中，将组播信息流限制到一个
组播组 (224.4.4.1/32)。

图 26:  两台设备之间的 IGMP 代理配置

与 NSI 相关的条目

源
互联网

指定路由器

ethernet1 
10.2.2.1/24

Trust 区段

接收方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通道接口 
tunnel.1

ethernet3 
3.1.1.1/24

ethernet3 
2.2.2.2/24

通道接口 
tunnel.1VPN 通道

 NS1

与 NS2 相关的条目

ethernet1 
10.3.1.1/24

 N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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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S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branch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3.1.0/24
Zone: Untrust

3.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Host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Proxy ( 选择 ): Always ( 选择 )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3.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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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PN

VPN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Branch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3.1.1.1
Preshared Key: fg2g4h5j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Phase 1 Proposal (for Compatible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branch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 选择 )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7.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WebUI (NS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3.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3.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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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grou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ource-d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1/24
Zone: Untrust

3.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roxy ( 选择 ): Alway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IGMP Mode: Host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trust-v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 选择 )

5. VPN

VPN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Cor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fg2g4hvj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Phase 1 Proposal (for Compatible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IGMP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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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ource-d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7.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CLI (NS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1 10.3.1.0/24

3.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proxy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proxy always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4. 路由
set route 10.3.1.0/24 interface tunnel.1

5.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address 3.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fg2g4h5j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Corp_Branch gateway To_Branch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Corp_Branch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Corp_Branch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3.1.0/24 any

6. 策略
set policy name To_Branch from untrust to trust branch1 any any permit

7.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to un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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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NS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3.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group1 224.4.4.1/32
set address untrust source-dr 10.2.2.1/24

3.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proxy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proxy always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4. 路由
set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5.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To_Corp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fg2g4hvj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Branch_Corp gateway To_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Branch_Corp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Branch_Corp proxy-id local-ip 10.3.1.0/24 remote-ip 10.2.2.0/24 any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source-dr mgroup1 any permit

7.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untrust mgroup 224.4.4.1/32 to 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ave

设置 IGMP 发送方代理
在 IGMP 代理中，组播信息流通常从主机接口向下游流向路由器接口。在某些情况
下，源可能与路由器接口位于同一网络中。当与某个接口相连接的源 ( 该源与 
IGMP 路由器代理接口位于同一网络中 ) 发送组播信息流时，安全设备将检查下列
内容 : 

允许信息流从源区段流向 IGMP 代理主机接口所在区段的组播组策略

可接受源的访问列表
IGMP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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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源区段与代理 IGMP 接口所在区段间的组播策略，或者源未在可接受源
的列表中，则安全设备将丢弃信息流。如果存在源区段与代理 IGMP 接口所在区段
间的组播策略，并且源在可接受源的列表中，则设备将在组播路由表中为该接口创
建一个 (S,G) 条目 ; 入接口是源所连接的接口，而出接口是 IGMP 代理主机接口。
然后，安全设备将数据向上游发送到 IGMP 代理主机接口，该接口将数据发送到其
所连接的所有代理路由器接口 ( 与源相连的接口除外 )。

图 27 显示了 IGMP 发送方代理的一个范例。

图 27:  IGMP 发送方代理

本图 28 中，源与 ethernet2 接口相连，该接口被绑定到了 NS2 上的 DMZ 区段。
源将组播信息流发送到组播组 224.4.4.1/32。有连接到 ethernet1 接口的接收方，
该接口被绑定到了 NS2 上的 Trust 区段。ethernet 1 和 ethernet2 均为 IGMP 代理
路由器接口。而绑定到 NS2 的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是 IGMP 代理主机接
口。也有连接到 ethernet1 接口的接收方，该接口被绑定到了 NS1 的 Trust 区段。
在 NS2 上执行下列步骤 : 

1. 将 IP 地址分配给绑定到安全区段的接口。

2. 创建地址对象。

3. 在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上 : 

a. 在路由器模式下启用 IGMP 并启用 IGMP 代理。

b. 指定关键字 always，这样，即使接口不是查询器，它们也可转发组播
信息流。

4. 在 ethernet3 上于主机模式下启用 IGMP。

5. 设置缺省路由。

6. 配置区段间的防火墙策略。

7. 配置区段间的组播策略。

ethernet2
互联网

ethernet1

组播路由表
iff = ethernet2
oif = ethernet3 源

接收方

组播信息流

ethernet3 代理 IGMP 接口
将组播信息流发送到所有

代理路由器接口

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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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IGMP 发送方代理网络范例

WebUI (NS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2.2.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grou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Zone: Trust

注意 : 本例仅就 NS2 的配置进行介绍，而对 NS1 的配置不做介绍。

注意 : 图中未显示安全区段。

接收方

ethernet1 
10.2.2.1/24
Trust 区段

ethernet1 
1.1.1.1/24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2.2.2.2/24 

Untrust 区段 
IGMP 主机代理

互联网

NS2NS1

ethernet1, 10.2.2.1 
Trust 区段 IGMP 
路由器代理

源 
3.2.2.5

接收方

ethernet2, 3.2.2.1/24 
DMZ 区段，

IGMP 路由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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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ource-d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2.2.5/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xy-hos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2/32
Zone: Untrust

3.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roxy ( 选择 ): Alway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roxy ( 选择 ): Alway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GMP Mode: Host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Packet From Different Subnet: Permit ( 选择 )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DMZ,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source-d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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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ource-d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xy-host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6.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 (From: DMZ,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MCast Policies > (From: DMZ,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MCas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IGMP Message: ( 选择 )

CLI (NS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3.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group1 224.4.4.1/32
set address dmz source-dr 3.2.2.5/32
set address untrust proxy-host 2.2.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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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proxy always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proxy alway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no-check-sub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igmp enable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dmz to trust source-dr mgroup1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untrust source-dr mgroup1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roxy-host mgroup1 any permit

6.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dmz mgroup 224.4.4.1/32 to un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dmz mgroup 224.4.4.1/32 to 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to untrust 

igmp-message bi-directional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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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协议无关组播

本章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协议无关组播”(PIM)。本章包括以下
几个部分 : 

第 172 页上的“概述”

第 173 页上的“PIM-SM”

第 173 页上的“组播分布树”

第 174 页上的“指定路由器”

第 174 页上的“将汇聚点映射到组”

第 175 页上的“在分布树上转发信息流”

第 177 页上的“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第 177 页上的“启用和删除 VR 的 PIM-SM 实例”

第 178 页上的“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PIM-SM”

第 179 页上的“组播组策略”

第 180 页上的“设置基本 PIM-SM 配置”

第 185 页上的“验证配置”

第 186 页上的“配置汇聚点”

第 186 页上的“配置静态汇聚点”

第 187 页上的“配置候选汇聚点”

第 188 页上的“安全注意事项”

第 188 页上的“限制组播组”

第 189 页上的“限制组播源”

第 190 页上的“限制汇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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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 页上的“PIM-SM 接口参数”

第 191 页上的“定义邻接方策略”

第 191 页上的“定义自举边界”

第 192 页上的“配置代理汇聚点”

第 201 页上的“PIM-SM 和 IGMPv3”

概述

“协议无关组播”(PIM) 是在路由器间运行的组播路由协议。“互联网组管理协
议”(IGMP) 在主机和路由器间运行，以交换组播组成员关系信息 ; 而 PIM 在路由
器间运行，以将组播信息流转发到整个网络中的组播组成员。( 有关 IGMP 的信
息，请参阅第 147 页上的“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图 29:  IGMP

当您运行 PIM 时，必须同时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因为 PIM 使用底层单
播路由协议的路由表来执行其 RPF ( 反向路径转发 ) 检查，但却不依赖于单播路由
协议的功能，所以 PIM 称为协议无关。( 有关 RPF 的信息，请参阅第 140 页上的
“反向路径转发”。)

源

组播路由协议 ( 例如 
PIM-SM) 传送组播路
由表并将数据转发给
网络中的各个主机。

主机和路由器使用 
IGMP 来交换组播组
成员关系信息。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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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 可在下列模式下运行 : 

“PIM 密集模式”(PIM-DM) 在整个网络中大量发送组播信息流，然后对不希望
接收组播信息流的接收器的路由进行裁剪。

“PIM 稀疏模式”(PIM-SM) 将组播信息流仅转发到请求该信息流的接收方。运
行 PIM-SM 的路由器可使用共享路径树或 短路径树 (SPT) 来转发组播信息。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3 页上的“组播分布树”。)

“PIM 源特定组播模式”(PIM-SSM) 源自 PIM-SM。与 PIM-SM 类似，该模式也
将组播信息流仅转发到特定接收方。与 PIM-SM 不同的是，该模式会立即形成
到源的 SPT。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 draft-ietf-pim-sm-v2-new-06 中所定义的 
PIM-SM 以及 RFC 3569, An Overview of Source-Specific Multicast (SSM) 中所定
义的 PIM-SSM。有关 PIM-SM 的信息，请参阅“PIM-SM”有关 PIM-SSM 的信
息，请参阅第 176 页上的“PIM-SSM”。

PIM-SM
PIM-SM 是将组播信息流仅转发到特定接收方的组播路由协议。该协议可使用共享
分布树或 短路径树 (SPT) 在整个网络中转发组播信息流。( 有关组播分布树的信
息，请参阅第 173 页上的“组播分布树”。) 在缺省情况下，PIM-SM 使用在其根
部具有一个汇聚点 (RP) 的共享分布树。组中的所有源将其数据包发送到 RP，然
后 RP 将数据沿共享分布树向下发送到网络中的所有接收器。当达到临界值时 ( 该
数值可以被设置 ) ，接收方会形成到源的 SPT，这就缩短了接收方接收组播数据的
时间。

不管使用那种类型的树来发送信息流，只有明确加入某个组播组的接收方才能接收
该组的信息流。当收到组播控制消息并使用组播路由表向接收方发送组播数据信息
流时，PIM-SM 将使用单播路由表来执行其反向路径转发 (RPF) 查找。

组播分布树

组播路由器通过组播分布树将组播信息流从源向下游转发到接收方。有两种类型的
组播分布树 : 

短路径树 (SPT) - 源位于树的根部，并由源将组播数据向下游转发给每个接
收方。也称为源特定树。

共享分布树 - 源将组播信息流传送到汇聚点 (RP)，该汇聚点通常为处于网络核
心位置的路由器。然后再由 RP 将信息流向下游转发给分布树上的各个接收方。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会在收到第一个字节时切换为 S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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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PIM

指定路由器

当多路访问局域网 (LAN) 中存在多个组播路由器时，这些路由器将选举产生一个指
定路由器 (DR)。源所在 LAN 上的 DR 负责将组播数据包从源发送到 RP 以及发送
到位于源特定分布树上的各个接收方。接收方所在 LAN 上的 DR 负责将 join-prune 
消息从接收方转发到 RP，并且负责将组播数据信息流发送给该 LAN 中的各个接收
方。当接收方要加入或退出组播组时，它们会发送 join-prune 消息。

通过选择过程来选定 DR。LAN 中的每个 PIM-SM 路由器都各有一个用户可配置的 
DR 优先级。PIM-SM 路由器在其定期发送给邻接路由器的 hello 消息中通告它们的 
DR 优先级。当路由器收到 hello 消息时，会选择具有 高 DR 优先级的路由器作为 
LAN 的 DR。如果存在多个具有 高 DR 优先级的路由器，则具有 高 IP 地址的路
由器将成为 LAN 的 DR。

将汇聚点映射到组

汇聚点 (RP) 发送特定组播组的组播数据包。PIM-SM 域是一组具有相同 RP-group 映
射的 PIM-SM 路由器。可使用两种方式将组播组映射到 RP: 静态映射和动态映射。

静态 RP 映射

要在 RP 和组播组之间创建静态映射，必须为网络中每个路由器上的组播组配置 
RP。每次 RP 的地址变化时，都必须重新配置 RP 地址。

动态 RP 映射

PIM-SM 还提供将 RP 动态映射到组播组的机制。首先，为每个组播组配置候选汇
聚点 (C-RP)。然后，C-RP 再将 Candidate-RP 通告发送给 LAN 中一个被称为自举路
由器 (BSR) 的路由器。通告中含有组播组 ( 路由器将成为该组的 RP) 和 C-RP 的优
先级。

BSR 收集这些 C-RP 通告，然后再将它们以 BSR 消息的形式发送给域中的所有路由
器。路由器收集这些 BSR 消息，并使用众所周知的散列算法为每个组播组选择一
个活动 RP。如果所选的 RP 发生故障，则路由器会从候选 RP 中选择一个新的 
RP-group 映射。有关 BSR 选择过程的信息，请参阅 draft-ietf-pim-sm-bsr-03.txt。

共享分布树

2. 源将组播信息流向下游发送到汇聚
点 (RP)。

3. RP 将组播信息流向下游转发送给
各个接收方。

短路径树

1. 源将组播信息流向下游发送
给各个接收方。

RP

接收方 接收方

短路径树

共享分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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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布树上转发信息流

本节将介绍 PIM-SM 路由器如何将加入消息发往组播组的汇聚点 (RP)，以及 RP 如
何将组播数据传送到网络中的接收方。在组播网络环境中，安全设备可以充当 
RP、源网络或接收方网络中的指定路由器或者中间路由器。

源将数据发送到组

当源开始发送组播数据包时，它将向网络发送数据包。当该局域网 (LAN) 中的指定
路由器 (DR) 收到组播数据包时，它会在单播路由表中查找出接口和通往 RP 的下
一跳跃 IP 地址。然后，DR 会将组播数据包封装到被称为注册消息的单播数据包
中，并将它们转发到下一跳跃 IP 地址。当 RP 收到注册消息后，将对数据包进行
解封，并沿着通向接收方的分布树向下发送组播数据包。

图 31:  源发送数据

如果源 DR 的数据传输速率达到了所配置的临界值，则 RP 会向源 DR 发送一条 
PIM-SM 加入消息，因此 RP 可以接收本地组播数据，而不是注册消息。当源 DR 
收到加入消息时，会向 RP 发送组播数据包和注册消息。当 RP 收到来自 DR 的组
播数据包时，会向 DR 发送一条 register-stop 消息。当 DR 收到该 register-stop 消
息时，会停止发送注册消息，并发送本地组播数据，然后再由 RP 将此数据向下游
发送给接收方。

主机加入组

当主机加入组播组时，会将一条 IGMP 加入消息发送给该组播组。当主机所在 LAN 
上的 DR 收到 IGMP 加入消息时，它会在该组中查找 RP。它会在组播路由表中创
建一个 (*,G) 条目，并将 PIM-SM 加入消息向上游发送给通往 RP 的 RPF 邻接路由
器。当上游路由器收到 PIM-SM 加入消息时，会执行相同的 RP 查找过程，同时还
将检查该加入消息是否来自 RPF 邻接路由器。如果该消息确实来自 RPF 邻接路由
器，则会将 PIM-SM 加入消息转发给 RP。在 PIM-SM 加入消息到达 RP 之前，会继
续此过程。当 RP 收到加入消息时，会将组播数据向下游发送给接收方。

1. 源向下游发送组播
数据包。

2. DR 封装数据包，并将
注册消息发送给 RP。

指定路由器 (DR)

汇聚点 (RP)

源

3. RP 解封注册消息，并将组播
数据包发送给接收方。

接收方 接收方
概述 175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76
图 32:  主机加入组

每个下游路由器收到组播数据时，都会执行 RPF 检查。每个路由器都会检查所收到
的组播数据包是否来自同一个接口 ( 向 RP 发送信息流时所使用的接口 )。如果 RPF 
检查取得成功，则路由器会在组播路由表中查找相匹配的 (*, G) 转发条目。如果找
到了 (*, G) 条目，则会将源放到该条目中 [ 该条目将成为 (S, G) 条目 ]，并向下游转
发组播数据包。将沿分布树向下继续进行此过程，直到主机收到组播数据为止。

当信息流传输速率达到所配置的临界值时，主机所在 LAN 上的 DR 可以形成直接
通往组播源的 短路径树。当 DR 开始接收直接来自源的信息流时，它会将源特定
裁剪消息向上游发送到 RP。每个中间路由器会“裁剪”至主机的链接，使其脱离
分布树，直到裁剪消息到达 RP 为止，之后 RP 会停止沿着分布树的该特定分支向
下发送组播信息流。

PIM-SSM
除了支持 PIM-SM 之外，安全设备还支持“PIM 源特定组播”(PIM-SSM)。PIM-SSM 
遵循源特定模式 (SSM)，在该模式下，组播信息流还可传送到通道，而不仅仅是组
播组。通道由源和组播组组成。接收方会向具有已知源和组播组的通道进行注册。
接收方通过 IGMPv3 提供有关源的信息。LAN 上的指定路由器将消息发送到源，而
不发送到汇聚点 (RP)。

IANA 已将组播地址范围 232/8 预留给了 IPv4 中的 SSM 服务。如果设备上同时运
行 IGMPv3 和 PIM-SM，则可确保 PIM-SSM 在该地址范围内运行。安全设备将按如
下方式处理地址范围 232/8 内的组播组的 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 : 

如果报告中所含的过滤模式为“包括”，则设备会将报告直接发送到源列表中
的源。

如果报告中所含的过滤模式为“排除”，则设备会丢弃报告。设备不会处理地
址范围 232/8 内的组播组的 (*,G) 报告。

指定路由器 (DR)

主机 / 接收方

汇聚点 RP

3. RP 将组播数据向
下游发送给各个
接收方。

主机 / 接收方

1. 主机将 IGMP 加入消息
发送给组播组。

2. DR 将 IGMP 加入
消息发送给 RP。

源

概述



第 9 章 : 协议无关组播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SM 步骤与配置 PIM-SM 的步骤大体相同，其不同之处如下: 

必须在与接收方相连的接口上配置 IGMPv3。(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启用 
IGMPv2。)

当您配置组播组策略时，应允许 join-prune 消息。( 不使用自举消息。)

不配置“汇聚点”。

下节介绍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有两个预定义的虚拟路由器 (VR): trust-vr 和 untrust-vr。
每个虚拟路由器均为具有其自身路由表的单独路由选择组件。“协议无关组播 - 稀
疏模式”(PIM-SM) 使用虚拟路由器的路由表，通过该虚拟路由器上的路由表来查
询反向路径转发 (RPF) 接口和下一跳跃 IP 地址。因此，要在安全设备上运行 
PIM-SM，必须首先在虚拟路由器上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然后在同一虚
拟路由器上配置 PIM-SM。( 有关虚拟路由器的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路
由”。) 安全设备支持以下动态路由协议 : 

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上的“开放 短
路径优先”。

路由信息协议 (RIP)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路由信息协议”。

边界网关协议 (BGP)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7 页上的“边界网关协议”。

以下各节将就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所需的下列几个基本步骤进行介绍 : 

在 VR 中创建并启用 PIM-SM 实例

在接口上启用 PIM-SM

配置允许 PIM-SM 消息通过安全设备的组播策略

启用和删除 VR 的 PIM-SM 实例
可以为每个 VR 各配置一个 PIM-SM 实例。PIM-SM 使用 VR 的单播路由表来执行其 
RPF 检查。在 VR 上创建并启用 PIM-SM 路由选择实例后，即可在 VR 中的接口上
启用 PIM-SM。

启用 PIM-SM 实例

本例中，将为 trust-vr 虚拟路由器创建并启用 PIM-SM 实例。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PIM 
Instance: 选择 Protocol PIM: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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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device->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pim
device(trust.vr/pim)-> set enable
device(trust.vr/pim)->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save

删除 PIM-SM 实例

本例中，将从 trust-vr 虚拟路由器中删除 PIM-SM 实例。当您从虚拟路由器中删除 
PIM-SM 实例后，安全设备将在接口上禁用 PIM-SM，并会删除所有 PIM-SM 接口
参数。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Delete PIM Instance，
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deleting PIM instance, are you sure? y/[n] y
save

在接口上启用和禁用 PIM-SM
在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都将禁用 PIM-SM。在虚拟路由器中创建并启用 PIM-SM 
后，必须在传送组播信息流的虚拟路由器中的接口上启用 PIM-SM。如果接口与接
收方相连，还必须在该接口上于路由器模式下配置 IGMP。( 有关 IGMP 的信息，请
参阅第 147 页上的“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当在绑定到区段的接口上启用 PIM-SM 时，在该接口所属的区段中将自动启用 
PIM-SM。然后可为该区段配置 PIM-SM 参数。同样，当在该区段的接口上禁用 
PIM-SM 参数时，会自动删除与该区段相关的所有 PIM-SM 参数。

在接口上启用 PIM-SM
本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1 上启用 PIM-SM。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ave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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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口上禁用 PIM-SM
本例中，将在接口 ethernet1 上禁用 PIM-SM。注意，已启用 PIM-SM 的所有其它
接口仍在传送及处理 PIM-SM 数据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清除 Protocol PIM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ave

组播组策略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不允许组播控制信息流 ( 例如 PIM-SM 消息 ) 在区段间通
过。必须配置允许 PIM-SM 消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组策略。组播组策略可对两种
类型的 PIM-SM 消息进行控制 : static-RP-BSR 消息和 join-prune 消息。

Static-RP-BSR 消息

Static-RP-BSR 消息中含有与静态汇聚点 (RP) 和动态 RP-group 映射相关的信息。通
过配置允许静态 RP 映射和自举 (BSR) 消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可使安全设
备能够在虚拟路由器中的区段间或两个虚拟路由器之间共享 RP-group 映射。路由
器可以从其它区段获知 RP-group 映射，因此不必在所有区段中都配置 RP。

当安全设备收到 BSR 消息时，会检验该消息是否来自其反向路径转发 (RPF) 邻接
方。之后会检查该 BSR 消息中是否存在组播组的组播策略。该设备会滤出该组播策
略中不允许的组，并将允许组的 BSR 消息发送到策略所允许的所有目标地址区段。

Join-Prune 消息

组播组策略还可控制 join-prune 消息。当安全设备在其下游接口收到源和组 ( 或源
和 RP) 的 join-prune 消息时，将在单播路由表中查找 RPF 邻接方和接口。

如果 RPF 接口与下游接口位于同一区段，则不需要进行组播策略验证。

如果 RPF 接口位于另一区段中，则安全设备会检查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组播策
略 : 允许组的 join-prune 消息在下游接口所在的区段与 RPF 接口所在的区段间
通过。

如果存在允许 join-prune 消息在这两个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则安全设
备会将该消息转发给 RPF 接口。

如果不存在允许 join-prune 消息在这两个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则设备
将丢弃 join-prune 消息。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PIM-SM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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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IM-SM 定义组播组策略

本例中，将定义一个双向组播组策略，该策略允许所有 PIM-SM 消息在组 
224.4.4.1 的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通过。

WebUI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PIM Message: ( 选择 )
BSR-Static RP: ( 选择 )
Join/Prune: ( 选择 )

CLI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to untrust 
pim-message bsr-static-rp join-prune bi-directional

save

设置基本 PIM-SM 配置

安全设备可以充当汇聚点 (RP)、源指定路由器 (DR)、接收方 DR 以及中间路由
器。但不能充当自举路由器。

可以在单个虚拟路由器 (VR) 上或跨两个 VR 配置 PIM-SM。要在单个虚拟路由器上
配置 PIM-SM，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配置区段和接口。

2. 在安全设备中的特定虚拟路由器上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例如，“路
由信息协议”(RIP)、“边界网关协议”(BGP) 或“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3. 创建允许单播和组播数据信息流在区段间通过的防火墙策略。

4. 在其中已配置了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的虚拟路由器上创建并启用 PIM-SM 
路由选择实例。

5. 在可将信息流向上游转发到源或 RP、向下游转发到接收方的接口上启用 
PIM-SM。

6. 在与主机相连的接口上启用 IGMP。

7. 配置允许 PIM-SM 消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

当跨两个 VR 配置 PIM-SM 时，必须在 VR 所在的区段 (RP 位于其中 ) 中配置 RP。
然后，配置允许 join-prune 和 BSR-static-RP 消息在每个 VR 所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
组策略。还必须在两个 VR 间导出单播路由，以确保反向路径转发 (RPF) 信息的精
确性。有关导出路由的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上的“在虚拟路由器之间导出和导入
路由”。

注意 : 如果安全设备配置有多个 VR，则所有 VR 必须具有相同的 PIM-SM 选项。
设置基本 PIM-SM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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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多个虚拟系统。( 有关虚拟系统的信息，请参
阅第 10 卷 : 虚拟系统。) 在虚拟系统中配置 PIM-SM 的步骤与在根系统中配置 
PIM-SM 的步骤相同。在分别位于不同虚拟系统上的两个虚拟路由器上配置 
PIM-SM 时，必须配置代理 RP。( 有关配置代理 RP 的信息，请参阅第 192 页上的
“配置代理汇聚点”。)

本例中，将在 trust-vr 中配置 PIM-SM。您希望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接收组播组 
224.4.4.1/32 的组播信息流。将 RIP 配置为 trust-vr 中的单点路由协议，并将创建
允许数据信息流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通过的防火墙策略。将在 trust-vr 中创建 
PIM-SM 实例，并在 Trust 区段中的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上以及 Untrust 区段中
的 ethernet3 上启用 PIM-SM。所有接口都处于路由模式。然后，在与接收方相连
的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上配置 IGMP。 后，创建允许 static-RP-BSR 和 
join-prune 消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

图 33:  基本 PIM-SM 配置

Untrust 区段

接收方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ethernet2 
10.1.2.1/24

接收方ethernet3 
1.1.1.1/24

汇聚点

自举路由器

指定路由器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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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grou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ource-d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6.6.6.1/24
Zone: Untrust

3. IGM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IGMP Mode: Router ( 选择 )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设置基本 PIM-SM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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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Create RIP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RI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RIP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RIP: Enable ( 选择 )

5. PIM-SM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Create PIM Instance: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ource-dr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7.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PIM Message: ( 选择 )
BSR Static RP: ( 选择 )
Join/Prune: ( 选择 )
设置基本 PIM-SM 配置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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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区段和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group1 224.4.4.1/32
set address untrust source-dr 6.6.6.1/24

3. IGMP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igmp enable

4. RI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 enable

5. PIM-SM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pim enable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source-dr mgroup1 any permit

7.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any to untrust 

pim-message bsr-static-rp join bi-directional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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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配置

要检验 PIM-SM 配置，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PIM-SM enabled
Number of interfaces : 1
SPT threshold        : 1 Bps
PIM-SM Pending Register Entries Count : 0
Multicast group accept policy list: 1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PIM RP policy
--------------------------------------------------
Group Address      RP access-list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PIM source policy
--------------------------------------------------
Group Address      Source access-list

要查看组播路由条目，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 

device-> get igmp group
total groups matched: 1
multicast group  interface    last reporter   expire ver
*224.4.4.1       trust        0.0.0.0         ------ v2

device->g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mroute 
trust-vr - PIM-SM routing table
-----------------------------------------------------------------------------
Register - R, Connected members - C, Pruned - P, Pending SPT Alert - G
Forward - F, Null - N, Negative Cache - E, Local Receivers - L
SPT - T, Proxy-Register - X, Imported - I, SGRpt state - Y, SSM Range Group - S
Turnaround Router - K
-----------------------------------------------------------------------------
Total PIM-SM mroutes: 2

(*, 236.1.1.1)  RP 20.20.20.10         01:54:20/-         Flags: LF  
  Zone            : Untrust        
  Upstream        : ethernet1/2         State          : Joined    
  RPF Neighbor    : local               Expires        : -
  Downstream      :
  ethernet1/2  01:54:20/-         Join         0.0.0.0          FC

(10.10.10.1/24, 238.1.1.1)             01:56:35/00:00:42  Flags: TLF  Register Prune
  Zone            : Trust          
  Upstream        : ethernet1/1         State          : Joined    
  RPF Neighbor    : local               Expires        : -
  Downstream      :
  ethernet1/2  01:54:20/-         Join         236.1.1.1          20.20.20.200 FC

可以在每个路由条目中检查下列内容 : 

(S, G) 状态或 (*, G) 转发状态

如果转发状态是 (*, G)，则会显示 RP IP 地址;如果转发状态是 (S, G)，则会显示
源 IP 地址

路由所属的区段

“加入”状态以及入和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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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的值

要查看每个区段中的汇聚点，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rp
Flags : I - Imported, A - Always(override BSR mapping)
        C - Static Config, P - Static Proxy
-----------------------------------------------------------------------------
Trust         
  238.1.1.1/32       RP: 10.10.10.10     192    Static  -     C  
    Registering : 0
    Active Groups : 1
               238.1.1.1
Untrust       
  236.1.1.1/32       RP: 20.20.20.10     192    Static  -     P  
    Registering : 0
    Active Groups : 1
               236.1.1.1

要检验是否存在“反向路径转发”邻接方，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rpf
Flags : RP address - R, Source address - S
Address         RPF Interface      RPF Neighbor    Flags
-------------------------------------------------------
10.10.11.51     ethernet3          10.10.11.51     R
10.150.43.133   ethernet3          10.10.11.51     S

要查看安全设备发送给虚拟路由器中各个邻接方的 join-prune 消息的状态，请执行
下面的命令 : 

device-> get vrouter untrust protocol pim join
Neighbor        Interface       J/P          Group           Source
---------------------------------------------------------------------
1.1.1.1         ethernet4:1    (S,G)     J  224.11.1.1      60.60.0.1
                               (S,G)     J  224.11.1.1      60.60.0.1

配置汇聚点

当希望将某个特定 RP 绑定到一个或多个组播组时，可以配置静态汇聚点 (RP)。可
以配置多个静态 RP，每个 RP 映射到不同的组播组。

当网络中不存在自举路由器时，必须配置静态 RP。虽然安全设备可以接收并处理
自举消息，但却不能充当自举路由器。

当希望将 RP 动态映射到组播组时，可以将虚拟路由器配置为候选 RP (C-RP)。可
以为每个区段创建一个 C-RP。

配置静态汇聚点
配置静态 RP 时，您需指定以下内容 : 

静态 RP 的区段

静态 RP 的 IP 地址

定义静态 RP 的组播组的访问列表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上的“访
问列表”。)
配置汇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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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访问列表中的组播组始终使用同一 RP，请将关键字 always 包括在内。当
未将该关键字包括在内，且安全设备发现了动态映射到同一组播组的另一 RP 时，
设备会使用该动态 RP。

本例中，将首先创建组播组 224.4.4.1 的访问列表，然后再为该组创建一个静态 
RP。静态 RP 的 IP 地址是 1.1.1.5/24。指定关键字 always，以确保安全设备始终
使用与该组的 RP 相同的 RP。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2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24.4.4.1/32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 
RP Address > New: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 选择 )
Address: 1.1.1.5
Access List: 2
Always: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2 permit ip 224.4.4.1/32 1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zone trust rp address 1.1.1.5 mgroup-list 2 always
save

配置候选汇聚点
当将虚拟路由器配置为 C-RP 时，需指定下列内容 : 

在其中配置 C-RP 的区段

通告为 C-RP 的接口的 IP 地址

定义 C-RP 的组播组的访问列表

通告的 C-RP 优先级

本例中，将在被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 ethernet1 接口上启用 PIM-SM。创建对 C-RP 
的组播组进行定义的访问列表。然后在 trust-vr 所在的 Trust 区段中创建 C-RP。将 
C-RP 的优先级设置为 200。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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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24.2.2.1/32
Action: Permit

Select Add Seq No: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quence No.: 2
IP/Netmask: 224.3.3.1/32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 
RP Candidate > Edit (Trust Zone):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ethernet1 ( 选择 ) 
Access List: 1 ( 选择 )
Priority: 2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2.2.1/32 1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3.3.1/32 2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zone trust rp candidate interface ethernet1 

mgroup-list 1 priority 200
save

安全注意事项

运行 PIM-SM 时，可以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上设置某些选项，以便对进出 VR 的信
息流进行控制。在 VR 级上所定义的设置会影响 VR 中所有启用了 PIM-SM 的接口。

当接口收到来自其它区段的组播控制信息流 (IGMP 或 PIM-SM 消息 ) 时，安全设备
将首先检查是否存在允许信息流的组播策略。如果安全设备找到了允许信息流的组
播策略，则会针对可应用到信息流的所有 PIM-SM 选项对虚拟路由器进行检查。例
如，如果将虚拟路由器配置为可接受来自访问列表中指定的组播组的 join-prune 消
息，则安全设备会检查信息流是否适用于列表中的某个组播组。如果适用，设备将
允许信息流。如果不适用，设备将丢弃信息流。

限制组播组
可以限制 VR 只转发某一组特定组播组的 PIM-SM join-prune 消息。可在访问列表
中指定所允许的组播组。当您使用此功能时，VR 会丢弃未位于访问列表中的组的 
join-prune 消息。

本例中，将创建 ID 号为 1 的访问列表，此列表允许下列组播组 : 224.2.2.1/32 和 
224.3.3.1/32。然后对 trust-vr 进行配置，使其接受来自访问列表中的组播组的 
join-prune 消息。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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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24.2.2.1/32
Action: Permit

Select Add Seq No: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quence No: 2
IP/Netmask: 224.3.3.1/32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选
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Access Group: 1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2.2.1/32 1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24.3.3.1/32 2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accept-group 1
save

限制组播源
可以控制组播组所能接收的组播源。在访问列表中标识所允许的源，然后将访问列
表链接到组播组。这样即可防止未经授权的源将数据发送到您的网络中。当您使用
此功能时，安全设备会丢弃来自未位于该列表中的源的组播数据。如果虚拟路由器
是区段中的汇聚点，则在接受来自源的注册消息之前，会对访问列表进行检查。安
全设备将丢弃并非来自所允许源的注册消息。

本例中，将首先创建一个 ID 号为 5 的访问列表，该列表指定允许源 1.1.1.1/32。
然后再配置 trust-vr，使其可接受来自访问列表中指定源的组播组 224.4.4.1/32 的
组播数据。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5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1.1.1.1/32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 
MGroup: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MGroup: 224.4.4.1/32
Accept Source: 5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5 permit ip 1.1.1.1/32 1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mgroup 224.4.4.1/32 accept-source 5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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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汇聚点
可以控制将哪些汇聚点 (RP) 映射到组播组。在访问列表中标识允许的 RP，然后将
访问列表链接到组播组。当虚拟路由器 (VR) 收到特定组的自举消息时，会检查与
该组相对应的所允许 RP 的列表。如果未找到一个匹配项，则它不会为组播组选择 
RP。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 ID 号为 6 的访问列表，该列表指定允许 RP 2.1.1.1/32。然
后配置 trust-vr，使其可接受组播组 224.4.4.1/32 的访问列表中的 RP。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6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1.1.1/32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 
MGroup: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MGroup: 224.4.4.1/32
Accept RP: 6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6 permit ip 2.1.1.1/32 1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mgroup 224.4.4.1/32 accept-rp 6
save

PIM-SM 接口参数

可以更改已启用 PIM-SM 的每个接口的某些缺省值。当您在此级别上设置参数时，
只会影响您指定的接口。

表 19 介绍了 PIM-SM 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19:  PIM-SIM 参数

PIM-SIM 接口参数 说明 缺省值

Neighbor policy 控制邻接方的邻接关系。有关其它信息，
请参阅第 191 页上的“定义邻接方策略”。

禁用

Hello interval 指定接口将 hello 消息发送给其邻接路由
器的时间间隔。

30 seconds

Designates router priority 为所选的指定路由器指定接口的优先级。 1

Join-Prune interval 指定接口发送 join-prune 消息的时间间隔 
( 以秒为单位 )。

60 seconds

Bootstrap border 指定接口是自举边界。有关其它信息，
请参阅第 191 页上的“定义自举边界”。

禁用
PIM-SM 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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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邻接方策略
可以对可与接口形成邻接关系的邻接方进行控制。PIM-SM 路由器定期发送 hello 
消息，以通告其自身为 PIM-SM 路由器。如果使用了此功能，则接口将检查其所允
许的或所禁止的邻接方的列表，并与所允许的邻接方形成邻接关系。

本例中，将创建一个指定下列内容的访问列表 : 

ID 号为 1。

第一条语句允许 2.1.1.1/24。

第二条语句允许 2.1.1.3/24。

然后指定 ethernet 1 可以与访问列表中的邻接方形成邻接关系。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1.1.1/24
Action: Permit

Select Add Seq No: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equence No: 2
IP/Netmask: 2.1.1.3/24
Action: Permi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Accepted Neighbors: 1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1.1.1/24 1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 permit ip 2.1.1.3/24 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neighbor-policy 1
save

定义自举边界
作为自举 (BSR) 边界的接口可接收并处理 BSR 消息。不过，即使存在允许 BSR 消
息在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组策略，该接口也不能将这些消息转发到其它接口。这样可
确保 RP-to-group 映射始终处于区段内。

本例中，将把 ethernet1 配置为自举边界。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选择 Bootstrap 
Border，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boot-strap-border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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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代理汇聚点

PIM-SM 域是一组具有相同“汇聚点 (RP)-group”映射的 PIM-SM 路由器。在具有
动态 RP-group 映射的 PIM-SM 域中，域中的 PIM-SM 路由器接听来自同一自举路
由器 (BSR) 的消息，以选择它们的 RP-group 映射。在具有静态 RP-group 映射的 
PIM-SM 域中，必须在域中的每个路由器上配置静态 RP。( 有关 RP-group 映射的
信息，请参阅第 186 页上的“配置汇聚点”。)

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第 3 层区段上所绑定的接口既可以在 NAT 模式
下运行，也可以在路由模式下运行。当设备的不同接口允许在不同的模式下时，在
该设备上运行 PIM-SM，每个区段必须处于不同的 PIM-SM 域中。例如，如果 Trust 
区段中的接口处于 NAT 模式，而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处于路由模式，则每个区段
必须处于不同的 PIM-SM 域中。此外，当跨越处于两个不同虚拟系统的两个虚拟路
由器配置 PIM-SM 时，每个虚拟路由器必须各自处于单独的 PIM-SM 域中。

通过配置代理 RP 可将组播组从一个 PIM-SM 域通告给另一个 PIM-SM 域。代理 RP 
通过静态 RP 或通过组播组策略所允许的自举消息来充当从其它 PIM-SM 域获知的
组播组的 RP。代理 RP 可充当其域中的接收方的共享树的根，并且它可以形成到
源的 短路径树。

可以为虚拟路由器中的每个区段配置一个代理 RP。要在区段中配置代理 RP，必须
在该区段中配置候选 RP (C-RP)。然后，安全设备将 C-RP 的 IP 地址通告为代理 RP 
的 IP 地址。当您配置 C-RP 时，请不要在组播组列表中指定任何组播组。这样可使 
C-RP 充当自其它区段中导入的任何组的代理 RP。如果指定了组播组，则 C-RP 将
充当列表中所指定组的真正 RP。

如果区段中存在 BSR，则代理 RP 会将其自身通告为自其它区段中导入的组播组的 
RP。如果代理 RP 所在的区段中不存在 BSR，则代理 RP 会充当自其它区段中导入
的组播组的静态 RP。然后，必须在区段中的所有其它路由器上将 C-RP 的 IP 地址
配置为静态 RP。

代理 RP 支持使用源地址转换的映射 IP (MIP)。MIP 是从一个 IP 地址到另一个 IP 
地址的直接一对一映射。当您希望安全设备在其接口处于 NAT 模式下的区段中将
私有地址转换为其它地址时，可以配置 MIP。当代理 RP 所在区段中的 MIP 主机发
送注册消息时，安全设备会将源 IP 地址转换为 MIP 地址，并将一条新注册消息发
送给真正的 RP。当安全设备收到 MIP 地址的 join-prune 消息时，该设备会将 MIP 
映射到初始源地址并将其发送到源。

代理 RP 还支持区段间的组播组地址转换。可以配置组播策略，该策略指定初始组
播组地址和转换后的组播组地址。当安全设备在代理 RP 所在区段中的接口上收到 
join-prune 消息时，会对组播组进行转换，如需要，还可将加入消息发送到真正的 
RP。

考虑以下方案 : 

Trust 区段中的 ethernet1 处于 NAT 模式，Untrust 区段中的 ethernet3 处于
“路由”模式。

Trust 区段中存在源的 MIP。

Trust 区段中的源将组播信息流发送到组播组 224.4.4.1/32。

Trust 区段和 Untrust 区段中都存在接收方。

存在允许 PIM-SM 消息在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间通过的组播策略。
配置代理汇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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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区段被配置为代理 RP。

RP 和 BSR 位于 Untrust 区段中。

图 34:  代理汇聚点范例

数据流如下 : 

1. 源将数据发送到组播组 224.4.4.1/32。

2. 指定路由器 (DR) 封装数据并将“注册”消息发往 RP。

3. Trust 区段中的 RP 代理会收到“注册”消息，并将初始源 IP 地址更改为 MIP 
的 IP 地址。然后再将该消息转发至组播组的 RP。

4. 代理 RP 将 (*, G) 加入发送到真正的 RP。

5. Trust 区段中的接收方将加入消息发送到代理 RP。

6. 代理 RP 将组播数据包发送到 Trust 区段中的接收方。

要配置代理 RP，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1. 在特定的虚拟路由器上创建 PIM-SM 实例。

2. 在相应接口上启用 PIM-SM。

3. 在代理 RP 所在区段中配置候选 RP。

4. 配置代理 RP。

本例中，安全设备 NS1 和 NS2 通过 VPN 通道相连。两个设备都在运行动态路由协
议 BGP。将在 NS1 和 NS2 上的 ethernet1 和 tunnel.1 上配置 PIM-SM。然后，在 
NS2 上，将 ethernet1 配置为静态 RP，并在 trust-vr 所在 Trust 区段中创建一个代
理 RP。

ethernet1 
NAT 模式

自举路由器 
(BSR)

接收方

ethernet3 
路由模式

源

接收方

Untrust 区段

汇聚点 (RP)

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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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代理 RP 配置范例

WebUI (NS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接收方

源

实际汇聚点

自举
路由器

NS1

ethernet1 
10.2.2.1/24

与 NS1 相关的条目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与 NS2 相关的条目

Trust 区段

通道接口 
tunnel.1

ethernet3 
4.1.1.1/24

VPN

代理汇聚点
NS2

ethernet3 
2.2.2.2/24

通道接口 
tunnel.1

接收方

Untrust 区段

ethernet1 
10.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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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grou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branch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4.1.0/24
Zone: Untrust

3. PIM-SM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Create PIM Instance: 
选择 Protocol PIM: Enable，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tunnel.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4. VPN

VPN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Branch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4.1.1.1
Preshared Key: fg2g4h5j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Phase 1 Proposal (for Compatible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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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G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0.0.0.1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选择 Create BGP 
Instance。

AS Number ( 必需 ): 65000
BGP Enabled: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4.1.1.1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 Configure ( 对于刚刚添加的对等方 ): 选择 Peer Enabled，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tworks: 在 IP/Netmask 字段中输入 2.2.2.0/24，然后单击 Add。之后在 
IP/Netmask 字段中输入 10.2.2.0/24，并再次单击 Add。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BG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rotocol BGP: Enable ( 选择 )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branch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7.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PIM Message: ( 选择 )
BSR Static IP: ( 选择 )
Join/Prune: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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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S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4.1.1/24
选择 NAT，然后单击 Apply。

> IGM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GMP Mode: Router
Protocol IGMP: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4.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trust-vr)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grou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orp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2.2.0/24
Zone: Untrust

3. PIM-SM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Create PIM Instance: 
选择 Protocol PIM: Enable，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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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tunnel.1) > PIM: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IM Instance: ( 选择 )
Protocol PIM: Enable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PIM Instance > 
RP Address > New: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 选择 )
Address: 10.4.1.1/24

4. VPN

VPN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Cor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fg2g4h5j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Phase 1 Proposal (for Compatible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5. BG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Virtual Router ID: Custom ( 选择 )
在文本框中输入 0.0.0.1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选择 Create BGP 
Instance。

AS Number ( 必需 ): 65000
BGP Enabled: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S Number: 65000
Remote IP: 2.2.2.2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ighbors > Configure ( 对于刚刚添加的对等方 ): 选择 Peer Enabled，然后单
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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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BGP Instance > 
Networks: 

在 IP/Netmask 字段中，输入 4.1.1.0/24，然后单击 Add。

在 IP/Netmask 字段中，输入 10.4.1.0/24，然后单击 Add。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BGP: 选择 Protocol BGP: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orp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group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7. 组播策略

MCast Policies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Group Address: IP/Netmask ( 选择 ) 224.4.4.1/32
Bidirectional: ( 选择 )
PIM Message: ( 选择 )
BSR Static IP: ( 选择 )
Join/Prune: ( 选择 )

CLI (NS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group1 224.4.4.1/32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 10.4.1.0/24

3. PIM-SM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pim enable

4.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To_Branch address 4.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fg2g4h5j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Corp_Branch gateway To-Branch3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Corp_Branch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Corp_Branch proxy-id local-ip 10.2.2.0/24 remote-ip 10.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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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GP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65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4.1.1.1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2.2.2.0/24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10.2.2.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bg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bgp neighbor 4.1.1.1

6. 策略
set policy name To-Branch from untrust to trust branch any any permit

7.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any to untrust 

pim-message bsr-static-rp join bi-directional
save

CLI (NS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 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 1 ip 10.4.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 1 protocol igmp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 1 protocol igm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 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 3 ip 4.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group1 224.4.4.1/32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 2.2.2.0/24

3. PIM-SM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pim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pim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zone trust rp proxy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zone trust rp candidate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pim enable

4.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To_Corp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fg2g4h5j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Branch_Corp gateway To_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Branch_Corp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Branch_Corp proxy-id local-ip 10.4.1.0/24 remote-ip 10.2.2.0/24

5. BGP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650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ighbor 2.2.2.2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4.1.1.0/24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bgp network 10.4.1.0/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bgp neighbor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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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set policy name To-Corp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 any any permit

7. 组播策略
set multicast-group-policy from trust mgroup 224.4.4.1/32 any to untrust 

pim-message bsr-static-rp join bi-directional
save

PIM-SM 和 IGMPv3

运行有“互联网组管理协议”(IGMP) 版本 1、2 或 3 的接口可以运行 PIM-SM。当
在运行有 IGMPv1 或 v2 的接口上运行 PIM-SM 时，加入某个组播组的主机可以接
收从任何源发过来给这个组播组的数据。IGMPv1 和 v2 成员关系报告中仅指出了
主机要加入哪些组播组。该报告中不含有与组播信息流的源有关的信息。当 
PIM-SM 收到 IGMPv1 和 v2 成员关系报告后，会在组播路由表中创建 (*,G) 条目，
同时允许所有源发送到组播组。这称为“所有源组播模式”(ASM)。在该模式下，
接收方在不了解将数据发送到组播组的源的情况下，就加入了该组播组。由网络来
维护与源有关的信息。

运行 IGMPv3 的主机会指出它们要加入哪些组播组，以及它们要从哪里接收组播信
息流的源。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中含有组播组地址、过滤模式 (“包括”或“排
除”) 以及源列表。

如果过滤模式为“包括”，则接收方只接受从源列表中的地址所发出的组播信息
流。当 PIM-SM 收到含有源列表和过滤模式“包括”的 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时，
会在组播路由表中为源列表中的所有源创建 (S,G) 条目。

如果过滤模式为“排除”，则接收方不会接受从该列表中的源发出的组播信息
流，而会接受来自所有其它源的组播信息流。当 PIM-SM 收到含有源列表和过滤模
式“排除”的 IGMPv3 成员关系报告时，会为该组创建一个 (*,G) 条目并为源列表
中的源发送一条裁剪消息。此时，如果接收方不知道源的地址，则可能需要配置
汇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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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本章将介绍在 RFC 1256 中定义的“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
议”。其中包括以下各节 : 

第 203 页上的“概述”

第 204 页上的“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第 204 页上的“启用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第 204 页上的“通过 WebUI 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第 205 页上的“通过 CLI 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第 207 页上的“禁用 IRDP”

第 207 页上的“查看 IRDP 设置”

概述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IRDP)”是在主机和路由器间进行的 ICMP 消息交换。安
全设备是路由器，并定期或按需通告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如果主机配置为监听，
则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发送定期通告。如果主机明确发送路由器请求，则可将安全
设备配置为按需响应。

ScreenOS 基于每个接口支持 IRDP。必须先分配 IP 地址，然后 IRDP 才可用于该接
口。缺省情况下，此功能禁用。可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下使用“NetScreen 冗余
协议 (NSRP)”配置该功能。

注意 : 并非所有平台都可使用 IRDP。检查数据表，查看该功能在您的安全设备上是否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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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来启用和禁用 IRDP 并配置或查看 IRDP 设置。

启用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在接口上启用 IRDP 后，ScreenOS 会立即向网络发送 IRDP 通告。有关配置接口的
信息，请参阅第 2-31 页上的“接口”。

在下例中，将为 Trust 接口配置 IRDP。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edit) > IRDP: 选中 IRDP Enable 复选框。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irdp enable

通过 WebUI 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要通过 WebUI 配置 IRDP: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IRDP: 输入所需设置，然后单击 OK。

表 20 列出了 IRDP 参数、缺省值和可用设置。

表 20:  IRDP WebUI 设置

参数 缺省设置 可选设置

IPv4 address 通告的一级和二级 IP 地址

非通告的管理和 webauth IP 
地址

通告 - 可添加一个优先级值 (-1 至 
2147483647)

Broadcast-address 禁用 启用

Init Advertise Interval 16 秒 1 至 32 秒

Init Advertise Packet 3 1 至 5 个

Lifetime 大通告间隔值的三倍 大通告间隔值至 9000 秒

Max Advertise Interval 600 秒 4 至 1800 秒

Min Advertise Interval 大通告间隔值的 75% 3 秒至 大通告间隔值

Response Delay 2 秒 0 至 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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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I 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可通过 CLI 配置各种 IRDP 参数来控制通告和请求行为的发生方式。

通告接口

缺省情况下，ScreenOS 会通告安全设备的一级 IP 地址；但是，不会为 WebAuth 
和管理通告 IP 地址。

还可为安全设备关联优先级状态。优先级状态是 -1 至 2147483647 间的一个数
字。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可为不同的安全设备分配不同的优先级值。例如，可为
主要处理网络信息流的安全设备分配较高的优先级编号。对于备份安全设备，可分
配较低的优先级编号。

要通告 IP 地址为 10.10.10.10 且优先级编号为 250 的 Untrust 接口，请输入以下
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10.10.10.10 advertise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10.10.10.10 preference 250
save

广播地址

缺省情况下，除了启用 IRDP 后发送的初始广播通告消息外，接口不会发送广播通
告。缺省地址为 224.0.0.1 ( 所有主机在网络上 )。

要为 Untrust 接口配置缺省广播地址，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broadcast-address

设置 大通告间隔

大通告间隔即在 ICMP 通告间所间隔的 大秒数。此间隔值可介于 4 秒到 
1800 秒之间。缺省值为 600 秒。

要将 Untrust 接口的 大通告间隔设置为 800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max-adv-interval 800
save

设置 小通告间隔

小通告间隔即通告时间间隔的下限 ( 以秒为单位 )，该值按 大通告间隔的 75% 
计算。 小通告间隔的取值范围为 3 秒到 大通告值。更改 大通告值后，将自
动计算 小通告间隔值。

将 大通告间隔设置为 800 秒时，ScreenOS 自动重新计算出 小通告间隔为 
600 秒。

要将 Untrust 接口的 小通告间隔值设置为 500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min-adv-interval 500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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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通告生存期值

缺省情况下，通告生存期值为 大通告间隔的 3 倍。可以设置通告生存期值。取
值范围为 大通告间隔值 (4 秒到 1800 秒 ) 至 9000 秒。

要将 Untrust 接口的通告生存期值设置为 5000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untrust lifetime 5000
save

设置响应延迟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会等待 0 至 2 秒再响应客户端请求。可以将响应延迟设置
更改为从无延迟 (0 秒 ) 到 多 4 秒的响应延迟。例如，如果配置响应延迟为 4 秒，
则安全设备将等待 0 到 4 秒后发出响应。

要将 Untrust 接口的延迟响应值设置为 4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response-delay 4
save

设置初始通告间隔

“初始通告间隔”是 IRDP 启动期间分配给通告的秒数。缺省情况下，该间隔为 
16 秒。该间隔的取值范围为 1 秒到 32 秒。

要将 Untrust 接口的“初始通告间隔”设置为 24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init-adv-interval
save

设置初始通告数据包的个数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在指定的启动时间内发送 3 个通告数据包。可以将此设置
更改为 1 个至 5 个。

要将发送的初始数据包个数更改为 5 个，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untrust protocol irdp init-adv-packet 5
save
配置 ICMP 路由器发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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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IRDP

可禁止接口运行 IRDP ；但是，执行该操作后，ScreenOS 会删除原始配置中的所
有相关内存。

要禁止 Trust 接口运行 IRDP，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irdp enable

查看 IRDP 设置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查看 IRDP 信息。

要查看 IRDP 设置，请输入 get irdp 或 get irdp interface 接口名称命令。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IRDP: 可查看是否启用了 IRDP。

CLI 1

device> get irdp

Total 1 IRDP instance enabled
----------------------------------------------------------------
interface    dest-addr       lifetime adv-interval Next-Adv(sec)
----------------------------------------------------------------
untrust      255.255.255.255     6000 450 to 600   358

CLI 2

device-> get irdp interface untrust

IRDP enabled on untrust:
advertisement interval       :   450 to 600 sec
next advertisement in        :   299 sec
advertisement lifetime       :   6000 sec
advertisement address        :   255.255.255.255
initial advertise interval   :   16 sec
initial advertise packet     :   3
solicitation response delay  :   4 sec
10.100.37.90                 :   pref 250, advertise YES
禁用 IRDP 207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08
 查看 IRDP 设置



索引

A
按路径开销的负载均衡 ...........................................34, 55
按需电路， RIP..............................................................89

B
BGP

AS 路径访问列表 ...................................................110
参数.........................................................................109
负载均衡...................................................................34
公共组.....................................................................118
规则表达式.............................................................110
联合.........................................................................116
邻接方，认证.........................................................107
路径属性...................................................................99
内部...........................................................................99
配置，安全.............................................................107
配置，验证.............................................................106
外部...........................................................................99
消息类型...................................................................98
协议概述...................................................................98
虚拟路由器，在其中创建实例 ............................101

BGP 路由
重新分配.................................................................110
带条件的通告.........................................................112
反射.........................................................................114
聚合.........................................................................118
权重，设置.............................................................112
缺省，拒绝.............................................................108
属性，设置.............................................................113
添加.........................................................................111
抑制.........................................................................119

BGP 路由，聚合
聚合.........................................................................118
其属性.....................................................................122
其中的 AS-Path ......................................................120
其中的 AS-Set ........................................................118

BGP，配置
步骤.........................................................................100
对等方.....................................................................103
对等方组.................................................................103

BGP，启用
在 VR 中 .................................................................101
在接口上.................................................................102

C
策略

组播.........................................................................144

D
点对多点配置

OSPF .........................................................................63

E
ECMP.........................................................................34, 55

F
访问列表

IGMP .......................................................................150
PIM-SM ...................................................................188
用于路由...................................................................37
组播路由.................................................................142

H
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请参阅 IGMP

I
IGMP

参数.................................................................153, 154
策略，组播.............................................................158
查询器.....................................................................148
访问列表，使用.....................................................150
接口，在接口上启用.............................................149
配置，基本.............................................................151
配置，验证.............................................................153
主机消息.................................................................148

IGMP 代理.....................................................................154
发送方.....................................................................164
在接口上.................................................................156

J
基于源的路由 (SBR).......................................................17
基于源接口的路由选择 (SIBR) .....................................19
接口，在其上启用 IGMP.............................................149
静态路由 ...................................................................2, 2-8

Null 接口，在其上转发.............................................9
配置.............................................................................4
使用.............................................................................3
组播.........................................................................142
索引 IX-I



IX-II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K
开放 短路径优先

请参阅 OSPF

L
链接状态通告 (LSA) 抑制.............................................. 62
路由

重新分配 ..................................................................35
导出 .......................................................................... 39
导入 .......................................................................... 39
度量 .......................................................................... 30
过滤 .......................................................................... 37
图 .............................................................................. 36
选择 .......................................................................... 28
优先级 ...................................................................... 29

路由，组播................................................................... 139
路由表.............................................................................15

查找 .......................................................................... 30
类型 .......................................................................... 15
路由选择 ..................................................................28
在多个 VR 中的查找 ............................................... 32
组播 ........................................................................ 141

路由查找
多个 VR .................................................................... 32
顺序 .......................................................................... 30

路由信息协议
请参阅 RIP

N
Null 接口，定义路由.......................................................9

O
OSPF

安全配置 ..................................................................59
不完全剩余区域 ...................................................... 45
点对点网络 .............................................................. 46
点对多点 ..................................................................63
ECMP 支持 ............................................................... 55
泛滥，防止泛滥 ...................................................... 61
泛滥，减少 LSA....................................................... 63
负载均衡 ..................................................................34
广播网络 ..................................................................45
hello 协议 ................................................................. 45
接口，分配给区域 .................................................. 50
接口，通道 .............................................................. 63
接口参数 ..................................................................58
LSA 抑制................................................................... 62
链接类型，设置 ...................................................... 64
链接状态通告 .......................................................... 44
邻接方，过滤 .......................................................... 60
邻接方，认证 .......................................................... 59
配置步骤 ..................................................................47
全局参数 ..................................................................55
剩余区域 ..................................................................44
虚拟链接 ..................................................................56

OSPF 路由
重新分配 ..................................................................53
重新分配，汇总 ......................................................54
路由拒绝限制，禁用 ..............................................64
缺省，拒绝 ..............................................................61

OSPF 路由器
备份指定 ..................................................................45
类型 ..........................................................................45
邻接 ..........................................................................45
在 VR 中创建 OSPF 实例........................................48
指定 ..........................................................................45

OSPF 区域 ......................................................................44
定义 ..........................................................................49
接口，分配给 ..........................................................50

P
PIM-SM..........................................................................173

安全配置 ................................................................188
代理 RP...................................................................192
汇聚点 ....................................................................174
IGMPv3 ...................................................................201
接口参数 ................................................................190
配置步骤 ................................................................177
配置汇聚点 ............................................................186
实例，创建 ............................................................177
信息流，转发 ........................................................175
指定路由器 ............................................................174

PIM-SSM........................................................................176

R
RIP

按需电路配置 ..........................................................89
版本 ..........................................................................86
版本，协议 ..............................................................86
点对多点 ..................................................................91
泛滥，防止泛滥 ......................................................84
负载均衡 ..................................................................34
过滤邻接方 ..............................................................83
接口，在接口上启用 ..............................................73
接口参数 ..................................................................81
邻接方认证 ..............................................................82
前缀汇总 ..................................................................87
全局参数 ..................................................................79
实例，在 VR 中创建 ...............................................72
数据库 ......................................................................88

RIP 路由
备用 ..........................................................................88
重新分配 ..................................................................74
汇总，配置 ..............................................................87
拒绝缺省 ..................................................................83

RIP，查看
接口详细信息 ..........................................................78
邻接方信息 ..............................................................77
数据库 ......................................................................76
协议详细信息 ..........................................................76
索引



索引
RIP，配置
安全...........................................................................82
按需电路...................................................................90
步骤...........................................................................71

T
通用路由封装 (GRE) ....................................................142

V
VR.............................................................................. 35-39

BGP ................................................................. 100-107
ECMP ........................................................................34
访问列表...................................................................37
路由度量...................................................................30
路由器 ID .................................................................21
OSPF ................................................................... 47-62
RIP....................................................................... 71-85
SBR............................................................................17
SIBR ..........................................................................19
使用两个...................................................................22
修改...........................................................................21
在 vsys 上 .................................................................25

VR，路由
重新分配...................................................................35
导出...........................................................................39
导入...........................................................................39
过滤...........................................................................37
图...............................................................................36
选择...........................................................................28
优先级.......................................................................29

VR，路由表
查找...........................................................................30
在多个 VR 中的查找 ...............................................32
多条目...................................................................28

X
协议无关组播

请参阅 PIM
虚拟路由器

请参阅 VR

Z
自治系统 (AS) 号..........................................................101
组播

策略.........................................................................144
地址.........................................................................140
反向路径转发.........................................................140
分布树.....................................................................173
IGMP 的策略 ..........................................................158
静态路由.................................................................142
路由表.....................................................................141

组播路由
IGMP .......................................................................147
PIM..........................................................................171
索引 IX-III



IX-IV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索引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第 8 卷 : 

地址转换
版本 6.0.0，修订本 02
Juniper Networks, Inc.

1194 North Mathilda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9

USA

408-745-2000

www.juniper.net

编号 :  530-017774-01-SC，修订本 02



ii
Copyright Notice

Copyright © 2007 Juniper Networ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Juniper Networks and the Juniper Networks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Juniper Networks,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service marks in this document are the property of Juniper Networks or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ll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Juniper Network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inaccuracies in this document or for 
any obligation to updat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Juniper Networks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modify, transfer, or otherwise revise this publication 
without notice.

FCC Statemen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FCC compliance of Class A devices: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A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e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manual,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 of this equipment in a residential 
area is likely to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users will be required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at their own expens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FCC compliance of Class B devices: The equipment described in this manual generates and may radiate radio-frequency 
energy. If it is not installed in accordance with Juniper Networks’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it may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radio and television reception.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in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specification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aution: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product could void the user's warranty and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device.

Disclaimer

THE SOFTWARE LICENSE AND LIMITED WARRANTY FOR THE ACCOMPANYING PRODUCT ARE SET FORTH IN THE INFORMATION PACKET THAT SHIPPED 
WITH THE PRODUCT AND ARE INCORPORATED HEREIN BY THIS REFERENCE. IF YOU ARE UNABLE TO LOCATE THE SOFTWARE LICENSE OR LIMITED 
WARRANTY, CONTACT YOUR JUNIPER NETWORKS REPRESENTATIVE FOR A COPY.



目录
关于本卷 v

文档约定 ......................................................................................................... vi
Web 用户界面约定 ................................................................................... vi
命令行界面约定....................................................................................... vii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 vii
插图约定 ................................................................................................ viii

技术文档和支持 .............................................................................................. ix

第 1 章 地址转换 1

地址转换简介...................................................................................................1
源网络地址转换.........................................................................................1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3

基于策略的 NAT-Dst ...........................................................................4
映射 IP ................................................................................................6
虚拟 IP ................................................................................................6

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7
范例 : 来自 DIP 池 ( 带有 PAT) 的 NAT-Src ................................................7
范例 : 来自 DIP 池 ( 无 PAT) 的 NAT-Src ....................................................7
范例 :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8
范例 : 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8
范例 : 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 ( 带有端口映射 ) 的 NAT-Dst ............................8
范例 : 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 ( 无端口映射 ) 的 NAT-Dst ................................9
范例 : 从 IP 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 NAT-Dst ........................................9
范例 : IP 地址范围之间的 NAT-Dst ..........................................................10

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10

第 2 章 源网络地址转换 13

NAT-Src 简介 .................................................................................................13
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14

范例 : 带有 PAT 的 NAT-Src .....................................................................15
来自 DIP 池 ( 禁用 PAT) 的 NAT-Src ...............................................................17

范例 : 禁用 PAT 的 NAT-Src .....................................................................17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18

范例 : 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19
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22

范例 : 无 DIP 的 NAT-Src .........................................................................22
目录 iii



iv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第 3 章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25

NAT-Dst 简介 .................................................................................................26
NAT-Dst 的数据包流 ................................................................................27
NAT-Dst 的路由选择 ................................................................................30

范例 : 连接到一个接口的地址 ...........................................................30
范例 : 连接到一个接口但被路由器分隔的地址 ..................................31
范例 : 由接口分隔的地址 ..................................................................31

NAT-Dst - 一对一映射 ....................................................................................32
范例 : 一对一目标地址转换 .....................................................................33
从一个地址到多个地址的转换 .................................................................35

范例 : 一对多目标地址转换 ...............................................................35
NAT-Dst - 多对一映射 ....................................................................................37

范例 : 多对一目标地址转换 .....................................................................37
NAT-Dst - 多对多映射 ....................................................................................40

范例 : 多对多目标地址转换 .....................................................................41
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43

范例 : 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43
同一策略中的 NAT-Src 和 NAT-Dst.................................................................46

范例 : 结合 NAT-Src 和 NAT-Dst ..............................................................46

第 4 章 映射和虚拟地址 57

映射 IP 地址...................................................................................................57
MIP 和 Global 区段 ..................................................................................58

范例 : Untrust 区段接口上的 MIP ......................................................59
范例 : 从不同区段到达 MIP ...............................................................61
范例 : 将 MIP 添加到 Tunnel 接口 .....................................................63

MIP-Same-as-Untrust ...............................................................................64
范例 : Untrust 接口上的 MIP .............................................................64

MIP 和回传接口.......................................................................................67
范例 : 两个通道接口的 MIP ...............................................................67

MIP 分组..................................................................................................73
范例 : 使用多单元策略进行 MIP 分组................................................73

虚拟 IP 地址...................................................................................................74
VIP 和 Global 区段 ...................................................................................75

范例 : 配置虚拟 IP 服务器 .................................................................75
范例 : 编辑 VIP 配置 .........................................................................77
范例 : 移除 VIP 配置 .........................................................................77
范例 : 具有定制和多端口服务的 VIP .................................................78

索引 ............................................................................................................................ IX-I
目录



关于本卷

第 8 卷 : 地址转换重点介绍 ScreenOS 中可用于执行地址转换的各种方法。本卷包
含以下章节，介绍如何配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以执行以下类型的转换 : 

第 1 章，“地址转换”概述了各种转换选项，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详细介绍这些
选项。

第 2 章，“源网络地址转换”介绍 NAT-src，数据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的转换 
[ 包括和不包括“端口地址转换”(PAT)]。

第 3 章，“目标网络地址转换”介绍 NAT-dst，数据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转
换 ( 包括和不包括目标端口地址映射 )。本节还将介绍有关执行 NAT-src、路由
选择注意事项及地址变换时的数据包流的信息。

第 4 章，“映射和虚拟地址”介绍仅基于 IP 地址 (映射 IP) 或基于目标 IP 地址
及目标端口号 ( 虚拟 IP) 将一个目标 IP 地址映射到另一个地址。

注意 : 有关基于接口的“源网络地址转换”( 简称 NAT) 的内容，请参阅第 2-85 页上
的“NAT 模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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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vi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关于本卷
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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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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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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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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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地址转换

ScreenOS 提供了许多方法执行源 IP 及端口地址与目标 IP 及端口地址的转换。本
章介绍几种可用的地址转换方法，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 

第 1 页上的“地址转换简介”

第 1 页上的“源网络地址转换”

第 3 页上的“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第 7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第 10 页上的“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地址转换简介

ScreenOS 提供了应用“网络地址转换”(NAT) 的几种机制。NAT 包括 IP 数据包包
头中的“互联网协议”(IP) 地址的转换，“传输控制协议”(TCP) 片段或“用户数
据报协议”(UDP) 数据报报头中的端口号的转换。转换中包含源地址 ( 以及可选的
源端口号 )、目标地址 ( 以及可选的目标端口号 ) 或已转换元素的组合。

源网络地址转换
执行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时，安全设备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不同的地址。
已转换地址可以来自动态 IP (DIP) 池或安全设备的出口接口。如果从 DIP 池中提取
已转换的地址，安全设备可以随机提取或提取明确的地址，也就是说，既可以从 
DIP 池中随机提取地址，也可以持续提取与初始源 IP 地址有关的特定地址。

注意 : 明确的地址转换使用了一种称作地址变换的技术，稍后将在本章中加以解释。有
关应用于 NAT-src 的地址变换信息，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
变换 ) 的 NAT-Src”。有关应用于 NAT-dst 的地址变换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上的
“同一策略中的 NAT-Src 和 NAT-Dst”。
地址转换简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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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转换地址来自出口接口，安全设备会将所有封包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该接
口的 IP 地址。您可以配置安全设备，在接口级或策略级应用 NAT-src。如果配置策
略以应用 NAT-src，且入口接口处于 NAT 模式下，则基于策略的 NAT-src 设置会覆
盖基于接口的 NAT。( 本章重点介绍基于策略的 NAT-src。有关基于接口的 NAT-src 
( 或仅 NA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85 页上的“NAT 模式”。有关 DIP 池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2-128 页上的“动态 IP 池”。)

图 2:  源 IP 地址转换

使用基于策略的 NAT-src 时，可以选择让安全设备在初始源端口号上执行“端口地
址转换”(PAT)。启用 PAT 后，安全设备可以使用多个不同的端口号 ( 多 64,500 
个 ) 将多个不同的 IP 地址 ( 多 64,500 个 ) 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安全设备使用唯
一的已转换端口号维护会话状态信息，以便信息流入、流出同一个 IP 地址。对于
基于接口的 NAT-src ( 或仅 NAT)，将自动启用 PAT。由于安全设备将所有的初始 IP 
地址转化成同一个已转换 IP 地址 ( 来自出口接口 )，因此安全设备使用已转换端口
号标识封包所属的每个会话。同样，如果 DIP 池只含有一个 IP 地址，且您希望安
全设备使用该地址将 NAT-src 应用于多个主机，则需要用到 PAT。

注意 : 入口接口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时，可以使用基于策略的 NAT-src。如果处于
NAT 模式，策略级的 NAT-src 参数将取代接口级的 NAT 参数。

IP 封包

DST IP

初始源 IP 地址

2.2.2.210.1.1.5 负荷

SRC IP DST IP

已转换源 IP 地址

2.2.2.21.1.1.5 负荷

SRC IP

注意 : 启用 PAT 后，安全设备负责维护空闲端口号池，将这些端口号连同 DIP 池中的地
址一起分配。用 大端口数 65,535 减去 1023 后，即可得到数字 64,500。设备
给众所周知的端口保留了 1023 个端口号。因此，如果安全设备使用只含单个 IP
地址的 DIP 池执行 NAT-src，且启用了 PAT，安全设备会将多个 ( 多 64,500 个 )
主机的初始 IP 地址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并将每个初始端口号转换成唯一的
端口号。
地址转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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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源 IP 和源端口地址转换

如果自定义的应用程序需要特定的源端口号才能正常运行，则执行 PAT 将导致这
类应用程序出错。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禁用 PAT。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Screen OS 提供以下三种执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的机制 : 

基于策略的 NAT-dst: 请参阅第 4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 NAT-Dst”

MIP: 请参阅第 6 页上的“映射 IP”

VIP: 请参阅第 6 页上的“虚拟 IP”

这三个选项都会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初始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不同的地址。使用基于
策略的 NAT-dst 和 VIP 时，还可以启用端口映射。

DST IPSRC IP

负荷2.2.2.210.1.1.5IP 封包

负荷44235

DST 
端口

SRC 
端口

TCP 片段或 
UDP 数据报

初始源 IP 地址和源端口地址

53

DST IPSRC IP

负荷2.2.2.21.1.1.5

负荷30777

DST 
端口

SRC 
端口

53

已转换源 IP 地址和源端口地址

注意 : 有关 NAT-sr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源网络地址转换”。

注意 : 有关端口映射的信息，请参阅第 4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 NAT-Dst”和第 25 页上的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ScreenOS 不支持同时将基于策略的 NAT-dst 与 MIP、VIP 配合使用。如果您配置
了 MIP 或 VIP，安全设备会在应用了基于策略的 NAT-dst 的任何信息流上应用
MIP 或 VIP。换言之，如果安全设备偶然将 MIP 和 VIP 应用于同一信息流，则
MIP 和 VIP 将禁用基于策略的 NAT-dst。
地址转换简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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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 NAT-Dst
您可以配置策略，将一个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另一个地址，将一个 IP 地址范围转换
成单个 IP 地址，或将一个 IP 地址范围转换成另一个 IP 地址范围。将单个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另一个 IP 地址或将 IP 地址范围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时，ScreenOS 均支
持 NAT-dst，无论是否使用端口映射。端口映射是明确的转换，即将一个初始目标
端口号转换成另一个特定端口号。它与 PAT 不同，后者将任一源端口号 ( 由启动的
主机随机分配 ) 转换成另一个端口号 ( 由安全设备随机分配 )。

图 4:  目标 IP 地址转换

如果配置策略以执行 NAT-dst，将地址范围转换成单个地址，则安全设备会将用户
定义的初始目标地址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单个地址。还可以启用端口
映射。

Destination IP Address Translation without 
Destination Port Mapping

DST IPSRC IP

负荷2.2.2.21.1.1.5

负荷1.1.1.5

DST 
端口

SRC 
端口

初始目标和 IP 地址

2.2.2.2 负荷1.1.1.5

DST 
端口

SRC 
端口

10.3.1.6

负荷1.1.1.5

DST 端口SRC 端口

10.3.1.6

负荷44235 6055 负荷44235 53

初始目标和 IP 地址及端口地址 初始目标和 IP 地址及端口地址

已转换目标 IP 地址

不使用目的端口映射的目的 IP 地址转换

使用目的端口映射的目的 IP 地址转换

IP 封包

IP 封包

TCP 片段或
UDP 数据报
地址转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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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从 IP 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 NAT-Dst

配置策略以执行地址范围的 NAT-dst 时，安全设备会使用地址变换将初始目标地址
范围内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另一地址范围内的已知地址。

图 6:  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Dst

DST IPSRC IP

负荷2.2.2.21.1.1.5

负荷1.1.1.5

DST 
端口

SRC 
端口

初始目标和 IP 地址

2.2.2.2 负荷1.1.1.5

DST 
端口

SRC 
端口

10.3.1.6

负荷1.1.1.5

DST IPSRC IP

10.3.1.6

负荷44235 8000 44235 80

初始目标和 IP 地址及端口地址 已转换目的 IP 地址和目的端口地址

已转换目标 IP 地址

IP 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目的 IP 地址转换

IP 封包

IP 封包 1

1.1.1.5

1.1.1.5

1.1.1.5

1.1.1.5

2.2.2.3

2.2.2.3

10.3.1.6

10.3.1.6 负荷

负荷负荷

负荷

使用目的端口映射的从 IP 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目的 IP 地址转换

TCP 片段 1

IP 封包 2

TCP 片段 2 28560 8000 1.1.1.5

负荷

负荷

负荷

80

初始目的 IP 地址

1.1.1.5

SRC 
IP

DST 
IP

2.2.2.21.1.1.5

1.1.1.5

2.2.2.4

负荷IP 封包

2.2.2.3

执行 IP 地址范围的 NAT-dst 时，安全设备会维护从一个地址范围内的每个 IP 地址到另一地址范围内的
对应 IP 地址的映射。

已转换目的 IP 地址

1.1.1.5

SRC 
IP

DST 
IP

10.3.1.61.1.1.5

1.1.1.5

10.3.1.8

10.3.1.7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负荷
地址转换简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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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 IP
“映射互联网协议”(MIP) 是从一个 IP 地址到另一个 IP 地址的映射。将同一子网
中的一个地址定义为接口 IP 地址。另一个地址则属于信息流要流入的主机。MIP 
的地址转换双向执行，因此安全设备可以将到达 MIP 地址的所有信息流中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主机 IP 地址，并将主机 IP 地址发出的所有信息流中的源 IP 地址转
换成 MIP 地址。MIP 不支持端口映射。有关 MIP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
“映射 IP 地址”。

虚拟 IP
“虚拟互联网协议”(VIP) 是从一个 IP 地址到基于目标端口号的另一个 IP 地址的
映射。在同一子网中定义为接口的单个 IP 地址可以托管从若干服务 ( 使用不同的
目标端口号标识 ) 到同样多主机的映射。VIP 还支持端口映射。与 MIP 不同，VIP 
的地址转换将单向执行。安全设备可以将到达 VIP 地址的所有信息流中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主机 IP 地址。( 安全设备将仅检查目标 IP 地址是否被绑定至 VIP，该 
VIP 位于到达已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的数据包上。) 安全设备不会将 VIP 主机
的出站信息流中的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 VIP 地址的初始源 IP 地址。相反，如果先
前进行了配置，则安全设备将应用基于接口或基于策略的 NAT-src。否则，安全设
备将不会对 VIP 主机发出的信息流执行任何 NAT-src。有关 VIP 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74 页上的“虚拟 IP 地址”。

虽然 MIP 和 VIP 的地址转换机制是双向的，但基于策略的 NAT-src 和 NAT-dst 能够
将入站和出站信息流的地址转换分开，以提供较好的控制与安全性能。例如，如果
在 Web 服务器上使用 MIP，则每当服务器发起出站信息流以获取更新或补丁程序
时，其活动都会被公开，这样就将信息提供给警觉的攻击者，供其进行攻击。利用
基于策略的地址转换方法，可以在 Web 服务器 ( 使用 NAT-dst) 接收信息流而不是 
( 使用 NAT-src) 发起信息流时定义不同的地址映射。这样可以使服务器的活动处于
隐藏状态，防止他人收集信息趁机攻击，从而更好地保护服务器。在此版 
ScreenOS 中，基于策略的 NAT-src 和 NAT-dst 各提供一种单一方法，加起来可以取
代基于接口的 MIP 和 VIP 功能，而且超过了后者。

注意 : 可以在同一策略中结合使用 NAT-src 和 NAT-dst。每个转换机制均独立执行，且只
能单向执行。也就是说，如果在从 zone1 到 zone2 的信息流上启用 NAT-dst，安
全设备就不会在从 zone2 到 zone1 的信息流上执行 NAT-src，除非您明确配置策
略让设备这样执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NAT-Src 和 NAT-Dst 的
方向特性”。有关 NAT-ds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目标网络地址转
换”。

注意 : 在某些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可以像定义接口 IP 地址那样定义 VIP 地
址。如果安全设备只有一个分配的 IP 地址，且该 IP 地址是动态分配的，则使用
此功能很方便。
地址转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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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ScreenOS 提供以下几种方法应用“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 和“目标网络地址
转换”(NAT-dst)。注意，始终可以在同一策略中结合使用 NAT-src 和 NAT-dst。

范例 : 来自 DIP 池 ( 带有 PAT) 的 NAT-Src
安全设备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从“动态 IP”(DIP) 池中提取的地址。安全设备还
会应用源“端口地址转换”(PA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图 7:  带有端口地址转换的 NAT-Src

范例 : 来自 DIP 池 ( 无 PAT) 的 NAT-Src
安全设备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从 DIP 池中提取的地址。安全设备不应用源 
PA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禁用 PAT) 的 NAT-Src”。

图 8:  无端口地址转换的 NAT-Src

Trust 区段

10.1.1.5:25611 1.1.1.20:41834

1.1.1.20
ethernet1 

10.1.1.1/24

2.2.2.2:80

Untrust 区段ethernet3 
1.1.1.1/24

DIP 池 ID 5 
1.1.1.10 - 1.1.1.40

目标初始源

( 虚拟设备 )

已转换源

注意 : 在图 7 和后续图中，“虚拟设备”指示已转换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 ( 如果该地址
不属于实际设备 )。

Trust 区段

10.1.1.5:25611 1.1.1.20:41834

1.1.1.20
ethernet1 

10.1.1.1/24

2.2.2.2:80

Untrust 区段ethernet3 
1.1.1.1/24

DIP 池 ID 5 
1.1.1.10 - 1.1.1.40

目标初始源

( 虚拟设备 )

已转换源
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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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安全设备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从动态 IP (DIP) 池中提取的地址，并持续将每个
初始地址映射到特定的已转换地址。安全设备不应用源“端口地址转换”(PAT)。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图 9:  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范例 : 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安全设备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出口接口的地址。安全设备还会应用源 PAT。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图 10:  使用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范例 : 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 ( 带有端口映射 ) 的 NAT-Dst
安全设备执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和目标端口映射。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43 页上的“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图 11:  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Trust 区段

10.1.1.20:25611 1.1.1.20:25611

1.1.1.20

ethernet1 
10.1.1.1/24

2.2.2.2:80

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DIP 池 ID 5 
1.1.1.10 - 1.1.1.40

目标初始源

( 虚拟设备 )

已转换源

1.1.1.21

10.1.1.20 始终被转换成 1.1.1.20。
10.1.1.21 始终被转换成 1.1.1.21。

1.1.1.21:3503010.1.1.21:35030

Trust 区段

10.1.1.20:25611 1.1.1.25:35030

1.1.1.1

ethernet1 
10.1.1.1/24

2.2.2.2:80

Untrust 区段ethernet3 
1.1.1.1/24

目标初始源

( 虚拟设备 )

已转换源

Untrust 区段

10.2.2.8:80

2.2.2.8:7777
ethernet3 
1.1.1.1/24 Trust 区段ethernet1 

10.2.2.1/244

已转换目标源

( 虚拟设备 )

初始目标
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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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 ( 无端口映射 ) 的 NAT-Dst
安全设备执行 NAT-dst，但不更改初始目标端口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5 页
上的“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图 12:  不带端口映射的 NAT-Dst

范例 : 从 IP 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 NAT-Dst
安全设备执行 NAT-dst，将 IP 地址范围转换成单个 IP 地址。如果还启用了端口映
射，安全设备会将初始目标端口号转换成其它端口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NAT-Dst - 多对一映射”。

图 13:  从地址范围到单个 IP 地址的 NAT-Dst

Untrust 区段

10.2.2.8:80

2.2.2.8:7777
ethernet13 
1.1.1.1/24

Trust 区段ethernet1 
10.2.2.1/244

已转换目标
源

( 虚拟设备 )

初始目标

1.1.1.5

1.1.1.5:25611 Untrust 区段

源

1.1.1.6:40365
2.2.2.8 和 2.2.2.9 始终被转换成 
10.2.2.8。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2 
10.2.2.1/24

2.2.2.8:80

初始目标

( 虚拟设备 )

DMZ 区段

10.2.2.8:80 
10.2.2.8:80

已转换目标
基于策略的转换选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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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IP 地址范围之间的 NAT-Dst
为 IP 地址范围应用 NAT-dst 时，安全设备会使用一种称作地址变换的技术，将初
始目标地址始终映射成特定范围内的已转换地址。注意，地址变换不支持端口映
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0 页上的“NAT-Dst - 多对多映射”。

图 14:  地址范围之间的 NAT-Dst

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NAT-src 和 NAT-dst 的应用各自独立。通过策略中指示的方向，可以确定二者在信
息流上的应用方式。例如，如果安全设备应用一个策略，对从主机 A 发送到虚拟
主机 B 的信息流执行 NAT-dst，则安全设备会将初始目标 IP 地址 2.2.2.2 转换成 
3.3.3.3。( 此外，设备还会将响应信息流中的源 IP 地址 3.3.3.3 转换成 2.2.2.2。)

图 15:  NAT-Dst 的数据包流

Untrust 区段

源

1.1.1.5

2.2.2.8 始终转换成 10.2.2.8，
2.2.2.9 始终转换成 10.2.2.9。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1 
10.2.2.1/24

2.2.2.8:80

初始目标

( 虚拟设备 )

Trust 区段

已转换目标

10.2.2.8:80

2.2.2.9:80 10.2.2.9:80

1.1.1.6

set policy from "zone A" to "zone B" "host A" "virtual host B" any nat dst ip 3.3.3.3 permit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2.2.2/32 interface ethernet1.

安全设备将目的 IP 地址 2.2.2.2 转换成 
3.3.3.3。设备将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
存储到会话表中。

安全设备使用会话表中存储的信息匹配
封包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随
后，设备将源 IP 地址 3.3.3.3 转换成 
2.2.2.2。

主机 A 
1.1.1.1

虚拟主机 B 
2.2.2.2

ethernet1 
3.3.3.10/24

ethernet3 
1.1.1.10/24

主机 B 
3.3.3.3

区段 A 区段 B

负荷
DST 
2.2.2.2

SRC 
1.1.1.1

负荷
DST 
3.3.3.3

SRC 
1.1.1.1

负荷DST 
1.1.1.1

SRC 
3.3.3.3

负荷
DST 
1.1.1.1

SRC 
2.2.2.2
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第 1 章 : 地址转换

set i
set p
"hos

主机
1.1.
但是，如果只创建上述策略指定从主机 A 到主机 B 的 NAT-dst，当主机 B 发起流向
主机 A 的信息流 ( 而非响应主机 A 的信息流 ) 时，安全设备不会转换主机 B 的初
始源 IP 地址。为保证在主机 B 发起流向主机 A 的信息流时，安全设备能转换主
机 B 的源 IP 地址，必须配置第二个从主机 B 到指定 NAT-src 的主机 A 的策略。(此
行为与 MIP 不同。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映射 IP 地址”。)

图 16:  源 IP 地址转换的数据包流

注意 : 您必须设置指向 2.2.2.2/32 ( 虚拟主机 B) 的路由，这样安全设备才能执行路由查
询确定目标区段。有关 NAT-dst 路由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0 页上的
“NAT-Dst 的路由选择”。

注意 : 为继续围绕 IP 地址转换机制这一重点，上图没有显示“端口地址转换”(PAT)。
如果为只含单个 IP 地址的 DIP 池指定固定端口号，则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主
机使用该池。上述策略只将“主机 B”指定为源地址。如果“主机 B”是唯一
一台使用 DIP 池 7 的主机，就没必要启用 PAT。

nterface ethernet1 dip-id 7 1.1.1.3 1.1.1.3 
olicy from "zone B" to "zone A" "host B" 
t A" any nat src dip-id 7 permit

安全设备将目标 IP 地址 3.3.3.3 转换成 
1.1.1.3。设备将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
存储到会话表中。

安全设备使用会话表中存储的信息
匹配封包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
信息。随后，设备将目的 IP 地址 
1.1.1.3 转换成 3.3.3.3。

 A 
1.1 DIP 池 7 

1.1.1.3 -1.1.1.3 ethernet1 
3.3.3.10/24

ethernet3 
1.1.1.10/24

主机 B 
3.3.3.3

区段 A 区段 B

负荷
DST 
1.1.1.1

SRC 
3.3.3.3

负荷DST 
3.3.3.3

SRC 
1.1.1.1

负荷
DST 
1.1.1.1

SRC 
1.1.1.3

负荷DST 
3.3.3.3

SRC 
1.1.1.1
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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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源网络地址转换

ScreenOS 提供了许多执行“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 和源“端口地址转换”
(PAT) 的方法。本章介绍几种可用的地址转换方法，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第 13 页上的“NAT-Src 简介”

第 14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第 17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禁用 PAT) 的 NAT-Src”

第 18 页上的“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第 22 页上的“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NAT-Src 简介

有时，安全设备需要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成另一个地址。例如，
当私有 IP 地址上的主机发起流向公共地址空间的信息流时，安全设备必须将私有
源 IP 地址转换成公共地址。同理，如果将一个私有地址空间的信息流通过 VPN 通
道发送到使用相同地址的站点，则通道两端的安全设备必须将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相互中立的地址。

动态 IP (DIP) 地址池提供了大量可用地址，供安全设备在执行“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时从中提取地址。如果策略要求执行 NAT-src，且引用了特定的 DIP 池，
则安全设备将在执行转换时从该池中提取地址。

小的 DIP 池只包含单个 IP 地址，但如果启用了“端口地址转换”(PAT)，则 DIP 
池 多能同时支持 64,500 台主机。尽管所有封包从 DIP 池接收的源 IP 地址完全相
同，但它们获得的端口号各不相同。通过维护初始地址和端口号与已转换地址和端
口号相匹配的会话表条目，安全设备可以跟踪哪些封包属于哪个会话以及哪些会话
属于哪台主机。

注意 : 有关公开和私有 IP 地址的信息，请参阅第 2-41 页上的“公共 IP 地址”和
第 2-42 页上的“私有 IP 地址”。

注意 : DIP 池使用的地址必须与策略引用的目标区段的缺省接口位于同一子网中。如果
要使用的 DIP 池的地址不在目标区段接口所在的子网中，则必须在扩展接口上定
义 DIP 池。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30 页上的“在不同子网中使用 DIP”。
NAT-Src 简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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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在策略中使用 NAT-src，却没有指定 DIP 池，安全设备会将源地址转换成目
标区段中的出口接口地址。上述情况需要用到 PAT，设备会自动启用它。

对于需要将特定源端口号保持固定的应用程序，必须禁用 PAT，并定义一个 IP 地
址范围足够大的 DIP 池，以确保每台并行活动主机收到的不同的已转换地址。对
于固定端口的 DIP，安全设备将一个已转换源地址分配给所有并行会话所在的同一
台主机。反之，如果 DIP 池启用了 PAT，安全设备可能会给单台主机分配不同地
址，以进行不同会话，除非将 DIP 定义为附着 (请参阅第 2-130 页上的“附着 DIP 
地址”)。

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在与“端口地址转换”(PAT) 一起应用“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 时，安全设备
转换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图 17 所示执行状态检查 ( 注意，只显示 IP 封包包头和 
TCP 片段包头中与 NAT-src 有关的元素 )。

图 17:  使用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注意 : 启用 PAT 后，安全设备还要维护空闲端口号池，将这些端口号连同 DIP 池中的地
址一起分配。用 大端口数 65,535 减去 1023 后，即可得到数字 64,500。设备
给众所周知的端口保留了 1023 个端口号。

ethernet1 10.1.1.1/24 
ethernet3 1.1.1.1/24

本地主机 
10.1.1.5.25611

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
DIP 池 ID 5 
1.1.1.30 - 1.1.1.30 
( 启用了 PAT)

Untrust 区段

远程 Web 服务器 
2.2.2.2:80

安全设备将源 IP 地址 10.1.1.5 转换成 
1.1.1.30，将源端口号 25611 转换成 
41834。设备将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
存储到会话表中。

安全设备使用会话表中存储的信息匹配
封包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随
后，设备将目的 IP 地址 1.1.1.30 转换成 
10.1.1.5，将目的端口号 41834 转换成 
25611。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2 10.1.1.5 80 25611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0.1.1.5 2.2.2.2 25611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
2.2.2.2 1.1.1.30 80 41834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30 2.2.2.2 41834 80 HTTP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http net src dip-ip 5 permit 
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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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带有 PAT 的 NAT-Src
在本例中，在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定义 DIP 池 5。DIP 池只包
含单个 IP 地址 1.1.1.30，且缺省启用了 PAT。

随后，可以设置一个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 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HTTP 信息流流向 Untrust 区段中的任意地址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 1.1.1.30，该地址是 DIP 池 5 中的唯一条目

将 TCP 片段包头或 UDP 数据报报头的初始源端口号转换成唯一的新端口号

将带有已转换源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 HTTP 信息流通过 ethernet3 发送到 
Untrust 区段

图 18:  带有 PAT 的 NAT-Src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注意 : 定义 DIP 池时，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启用 PAT。要禁用 PAT，必须向 CLI 命令
结尾添加关键字固定端口，或清除 WebUI 中 DIP 配置页的 Port Translation 选
项。例如，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5 1.1.1.30 1.1.1.30 fix-port 或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ID: 5; Start: 1.1.1.30; End: 1.1.1.30; 
Port Translation: ( 清除 )。

DIP 池 ID 5 
1.1.1.30 - 1.1.1.30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30 2.2.2.2 41834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0.1.1.5 2.2.2.2 25611 80 HTTP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2.2.2.2:80

 ethernet3 
1.1.1.1/24

( 虚拟设备 )

1.1.1.30

1.1.1.30:41834

目标已转换源

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 将源 IP 地址转换成
单个地址 DIP 池 - 1.1.1.30。同时启用了 PAT。)

10.1.1.5:25611

初始源
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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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1.1.30 ~ 1.1.1.30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1.1.30 - 1.1.1.30)/X-late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5 1.1.1.30 1.1.1.30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nat src dip-id 5 permit
save
来自 DIP 池 ( 启用 PAT) 的 NAT-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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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DIP 池 ( 禁用 PAT) 的 NAT-Src

某些配置或情况可能需要执行 IP 地址的“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而不执行
源端口号的“端口地址转换”(PAT)。例如，定制应用程序可能需要表示源端口地
址的特定数字。在上述情况下，可以定义一个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 NAT-src，
而不执行 PAT。

范例 : 禁用 PAT 的 NAT-Src
在本例中，在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接口上定义 DIP 池 6。该 DIP 池包
含从 1.1.1.50 到 1.1.1.150 的 IP 地址范围。首先要禁用 PAT。随后，可以设置一个
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 Trust 区段任意地址发出的名为 "e-stock" 的用户定义服务的信息流流向 
Untrust 区段中的任意地址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 DIP 池 6 中的任意可用地址

让 TCP 片段包头或 UDP 数据报报头的初始源端口号保持不变

将带有已转换源 IP 地址和初始端口号的 e-stock 信息流通过 ethernet3 发送到 
Untrust 区段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6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1.1.50 ~ 1.1.1.150

Port Translation: ( 清除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注意 : 假设先前定义了用户定义服务 "e-stock"。此虚构服务要求所有 e-stock 交易始发
自特定源端口号。基于上述原因，必须禁用 DIP 池 6 的 PAT。
来自 DIP 池 ( 禁用 PAT) 的 NAT-Sr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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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e-stock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 选择 ), 6 (1.1.1.50 - 1.1.1.150)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6 1.1.1.50 1.1.1.150 fix-port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e-stock nat src dip-id 6 permit
save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可以定义一对一映射，将 IP 地址范围内的初始源 IP 地址映射成已转换源 IP 地
址。上述映射可以确保安全设备始终将该范围内的特定源 IP 地址转换成 DIP 池内
的同一已转换地址。该范围内的地址可以为任意数字。甚至还可以将一个子网映射
到另一子网，但需要使用一致的一对一映射 ( 将一个子网中的每个初始地址映射成
另一子网中相应的已转换地址 )。

执行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可能有一个用途 : 为接收来自第一个安全设备的信息
流的另一个安全设备提供较大的策略精细度。例如，站台 A 的设备 -A 管理员的政
策定义如下 : 通过站台对站台 VPN 通道与站台 B 的设备 -B 进行通信时，转换其主
机的源地址。如果设备 -A 使用无地址变换的 DIP 池的地址应用 NAT-src，则设备 -B 
的管理员只能为站点 A 发出的信息流配置通用策略。除非知道特定的已转换 IP 地
址，否则设备 -B 的管理员只能为从设备 -A DIP 池提取的源地址范围设置入站策
略。另一方面，如果设备 -B 的管理员 ( 通过地址变换 ) 得知已转换源地址，则会针
对来自站点 A 的入站信息流设置的策略，做出选择性及限制性的处理。

注意，可以在策略中应用启用地址变换的 DIP 池 ( 该策略应用于超出池中指定的范
围之外的源地址 )。在上述情况下，安全设备传递策略允许的所有源地址发出的信
息流，将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应用于 DIP 池范围内的地址，但让源地址超出了 
DIP 池范围之外的地址保持不变。如果希望安全设备对所有源地址应用 NAT-src，
请确保源地址范围小于或等于 DIP 池的范围。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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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在本例中，在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 ethernet3 上定义 DIP 池 10。假设需要将 
10.1.1.11 - 10.1.1.15 之间的五个地址转换成 1.1.1.101 - 1.1.1.105 之间的五个地
址，且希望每对初始地址与已转换地址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 : 

表 1:  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Src

为 Trust 区段中的五台主机定义地址，并将它们添加到名为 "group1" 的地址组。
这些主机的地址分别为 10.1.1.11、10.1.1.12、10.1.1.13、10.1.1.14 和 
10.1.1.15。可以配置从 Trust 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该策略中引用了上述地址组 
( 在使用 DIP 池 10 应用 NAT-src 的策略中也转换过该地址组 )。该策略指示安全设
备，每当 group1 的成员发起到 Untrust 区段地址的 HTTP 信息流时都执行 
NAT-src。此外，安全设备始终执行 NAT-src，将特定 IP 地址 ( 例如 10.1.1.13) 转换
成同一已转换 IP 地址 1.1.1.103。

随后，可以设置一个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 Trust 区段中 group1 发出的 HTTP 信息流流向 Untrust 区段的任意地址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 DIP 池 10 中的相应地址

将带有已转换源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 HTTP 信息流通过 ethernet3 发送到 
Untrust 区段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注意 : 安全设备不支持带有地址变换的源“端口地址转换”(PAT)。

初始源 IP 地址 已转换源 IP 地址

10.1.1.11 1.1.1.101

10.1.1.12 1.1.1.102

10.1.1.13 1.1.1.103

10.1.1.14 1.1.1.104

10.1.1.15 1.1.1.105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1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20
2.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10
IP Shift: ( 选择 )

From: 10.1.1.11
To: 1.1.1.101 ~ 1.1.1.105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1/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2/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3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3/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4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4/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5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5/32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 > ( 对于区段 : Trust) New: 输
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group1

选择 host1，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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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host2，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host3，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host4，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host5，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group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10 (1.1.1.101 - 1.1.1.105)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10 shift-from 10.1.1.11 to 1.1.1.101 1.1.1.105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host1 10.1.1.11/32
set address trust host2 10.1.1.12/32
set address trust host3 10.1.1.13/32
set address trust host4 10.1.1.14/32
set address trust host5 10.1.1.15/32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oup1 add host1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oup1 add host2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oup1 add host3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oup1 add host4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group1 add host5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group1 any http nat src dip-id 10 permit
save
来自 DIP 池 ( 带有地址变换 ) 的 NAT-Sr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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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如果只在策略中应用 NAT-src 而不指定 DIP 池，安全设备会将源 IP 地址转换成出
口接口的地址。在上述情况下，安全设备始终应用 PAT。

范例 : 无 DIP 的 NAT-Src
在本例中，将定义一个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 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HTTP 信息流流向 Untrust 区段中的任意地址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 ethernet3 接口 ( 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 
的 IP 地址 1.1.1.1，从而可通过出口接口将信息流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任意
地址

将 TCP 片段包头或 UDP 数据报报头的初始源端口号转换成唯一的新端口号

将带有已转换源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信息流通过 ethernet3 发送到 Untrust 区段

图 19:  无 DIP 的 NAT-Src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1 2.2.2.2 41834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0.1.1.5 2.2.2.2 25611 80 HTTP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2.2.2.2:80

 ethernet3 
1.1.1.1/24

( 虚拟设备 )1.1.1.1

1.1.1.30:41834

目标已转换源

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 将源 IP 地址
转换成目标区段中的出口接口 IP 地址 - 
1.1.1.1。同时启用了 PAT。)

10.1.1.5:25611

初始源
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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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None (Use Egress Interface IP)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http nat src permit
save
来自出口接口 IP 地址的 NAT-Src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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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ScreenOS 提供了许多执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和目标端口地址映射的
方法。本章介绍几种可用的地址转换方法，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 

第 26 页上的“NAT-Dst 简介”

第 27 页上的“NAT-Dst 的数据包流”

第 30 页上的“NAT-Dst 的路由选择”

第 32 页上的“NAT-Dst - 一对一映射”

第 35 页上的“从一个地址到多个地址的转换”

第 37 页上的“NAT-Dst - 多对一映射”

第 40 页上的“NAT-Dst - 多对多映射”

第 43 页上的“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第 46 页上的“同一策略中的 NAT-Src 和 NAT-Dst”

注意 : 有关使用映射 IP (MIP) 或虚拟 IP (VIP) 地址进行目标地址转换的信息，请参阅
第 57 页上的“映射和虚拟地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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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Dst 简介

可以定义策略将一个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另一个地址。可能需要安全设备将一个或
多个公共 IP 地址转换成一个或多个私有 IP 地址。初始目标地址与已转换目标地址
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对一、多对一或多对多关系。图 20 说明了一对一和多对一 
NAT-dst 关系的概念。

图 20:  NAT-Dst - 一对一和多对一

图 20 中所示的两种配置均支持目标端口映射。端口映射就是将一个初始目标端口
号明确转换成另一个特定端口号。在端口映射中，初始端口号与已转换端口号之间
的关系不同于“端口地址转换”(PAT)。使用端口映射时，安全设备将一个预定义
的初始端口号转换成另一个预定义的端口号。使用 PAT 时，安全设备将一个随机
分配的初始源端口号转换成另一个随机分配的端口号。

可使用地址变换将一个目标地址范围转换成另一个地址范围 ( 如，将一个子网转换
成另一个子网 )，这样安全设备就可以将每个初始目标地址始终转换成特定的已转
换目标地址。注意，安全性不支持带有地址变换的端口映射。图 21 说明了 NAT-dst 
多对多关系的概念。

安全设备映射的信息流从此处开始

初始目标 已转换目标

NAT-Dst: 一对一映射

( 虚拟设备 )

NAT-Dst: 多对一映射

( 虚拟设备 )

注意 : 初始目的 IP 地址和已转换目的 IP 地址必须在同一安全区段中。

.......... 到此处结束
NAT-Ds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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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NAT-Dst - 多对多

路由表中一定同时存在初始目标 IP 地址和已转换目标 IP 地址的条目。安全设备先
使用初始目标 IP 地址执行路由查询，确定后续策略查询的目标区段。然后使用已
转换地址执行第二次路由查询，确定发送封包的位置。为确保由路由确定的结果与
策略相符，初始目标 IP 地址和已转换目标 IP 地址必须在同一安全区段中。( 有关
目的 IP 地址、路由查询及策略查询之间的关系，请参阅第 27 页上的“NAT-Dst 的
数据包流”。)

NAT-Dst 的数据包流
以下步骤介绍封包经安全设备的路径以及应用 NAT-dst 时执行的各种操作。

1. 源 IP 地址 : 端口号为 1.1.1.5:32455 和目标 IP 地址 : 端口号为 5.5.5.5:80 的 
HTTP 封包到达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ethernet1。

图 22:  NAT-Dst 封包流 - 封包到达

NAT-Dst: 多对多映射

( 虚拟设备 )

初始目标 已转换目标

SRC 
1.1.1.5

DST 
5.5.5.5

SRC 
32455

DST 
80 负荷

4.4.4.5 
已转换目标

5.5.5.5 
初始目标

Custom 1 区段

Trust 区段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1.1.1.5 
源

ethernet1 
1.1.1.1/24

ethernet4 
4.4.4.4/24

ethernet3 
3.3.3.3/24

ethernet2 
2.2.2.2/24

这三个问号表示安全设备尚未执行相应步骤来确定转发封包必须使用的接口。
NAT-Dst 简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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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启用了 Un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安全设备会在此时激活 SCREEN 模
块。SCREEN 检查可以生成下列三种结果之一 :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 (对此行为已配置安全设备封锁该封包)，
则安全设备会丢弃该封包并在事件日志中生成一个条目。

如果 SCREEN 机制检测到异常行为，该行为只记录事件却不封锁封包，安
全设备将在入口接口的 SCREEN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该事件，然后继续进行
下一步。

如果 SCREEN 机制没有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安全设备继续下一步骤。

如果未启用 Untrust 区段的 SCREEN 选项，安全设备将立即进行下一步。

3. 会话模块执行会话查找，尝试用现有会话与该数据包进行匹配。

如果该数据包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安全设备会执行“首包处理”，该过程包括
其余的步骤。

如果该包与现有会话匹配，安全设备会执行“快速处理”，用现有会话条目中
可用的信息来处理该封包。“快速处理”将直接跳到 后一步，因为之前各步
生成的信息已在会话的首包处理期间获得。

4. 地址映射模块检查是否有映射 IP (MIP) 或虚拟 IP (VIP) 配置使用了目标 IP 地址 
5.5.5.5。

如果存在这样的配置，安全设备会将 MIP 或 VIP 转变成已转换目标 IP 地址，
并将后者作为路由查询的依据。随后，设备将在 Untrust 和 Global 区段之间执
行策略查询。如果找到了允许信息流的策略，安全设备会将封包转发到在路由
查询中确定的出口接口。

如果在 MIP 或 VIP 配置未使用 IP 地址 5.5.5.5，安全设备将继续进行下一步。

5. 为确定目标区段，路由模块将查询初始目标 IP 地址的路由，也就是说，该模
块将使用到达 ethernet1 的封包包头中出现的目标 IP 地址。( 路由模块使用入
口接口来确定路由查询使用的虚拟路由。) 设备随即发现，可通过绑定到 
Custom1 区段的 ethernet 4 访问 5.5.5.5/32。

注意 : 仅当数据包到达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时，安全设备才检查是否在 VIP 配置
中使用了目标 IP 地址。

trust-vr 路由表

到达 : 使用接口 : 所在区段 : 使用网关 : 

0.0.0.0/0 ethernet1 Untrust 1.1.1.250

1.1.1.0/24 ethernet1 Untrust 0.0.0.0

2.2.2.0/24 ethernet2 DMZ 0.0.0.0

3.3.3.0/24 ethernet3 Trust 0.0.0.0

4.4.4.0/24 ethernet4 Custom1 0.0.0.0

5.5.5.5/32 ethernet4 Custom1 0.0.0.0
NAT-Ds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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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引擎在 Untrust 和 Custom1 区段之间执行策略查询 ( 由相应的入口和出口
接口确定 )。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和服务符合将 HTTP 信息流从 5.5.5.5 重
新定向到 4.4.4.5 的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custom1 any v-server1 http nat dst ip 4.4.4.5 permit

( 先前已将 IP 地址 5.5.5.5/32 定义为 "v-server1"，该地址在 Custom1 区段
中。)

安全设备将目标 IP 地址 5.5.5.5 转换成 4.4.4.5。策略指出既不需要 NAT-Src，
也不需要 PAT-dst。

7. 接着，安全设备使用已转换 IP 地址执行第二次路由查询，发现可通过 
ethernet4 访问地址 4.4.4.5/32。

8. 地址映射模块将封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 4.4.4.5。随后，安全设备将
该封包从 ethernet4 转发出去，并在会话表中生成一个条目 ( 除非此封包是现
有会话的一部分且记录条目已存在 )。

图 23:  NAT-Dst 封包流 - 封包转发

SRC 
1.1.1.5

DST 
5.5.5.5

SRC 
32455

DST 
80 负荷

4.4.4.5 目标

此会话所属的
虚拟系统

Custom 1 区段

会话超时 30 个单位 
(30 x 10 = 300 秒 )

VLAN ID 

Untrust 区段

NSP 标识 
( 仅限内部使用 )

接口 ID

ethernet4 
4.4.4.4/24

源 IP 
地址 / 端口

应用于此会话的
策略 ID

注意 : 由于此会话不包含虚拟系统、VLAN、VPN 通道或虚拟安全设备 (VSD)，因此所有 ID number 均设为零。

ethernet1 
1.1.1.1/24

会话状态标志 
( 仅限内部使用 )

1.1.1.5 
源

会话 ID

通道 ID第一帧中的
源 MAC 地址

传输协议 6 = TCP

 目标 IP 
地址 / 端口

6 (21):1.1.1.5/32455 -> 4.4.4.5/80, 6, 00b0d0a8aa2b,  vlan 0, tun 0, vsd 0
id 482/s**, vsys 0, flag 04000000/00/00, policy 21, time 30

VSD ID 
NAT-Dst 简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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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Dst 的路由选择
配置 NAT-dst 地址时，安全设备的路由表中必须同时存在指向封包包头中的初始目
标地址和已转换目标地址 ( 即安全设备将封包包头重新定向到的地址 ) 的路由。如
第 27 页上的“NAT-Dst 的数据包流”中所述，安全设备使用初始目标地址执行路
由查询，以此来确定出口接口。反过来，出口接口给出目标区段 ( 接口绑定到的区
段 )，以便安全设备执行策略查询。安全设备找到符合要求的策略时，该策略定义
从初始目标地址到已转换目标地址的映射。随后，安全设备执行第二次路由查询，
确定转发封包的接口，封包必须通过该接口才能到达新的目标地址。总之，指向初
始目标地址的路由提供了执行策略查询的方法，指向已转换目标地址的路由则指定
了安全设备转发封包使用的出口接口。

在以下三种情况中，根据策略中引用的目标地址周围的网络拓扑，输入静态路由的
需求将有所不同 :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oda1 http nat dst ip 10.1.1.5 permit

其中 "oda1" 是初始目标地址 10.2.1.5，已转换目标地址为 10.1.1.5。

范例 : 连接到一个接口的地址

在此情况中，连接初始目标地址和已转换目标地址的路由引导信息流通过同一接口 
ethernet3。将 ethernet3 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1.1.1/24 时，安全设备会自动添
加通过 ethernet3、指向 10.1.1.0/24 的路由。要完成该路由要求，必须添加一个通
过 ethernet3、指向 10.2.1.5/32 的附加路由。

图 24:  使用同一出口接口的初始和已转换的地址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1.5/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1.5/32 interface ethernet3
save

* 由于指向 10.2.1.5 的路由未指定网关，因此 10.2.1.5 不在 10.1.1.0/24 子网中。但在图中
看来，10.2.1.5 与 10.1.1.0/24 地址空间似乎在同一个已连接的子网中。

ethernet3 
10.1.1.1/24

初始目标 "oda1" 
10.2.1.5 *

已转换目标 
10.1.1.5

Trust 区段

10.1.1.0/24( 虚拟设备 )
NAT-Dst 简介



第 3 章 :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范例 : 连接到一个接口但被路由器分隔的地址

在此情况中，连接初始目标地址和已转换目标地址的路由引导信息流通过 
ethernet3。将 ethernet3 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1.1.1/24 时，安全设备会自动添
加通过 ethernet3、指向 10.1.1.0/24 的路由。要完成该路由要求，必须添加一个通
过 ethernet3、指向 10.2.1.0/24 的路由以及连接 10.1.1.0/24 和 10.2.1.0/24 子网的
网关。

图 25:  被路由器分隔的初始地址和已转换地址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0.1.1.250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1.0/2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0.1.1.250
save

范例 : 由接口分隔的地址

在此情况中，有两个接口绑定到 Trust 区段 : IP 地址为 10.1.1.1/24 的 ethernet3 和 
IP 地址为 10.2.1.1/24 的 ethernet4。配置这些接口的 IP 地址时，安全设备会自动
添加通过 ethernet3、指向 10.1.1.0/24 的路由和通过 ethernet4、指向 10.2.1.0/24 
的路由。将初始目标地址放入 10.2.1.0/24 子网，并将已转换目标地址放入 
10.1.1.0/24 子网，就不必为了让设置安全设备将 NAT-dst 应用从 10.1.1.5 到 
10.2.1.5 而添加其它路由。

注意 : 由于需要此路由才能到达 10.2.1.0/24 子网中的任意一个地址，因此可能已经配
置了该路由。如果已配置该路由，则不必为了让策略将 NAT-dst 应用到 10.2.1.5 
而添加其它路由。

ethernet3 
10.1.1.1/24

初始目标 
"oda1" 

10.2.1.5

已转换目标 
10.1.1.5 Trust 区段

10.1.1.250/24

( 虚拟设备 )10.1.1.0/24
10.2.1.0/2410.1.1.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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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使用不同出口接口的初始地址和已转换地址

NAT-Dst - 一对一映射

应用“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而不是 PAT 时，安全设备转换目标 IP 地址并
执行状态检查，如图 27 所示 ( 注意，只显示 IP 封包包头和 TCP 片段包头中与 
NAT-dst 有关的元素 ): 

图 27:  一对一 NAT-Dst

ethernet3 
10.1.1.1/24

已转换目标 
10.1.1.5

Trust 区段

( 虚拟设备 )

10.1.1.0/24

10.2.1.0/24

ethernet4 
10.2.1.1/24 初始目标 

"oda1" 
10.2.1.5

ethernet3 1.1.1.1/24，Untrust 
ethernet2 10.1.1.1/24 DMZ

初始目标 
1.2.1.5:80

已转换目标 
10.1.1.5:80

Trust 区段

源 2.2.2.5:36104

( 虚拟设备 )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将源 IP 地址 10.1.1.5 转换成 
1.1.1.30，将源端口号 25611 转换成 
41834。设备将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
存储到会话表中。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2.1.5 35104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0.1.1.5 36104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0.1.1.5 2.2.2.5 80 35104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2.1.5 2.2.2.5 80 36104 HTTP

安全设备使用会话表中存储的信息匹
配封包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信息。
随后，设备将目的 IP 地址 1.1.1.30 转换
成 10.1.1.5，将目的端口号 41834 转换成 
21611。

安全设备
NAT-Dst - 一对一映射



第 3 章 :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范例 : 一对一目标地址转换
在本例中，将设置策略，在不更改目标端口地址的情况下，提供一对一的“目标网
络地址转换”(NAT-dst)。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从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FTP 和 HTTP 信息流 ( 定义为服务组 
"http-ftp") 流向 DMZ 区段中名为 "oda2" 的初始目标地址 1.2.1.8。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 1.2.1.8 转换成 10.2.1.8

让 TCP 片段包头的初始目标端口号保持不变 (HTTP 为 80，FTP 为 21)

将 HTTP 和 FTP 信息流转发到 DMZ 区段中的地址 10.2.1.8

先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再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2.1.1/24。还要定义一个通过 ethernet2，指
向初始目标地址 1.2.1.8 的路由。Untrust 和 DMZ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图 28:  NAT-Dst - 一对一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8/32
Zone: DMZ

ethernet3 
1.1.1.1/24

初始目标 
"oda2" 1.2.1.8

已转换目标 
10.2.1.8

Untrust 区段

DMZ 区段

( 虚拟设备 )

源 
2.2.2.54

ethernet2 
10.2.1.1/24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2.1.5 25611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2.1.8 40365 21 F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0.2.1.8 40365 21 F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2.1.5 10.2.1.8 80 36104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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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输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服
务，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HTTP-FTP

选择 HTT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FTP，并使用 << 按钮将服务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8/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2

Service: HTTP-F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8
Map to Port: ( 清除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oda2 1.2.1.8/32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http-ftp
set group service http-ftp add http
set group service http-ftp add ftp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8/32 interface ethernet2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2 http-ftp nat dst ip 10.2.1.8 permit
save
NAT-Dst - 一对一映射



第 3 章 :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从一个地址到多个地址的转换
根据每个策略中指定的服务或源地址的类型，安全设备可以将同一初始目标地址转
换成不同策略中指定的多个已转换目标地址。您可能希望安全设备将 HTTP 信息流
从 1.2.1.8 重新定向到 10.2.1.8，将 FTP 信息流从 1.2.1.8 重新定向到 10.2.1.9 ( 参
见上例 )。还可能希望安全设备将从 host1 发送到 1.2.1.8 的 HTTP 信息流重新定向
到 10.2.1.8，将从 host2 发送到 1.2.1.8 的 HTTP 信息流重新定向到 10.2.1.37。在
上述两种情况中，安全设备均将发送到同一初始目标地址的信息流重新定向到多个
已转换地址。

范例 : 一对多目标地址转换

在本例中，将创建两个策略，它们使用相同的初始目标地址 (1.2.1.8)，并根据服务
的类型，分别引导信息流发送到两个不同的已转换目标地址。这两个策略指示安全
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将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FTP 和 HTTP 信息流发送到 DMZ 区段中名
为 "oda3" 的用户定义地址

对于 HTTP 信息流，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 1.2.1.8 转换成 10.2.1.8

对于 FTP 信息流，将目标 IP 地址 1.2.1.8 转换成 10.2.1.9

让 TCP 片段包头的初始目标端口号保持不变 (HTTP 为 80，FTP 为 21)

将 HTTP 信息流转发到 DMZ 区段中的地址 10.2.1.8，将 FTP 信息流转发到 
DMZ 区段中的地址 10.2.1.9

图 29:  NAT-Dst - 一对多

先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再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2.1.1/24。还要定义一个通过 ethernet2、
指向初始目标地址 1.2.1.8 的路由。Untrust 和 DMZ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ethernet3 
1.1.1.1/24

已转换目标 
10.2.1.9:21

Untrust 区段

( 虚拟设备 )

源

2.2.2.5:25611 
2.2.2.5:40365

ethernet2 
10.2.1.1/24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2.1.8 25611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2.1.8 40365 21 F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0.2.1.9 40365 21 F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2.2.2.5 10.2.1.8 25611 HTTP

初始目标 "oda3"
1.2.1.8:80 
1.2.1.8:21

已转换目标 
10.2.1.8:80

DMZ 区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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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3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8/32
Zone: DMZ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8/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3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8
Map to Port: ( 清除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3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NAT-Dst - 一对一映射



第 3 章 :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9
Map to Port: ( 清除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oda3 1.2.1.8/32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8/32 interface ethernet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3 http nat dst ip 10.2.1.8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3 ftp nat dst ip 10.2.1.9 permit
save

NAT-Dst - 多对一映射

初始目标地址和已转换目标地址之间也可能是多对一关系。在上述情况下，安全设
备将发送到多个初始目标地址的信息流转发到单个已转换目标地址。此外，还可以
指定目标端口映射。

范例 : 多对一目标地址转换
在本例中，创建一个策略，将发送到不同初始目标地址 (1.2.1.10 和 1.2.1.20) 的信
息流重新定向到同一个已转换目标地址。本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将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HTTP 信息流重新定向到名为 "oda45" 
的用户定义地址组，其中包括 DMZ 区段中的地址 "oda4" (1.2.1.10) 和 "oda5" 
(1.2.1.20)

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 1.2.1.10 和 1.2.1.20 转换成 10.2.1.15

让 TCP 片段包头的初始目标端口号保持不变 (HTTP 为 80)

将 HTTP 信息流转发到 DMZ 区段中的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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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NAT-Dst - 多对一

先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再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2.1.1/24。还要定义一个通过 ethernet2、
指向初始目标地址 1.2.1.10 和 1.2.1.20 的路由。Untrust 和 DMZ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4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10/32
Zone: DMZ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5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20/32
Zone: DMZ

ethernet3 
1.1.1.1/24

Untrust 区段

( 虚拟设备 )
源 
1.1.1.5:25611 
1.1.1.6:40365

ethernet2 
10.2.2.1/24

初始目标 "oda4"
1.2.1.10:80 

已转换目标 
10.2.1.15:80 
10.2.1.15.80

DMZ 区段

初始目标 "oda5" 
1.2.1.20:80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5 1.2.1.10 25611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6 1.2.1.20 40365 80 HTTP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5 10.2.1.1 80 HTTP25611

 SRC IP DST IP SRC PT DST PT PROTO
1.1.1.6 1.2.1.20 40365 80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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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Groups > ( 对于区段 : DMZ) New: 输
入以下组名称，移动以下地址，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oda45

选择 oda4，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oda5，并使用 << 按钮将地址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10/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20/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4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15
Map to Port: ( 清除 )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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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oda4 1.2.1.10/32
set address dmz oda5 1.2.1.20/32
set group address dmz oda45 add oda4
set group address dmz oda45 add oda5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10/32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20/32 interface ethernet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45 http nat dst ip 10.2.1.15 permit
save

NAT-Dst - 多对多映射

可以使用“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将一个 IP 地址范围转换成另一个地址范
围。该地址范围可以是子网或更小的子网内地址集合。ScreenOS 使用地址变换机
制维护初始目标地址范围与转换后新地址范围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初始地址范
围为 10.1.1.1 - 10.1.1.50，而已转换地址范围的起始地址为 10.100.3.101，安全设
备将进行如下地址转换 : 

10.1.1.1 - 10.100.3.101

10.1.1.2 - 10.100.3.102

10.1.1.3 - 10.100.3.103

…

10.1.1.48 - 10.100.3.148

10.1.1.49 - 10.100.3.149

10.1.1.50 - 10.100.3.150

例如，如果希望创建一个策略对 HTTP 信息流应用上述转换，该信息流从 zone A 
中的任意地址流向名为 "addr1-50" 的地址组，且地址组中包含 zone B 中从 
10.1.1.1 到 10.1.1.50 的所有地址，则可输入以下 CLI 命令 : 

set policy id 1 from zoneA to zoneB any addr1-50 http nat dst ip 10.100.3.101 
10.100.3.150 permit

如果 zone A 中的主机发起到 zone B 定义范围内任意地址 ( 如 10.1.1.37) 的 HTTP 
信息流，安全设备会应用此策略将目标地址转换成 10.100.3.137。

如果策略中指定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及服务与封包中的对应部分完全匹配，则安全
设备只执行 NAT-dst。例如，您可能创建另一个策略，允许 zone A 中任意主机发出
的信息流流向 zone B 中的任意主机，然后在策略列表中将该策略置于策略 1 之后: 

set policy id 1 from zoneA to zoneB any addr1-50 http nat dst ip 10.100.3.101 
10.100.3.150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zoneA to zoneB any any any permit
NAT-Dst - 多对多映射



第 3 章 : 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如果已配置这两个策略，设备将避开 NAT-dst 机制将以下类型的信息流从 zone A 
中的主机发送到 zone B 中的主机 : 

Zone A 中的主机发起到 zone B 中 10.1.1.37 的非 HTTP 信息流。由于信息流的
服务类型不是 HTTP，因此安全设备会应用策略 2，只传递信息流而不转换目标
地址。

Zone A 中的主机发起到 zone B 中 10.1.1.51 的 HTTP 信息流。由于目标地址不在 
addr1-50 地址组中，因此安全设备仍会应用策略 2，只传递信息流而不转换目
标地址。

范例 : 多对多目标地址转换
在本例中，将配置一个策略，当任意类型的信息流发送到子网中的任意主机时应用 
NAT-dst，并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任务 : 

允许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所有类型的信息流流向 DMZ 区段中的任
意地址

将 1.2.1.0/24 子网中名为 "oda6" 的初始目标地址转换成 10.2.1.0/24 子网中的
相应地址

让 TCP 片段包头的初始目标端口号保持不变

将 HTTP 信息流转发到 DMZ 中的已转换地址

图 31:  NAT-Dst - 多对多

先将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再将 ethernet2 
绑定到 DMZ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2.1.1/24。还要定义一个通过 ethernet2、
指向初始目标地址子网 (1.2.1.0/24) 的路由。Untrust 和 DMZ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
由域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ethernet2 
1.1.1.1/24

初始目标 "oda6" 
1.2.1.0/24

已转换目标 
10.2.1.0/24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1.2.1.1 - 10.2.1.1

1.2.1.2 - 10.2.1.2

1.2.1.3 - 10.2.1.3

1.2.1.253 - 10.2.1.253

1.2.1.254 - 10.2.1.254

DMZ 区段

ethernet3 
1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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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6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0/24
Zone: DMZ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6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2.1.0 - 10.2.1.254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oda6 1.2.1.0/24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0/24 interface ethernet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6 any nat dst ip 10.2.1.1 10.2.1.254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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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配置安全设备执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NAT-dst) 时，也可启用端口映射。启用端
口映射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在一台主机上支持单个服务的多个服务器进程。例如，一
台主机可以运行两个 Web 服务器 ( 一个在端口 80 上，另一个在端口 8081 上 )。对
于 HTTP 服务 1，安全设备执行 NAT-dst 而不执行端口映射 (dst 端口 80 -> 80)。

对于 HTTP 服务 2，安全设备在相同目标 IP 地址上执行 NAT-dst，并执行端口映射 
(dst 端口 80 -> 8081)。通过两个不同的目标端口号，主机能将 HTTP 信息流划分
给两个 Web 服务器。

范例 : 带有端口映射的 NAT-Dst
在本例中，将创建两个策略，在从 Trust、Untrust 区段到 DMZ 区段 Telnet 服务器
的 Telnet 信息流上执行 NAT-dst 和端口映射。这两个策略指示安全设备执行以下
任务 : 

允许 Untrust、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发出的 Telnet 信息流流向 DMZ 区段中的
地址 1.2.1.15

将名为 "oda7" 的初始目标 IP 地址 1.2.1.15 转换成 10.2.1.15

将 TCP 片段包头的初始目标端口号 23 转换成 2200

将 Telnet 信息流转发到 DMZ 区段中的已转换地址

配置以下“接口到区段”的绑定信息和地址分配 : 

ethernet1: Trust 区段，10.1.1.1/24。

ethernet2: DMZ 区段，10.2.1.1/24

ethernet3: Untrust 区段，1.1.1.1/24

在 DMZ 区段定义一个 IP 地址为 1.2.1.15/32 的地址条目 "oda7"。再定义一个通过 
ethernet2 、指向初始目标地址 1.2.1.15 的路由。Trust、Untrust 和 DMZ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注意 : ScreenOS 设备不支持带有地址变换的 NAT-dst 的端口映射。请参阅第 40 页上
的“NAT-Dst - 多对多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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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DMZ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2.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oda7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1.15/32
Zone: DMZ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2.1.15/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7

Service: Telnet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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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15
Map to Port: ( 选择 ), 2200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oda7

Service: Telnet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 选择 ), 10.2.1.15
Map to Port: ( 选择 ), 2200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dmz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dmz oda7 1.2.1.15/32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2.1.15/32 interface ethernet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dmz any oda7 telnet nat dst ip 10.2.1.15 port 2200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oda7 telnet nat dst ip 10.2.1.15 port 2200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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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策略中的 NAT-Src 和 NAT-Dst

可以在同一策略中将“源网络地址转换”(NAT-src) 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NAT-dst) 结合使用。这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在数据路径的单点上同时更改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的方法。

范例 : 结合 NAT-Src 和 NAT-Dst
在图 32 中所示的范例中，配置了安全设备 ( 设备 -1)，该设备位于服务提供商的客
户与服务器群组之间。客户通过 ethernet1 (IP 地址为 10.1.1.1/24，且绑定到 Trust 
区段 ) 连接设备 -1。随后，设备 -1 将通过基于路由的两个 VPN 通道之一将信息流
转发到目标服务器。绑定到这两个通道的接口处于 Untrust 区段中。Trust 和 
Untrust 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由于客户拥有的地址可能与要连接服务器的地址相同，因此设备 -1 必须同时执行
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Src) 和目标网络地址转换 (NAT-dst)。为确保地址转换的独立
性与灵活性，安全设备通过执行 NAT-dst 保护服务器群组设备 -A 和设备 -B。出于
上述目的，服务提供商会指示客户和服务器群组的管理员保留以下地址 : 
10.173.10.1-10.173.10.7、10.173.20.0/24、10.173.30.0/24 和 10.173.40.0/24。这
些地址的用途如下 : 

两个通道接口分配到下列地址 : 

tunnel.1, 10.173.10.1/30

tunnel.2, 10.173.10.5/30

每个通道接口都支持以下 DIP 池 ( 启用 PAT): 

tunnel.1, DIP ID 5: 10.173.10.2-10.173.10.2 

tunnel.2, DIP ID 6: 10.173.10.6-10.173.10.6

设备 -1 执行 NAT-dst 时，使用地址变换转换初始目标地址，如下所示 : 

10.173.20.0/24 到 10.173.30.0/24

10.173.40.0/24 到 10.173.50.0/24

配置 vpn1 和 vpn2 这两个通道时将用到以下参数 : AutoKey IKE、预共享密钥 
(vpn1 为 "device1"，vpn2 为 "device2") 以及为“阶段 1”和“阶段 2”提议预定
义的安全级别“Compatible ( 兼容 )”。( 有关这些提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8 
页上的“通道协商”。) vpn1 和 vpn2 的代理 ID 均为 0.0.0.0/0 - 0.0.0.0/0 - any。

注意 : 基于策略的 VPN 不支持 NAT-dst。必须将基于路由的 VPN 配置与 NAT-dst 一起
使用。

注意 : 有关执行 NAT-dst 时使用的地址变换信息，请参阅第 40 页上的“NAT-Dst - 多对
多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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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结合 NAT-Src 和 NAT-Dst

WebUI ( 安全设备 -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73.10.1/30

注意 : 先给出设备 -1 的配置。接着是设备 -A 和设备 -B 的 VPN 配置，合起来即得到完
整的配置信息。

ethernet1 
10.1.1.1/24

使用不同源 IP 地址的客户通过 VPN 通道连接
提供商的服务器。

由于您作为设备 -1 的管理者，不具备源和目的
地址的控制权限，因此由安全设备执行 NAT-src 
和 NAT-dst。只要存在相互中立的地址空间，
可以转换往来的地址，安全设备 -1 就能处理
客户的服务请求。

保护服务器群组的两台安全设备也要执行 
NAT-dst，以确保地址转换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Trust 区段

.vpn2

10.100.1.0/24

内部路由器

10.100.2.0/24

10.100.3.0/24

ethernet3 
1.1.1.1/24

vpn1

设备 -B

设备 -A 10.100.1.0/24

10.100.2.0/24

Untrust 区段

安全设备 -1

客户的地址

安全设备 -1
 tunnel.1, 10.173.10.1/30

安全设备 -B                                      
Untrust 3.3.3.3/24, Trust 10.100.2.1/24 
tunnel.1, 10.3.3.1/24                                  
NAT-dst                                                                  
• 初始目标 10.173.20.0/24                
• 转换后目标 10.173.30.0/24

NAT-src                                                        
• DIP 池 10.173.10.2 - 10.173.10.2
NAT-dst                                                       
• 初始目标 10.173.20.0/24      
• 转换后目标 10.173.30.0/24

安全设备 -1                                          
tunnel.2, 10.173.10.5/30                              
NAT-src                                                                   
• DIP 池 10.173.10.6 - 10.173.10.6 
NAT-dst                                                                 
• 初始目标 10.173.40.0/24                
• 转换后目标 10.173.50.0/24

安全设备 -B                                      
Untrust 3.3.3.3/24, Trust 10.100.2.1/24 
tunnel.1, 10.3.3.1/24                                  
NAT-dst                                                                  
• 初始目标 10.173.20.0/24                
• 转换后目标 10.173.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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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73.10.5/30

2. DIP 池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5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173.10.2 ~ 10.173.10.2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2) > D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D: 6
IP Address Range: ( 选择 ), 10.173.10.6 ~ 10.173.10.6

Port Translation: ( 选择 )
In the same subnet as the interface IP or its secondary IPs: ( 选择 )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farm-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20.0/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farm-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40.0/24
Zone: Un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A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device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注意 : 外向接口不一定位于通道接口绑定到的区段中，但在本例中二者位于同一区段。
同一策略中的 NAT-Src 和 NAT-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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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B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d Key: device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2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3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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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4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5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farm-A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5 (10.173.10.2-10.173.10.2)/X-late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73.30.0 - 10.173.30.255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farm-B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Source Translation: ( 选择 )

(DIP on): 6 (10.173.10.6-10.173.10.6)/X-late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73.50.0 - 10.173.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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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安全设备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73.10.1/30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10.173.10.5/30

2. DIP 池
set interface tunnel.1 dip-id 5 10.173.10.2 10.173.10.2
set interface tunnel.2 dip-id 6 10.173.10.6 10.173.10.6

3.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farm-A 10.173.20.0/24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farm-B 10.173.40.0/24

4. VPN
set ike gateway gw-A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A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ike gateway gw-B ip 3.3.3.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gw-B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20.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30.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40.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50.0/24 interface tunnel.2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serverfarm-A any nat src dip-id 5 dst ip 

10.173.30.0 10.173.30.255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serverfarm-B any nat src dip-id 6 dst ip 

10.173.50.0 10.173.50.255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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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安全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00.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2.2.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farm-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30.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ustom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10.2/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device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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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2.2.2.25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10.2/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3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ustome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farm-A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00.1.0 - 10.100.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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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安全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00.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2.2.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serverfarm-A 10.173.30.0/24
set address untrust customer1 10.173.10.2/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ip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10.2/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30.0/24 interface ethernet1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customer1 serverfarm-A any nat dst ip 

10.100.1.0 10.100.1.255 permit
save

WebUI ( 安全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00.2.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3.3.3.3/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3.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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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farm-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50.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custom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73.10.6/32
Zone: Untrust

3.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1.1.1.1
Preshared Key: device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3.3.3.25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10.6/32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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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73.50.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custome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farm-B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Policy" 配
置页 : 

NAT: 
Destination Translation: ( 选择 )
Translate to IP Range: ( 选择 ), 10.100.2.0 - 10.100.2.255

CLI ( 安全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00.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3.3.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serverfarm-B 10.173.50.0/24
set address untrust customer1 10.173.10.6/32

3.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ip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3.3.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10.6/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73.50.0/24 interface ethernet1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customer1 serverfarm-B any nat dst ip 

10.100.2.0 10.100.2.255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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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映射和虚拟地址

ScreenOS 提供了许多执行目标 IP 地址和目标端口地址转换 (PAT) 的方法。本章介
绍如何使用映射 IP (MIP) 和虚拟 IP (VIP) 地址，并分为以下部分 : 

第 57 页上的“映射 IP 地址”

第 58 页上的“MIP 和 Global 区段”

第 64 页上的“MIP-Same-as-Untrust”

第 67 页上的“MIP 和回传接口”

第 73 页上的“MIP 分组”

第 74 页上的“虚拟 IP 地址”

第 75 页上的“VIP 和 Global 区段”

映射 IP 地址

映射 IP (MIP) 是从一个 IP 地址到另一个 IP 地址的直接一对一映射。安全设备将目
标为 MIP 的内向信息流转发至地址为 MIP 指向地址的主机。实际上，MIP 是一个
静态目标地址转换，将 IP 封包包头中的目标 IP 地址映射成另一个静态 IP 地址。
MIP 主机发起出站信息流时，安全设备将该主机的源 IP 地址转换成 MIP 地址的源 
IP 地址。这一对称的双向转换不同于源和目标地址的转换 (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
“NAT-Src 和 NAT-Dst 的方向特性”)。

MIP 允许入站信息流到达接口模式为 NAT 的区段中的私有地址。MIP 还部分解决
通过 VPN 通道连接的两个站点之间地址空间重叠的问题。( 有关此问题完整的解决
方案，请参阅第 5-129 页上的“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可在以下接口所在的子网中创建 MIP: 带有 IP 地址 / 网络掩码的通道接口或绑定到
第 3 层 (L3) 安全区段且带有 IP 地址 / 网络掩码的接口。虽然 MIP 是为绑定到通道
区段和安全区段的接口配置的，但是定义的 MIP 存储在 Global 区段。

注意 : 重叠地址空间就是当两个网络中 IP 地址范围部分或全部相同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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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映射 IP 地址

MIP 和 Global 区段
无论设置哪个区段接口的 MIP，都会在 Global 区段的通讯簿中生成该 MIP 的条
目。Global 区段通讯簿存储所有 MIP 地址，不管其接口属于哪一个区段。可以将
这些 MIP 地址用作两个区段间策略的目标地址，还可以用作定义全局策略时的目
标地址。( 有关全局策略的信息，请参阅第 2-148 页上的“全局策略”。) 尽管安
全设备将 MIP 地址存储在 Global 区段中，但在策略中引用 MIP 时，既可以使用 
Global 区段，也可以使用 MIP 指向的目标区段 ( 以地址形式表示 )。

注意 : 为 Untrust 区段中接口定义的 MIP 例外。该 MIP 可以在不同于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的子网中。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就必须在外部路由器上添加一条路由，
指向 Untrust 区段接口，以便内向信息流能到达 MIP。此外，必须在与 MIP 相关
的安全设备上定义一个静态路由，该设备还具备能执行 MIP 的接口。

Mapped IP: 来自 Untrust 
区段的入站信息流在 
Trust 区段从 210.1.1.5 
映射到 10.1.1.5。

公共地址
空间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1.1.1/24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NAT 模式

私有地址
空间

10.1.1.5

MIP 1.1.1.5 -> 10.1.1.5

注意 : MIP (1.1.1.5) 与 Untrust 区段
接口 (1.1.1.1/24) 在同一子网中，
但位于不同的区段。

Untrust 
区段互联网

Trust 
区段

Global 
区段

注意 : 在一些安全设备上，MIP 可使用与接口相同的地址，但是 MIP 地址不能在 DIP 
池中。

可映射“地址到地址”或“子网到子网”关系。定义“子网到子网”映射 IP 配置
后，映射 IP 子网和原始 IP 子网都将应用网络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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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Untrust 区段接口上的 MIP
在本例中，将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1.1.1/24。将 
ethernet2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然后配置 MIP，将
目标地址为 Untrust 区段中 1.1.1.5 的内向 HTTP 信息流发送到 Trust 区段地址为 
10.1.1.5 的 Web 服务器。 后，要创建一个策略，允许 HTT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
段的任意地址流向 Trust 区段的 MIP 地址 ( 始终流向 MIP 指向的地址上的主机 )。
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34:  Untrust 区段接口上的 MIP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注意 : MIP 或其指向的主机不需要通讯簿条目。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目的地址为 1.1.1.5 的信息流到达 ethernet2。

安全设备在 ethernet2 上查询 MIP 的路由，
然后将 1.1.1.5 转变成 10.1.1.5。

安全设备查询指向 10.1.1.5 的路由，然后
将信息流转发出 ethernet1。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2, 1.1.1.1/24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Web 服务器 
10.1.1.5

Global 区段

MIP 1.1.1.5 -> 10.1.1.5 
( 在 ethernet2 上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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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1.1.1/24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1.1.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1.5) http permit
save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MIP 的网络掩码为 32 位 (255.255.255.255)，将地址映射到单个
主机。还可为某个范围内的地址定义 MIP。例如，要通过 CLI 将 1.1.1.5 定义为 C 
类子网中地址 10.1.10.129 - 10.1.10.254 的 MIP，请使用以下语法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ip 1.1.1.5 host 10.1.10.128 netmask 255.255.255.128。小心切勿使
用包括接口或路由器地址的地址范围。

缺省的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不必指定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 或 MIP 有 32 位网
络掩码。此命令中包含这些参数，以便和 WebUI 配置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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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从不同区段到达 MIP
来自不同区段的信息流仍可通过其它接口 ( 而非您在其上配置 MIP 的接口 ) 到达 
MIP。要完成上述操作，必须在其它各个区段的路由器上设置路由，将入站信息流
指向它们各自接口的 IP 地址，以到达 MIP。

在本例中，将在 Untrust 区段 (ethernet2，1.1.1.1/24) 的接口上配置 MIP 
(1.1.1.5)，以映射到 Trust 区段 (10.1.1.5) 中的 Web 服务器。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接
口是 IP 地址为 10.1.1.1/24 的 ethernet1。

创建名为 X-Net 的安全区段，将 ethernet3 绑定到该区段，然后给接口分配 IP 地址 
1.3.3.1/24。定义地址 1.1.1.5，以便在策略中使用，该策略允许 HTTP 信息流从 
X-Net 区段的任意地址流向 Untrust 区段的 MIP。还将配置一个策略，允许 HTT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图 35:  从不同区段到达 MIP

注意 : 如果 MIP 与接口 ( 在该接口上配置 MIP) 在相同的子网中，则不必为了使信息流
通过不同的接口到达 MIP，而添加到安全设备的路由。但是，如果 MIP 在与其接
口的 IP 地址不同的子网中 ( 仅对于 Untrust 区段中接口上的 MIP 才可能出现这种
情况 )，则必须将一条静态路由添加至安全设备路由选择表中。使用 set vrouter 
name_str route ip_addr interface interface 命令 ( 或 WebUI 中的等同命令 )，其
中，name_str 是指定接口所属的虚拟路由器，interface 是在上面配置 MIP 的
接口。

注意 : 必须在 X-Net 区段的路由器上输入一条路由，引导目标地址为 1.1.1.5 (MIP) 的信
息流流向 1.3.3.1 (ethernet3 的 IP 地址 )。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2, 1.1.1.1/24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Trust 区段

Web 服务器 
10.1.1.5

Global 区段

目的地址为 1.1.1.5 的信息流到达 ethernet2 和 
ethernet3。

ethernet2: 安全设备在 ethernet2 上的 MIP 中查询路
由，然后将 1.1.1.5 解析为 10.1.1.5。

ethernet3: 在 ethernet3 上为 MIP 进行的路由查询无
果。 ScreenOS 检查其它接口，在 ethernet2 上找到 
MIP，然后将封包转发至 ethernet2， MIP 在此被解
析为 10.1.1.5。

安全设备查询指向 10.1.1.5 的路由，然后将信息流
转发到 ethernet1。

MIP 1.1.1.5 -> 10.1.1.5 
( 在 ethernet2 上配置 )

注意 : 要到达 1.1.1.5，必须
给此路由器添加一条指向 
1.3.3.1 的路由。

X-Net 区段

X-Ne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3.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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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和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X-Net
Virtual Router Name: un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X-Net
IP Address/Netmask: 1.3.3.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1.1.1.5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5/32
Zone: Untrust

3.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X-Ne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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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和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1.1.1/24
set zone name X-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X-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3.3.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1.1.1.5" 1.1.1.5/32

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1.1.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X-Net to untrust any "1.1.1.5" htt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1.5) http permit
save

范例 : 将 MIP 添加到 Tunnel 接口

在本例中，Trust 区段中网络的 IP 地址空间为 10.1.1.0/24，通道接口 "tunnel.8" 的 
IP 地址为 10.20.3.1。Trust 区段中网络上服务器的物理 IP 地址为 10.1.1.25。为了
允许一个远程网站 ( 其网络在 Trust 区段中 ) 使用重叠地址空间，通过 VPN 通道访
问本地服务器，在 tunnel.8 接口所在的相同子网中创建 MIP。MIP 地址为 
10.20.3.25/32。( 有关带有 Tunnel 接口的 MIP 的完整范例，请参阅第 5-129 页上
的“具有重叠地址的 VPN 站点”。)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8)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0.20.3.2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2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MIP 的网络掩码为 32 位 (255.255.255.255)，缺省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不必在命令中指定它们。此处包含这些参数，以便和 WebUI 配置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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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nterface tunnel.8 mip 10.20.3.25 host 10.1.1.2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save

MIP-Same-as-Untrust
由于 IPv4 地址越来越少，ISP 越来越不愿意分配给客户多于一个或两个 IP 地址。
如果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接口只有一个 IP 地址 ( 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处于
“网络地址转换”(NAT) 模式 )，则可将 Untrust 区段接口的 IP 地址用作映射 IP 
(MIP)，以提供对内部服务器、主机、VPN 或 L2TP 通道端点的入站访问。

MIP 将到达一个地址的信息流映射到另一个地址，因此，通过使用 Untrust 区段接
口的 IP 地址作为 MIP，安全设备将使用 Untrust 区段接口的所有入站信息流映射
到指定内部地址。如果 Untrust 接口上的 MIP 被映射到 VPN 或 L2TP 通道端点，只
要 Untrust 接口上没有配置 VPN 或 L2TP 通道，设备会自动将收到的 IKE 或 L2TP 
封包转发到通道端点。

如果创建一个策略，在该策略中，目标地址是使用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的 
MIP，并且指定 HTTP 充当该策略中的服务，那么您就失去经由该接口对安全设备
进行 Web 管理的能力 ( 因为流向该地址的所有入站 HTTP 信息流都被映射到内部
服务器或主机 )。通过更改 Web 管理的端口号，仍然可以使用 WebUI 通过 Untrust 
区段接口管理该设备。要更改 Web 管理端口号，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Admin > Web: 在 "HTTP Port" 字段输入注册的端口号 ( 从 1024 到 65,535)。
然后单击 Apply。

2. 下一次连接到 Untrust 区段接口管理该设备时，请将此端口号附加到 IP 地址 - 
例如，http://209.157.66.170:5000。

范例 : Untrust 接口上的 MIP
在本例中，将选择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1.1.1.1/24) 的 IP 地址作为 Web 
服务器的 MIP，该 Web 服务器的实际 IP 地址为 Trust 区段中的 10.1.1.5。由于希
望保持对 ethernet3 接口的 Web 管理访问，因此将 Web 管理的端口号更改为 
8080。随后，将创建一个策略，允许 HTTP 服务 ( 在 HTTP 缺省端口 80 上 ) 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的 MIP 地址 ( 始终流向 MIP 指向地址上的主机 )。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MIP 的网络掩码为 32 位 (255.255.255.255)，缺省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不必在命令中指定它们。此处包含这些参数，以便和 WebUI 配置对称。

远程管理员将服务器地址添加到他的 Untrust 区段通讯簿时，必须输入 MIP 
(10.20.3.25)，而不是服务器的物理 IP 地址 (10.1.1.25)。

远程管理员还需要对通过 VPN 发往服务器的外向封包应用基于策略的 NAT-src ( 使
用 DIP)，以便本地管理员可添加与本地 Trust 区段地址不冲突的 Untrust 区段地
址。否则，内向策略中的源地址会看似在 Trust 区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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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T: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HTTP 端口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在 "HTTP Port" 字段键入 8080，然后
单击 Apply。

( 失去 HTTP 连接。)

3.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到安全设备，将 8080 附加到浏览器 URL 地址字段的 IP 地址。( 如果
您当前正通过 Untrust 接口管理设备，请输入 http://1.1.1.1:8080。)

4. MIP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1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注意 : 使用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的 MIP 的网络掩码必须为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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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1)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HTTP 端口
set admin port 8080

3.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ip 1.1.1.1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1.1) http permit
save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MIP 的网络掩码为 32 位 (255.255.255.255)，缺省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不必在命令中指定它们。此处包含这些参数，以便和 WebUI 配置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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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 和回传接口
在回传接口上定义 MIP 后，可以让一组接口访问 MIP。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使用同一个 MIP 地址通过多个 VPN 通道之一访问主机。MIP 主机还可以发起信息
流通过相应通道发往远程站点。

图 36:  回传接口上的 MIP

您可以将回传接口想象成包含 MIP 地址的资源容器。可使用名称 loopback.id_num 
配置回传接口 ( 其中 id_num 是唯一标识设备接口的索引号 )，并给接口分配一个 
IP 地址 (请参阅第 2-52 页上的“回传接口”)。为准许其它接口使用回传接口上的 
MIP，可将该接口添加为回传组中的一员。

回传接口及其成员接口必须位于同一区段的不同 IP 子网中。任何一个有 IP 地址的
接口都可以成为回传组的成员。如果要在回传接口和一个成员接口上配置 MIP，请
优先配置回传接口。回传接口不能是其它回传组的成员。

范例 : 两个通道接口的 MIP
在本例中，将配置以下接口 : 

ethernet1，Trust 区段，10.1.1.1/24

ethernet3，Untrust 区段，1.1.1.1/24

tunnel.1，Untrust 区段，10.10.1.1/24，绑定到 vpn1

tunnel.2，Untrust 区段，10.20.1.1/24，绑定到 vpn2

loopback.3，Untrust 区段，10.100.1.1/24

通道接口是 loopback.3 接口组的成员。Loopback.3 接口包含 MIP 地址 
10.100.1.5，该地址映射到 Trust 区段中地址为 10.1.1.5 的主机。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MIP 主机

Trust 区段
接口

VPN 对等方

来自两个 VPN 通道的
信息流均到达回传接口
上的 MIP 地址。

MIP 地址 ( 在回
传接口上定义，
但存储在 Global 
区段中 )

回传接口 
( 在 Untrust 区段中 )

从 MIP 地址发出的信息流
通过 Trust 区段接口流向 
MIP 主机。

通道接口 : 回传
接口组的成员

VPN 通道

VPN 对等方 Untrust 区段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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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两个通道接口的 MIP

当目标地址为 10.100.1.5 的封包通过 VPN 通道到达 tunnel.1 时，安全设备将在回
传接口 loopback.3 上搜索 MIP。在 loopback.3 上找到匹配项后，安全设备会将初
始目标 IP 地址 (10.100.1.5) 转换成主机 IP 地址 (10.1.1.5)，然后通过 ethernet1 将
封包转发到 MIP 主机。目标地址为 10.100.1.5 的信息流也可以通过绑定到 
tunnel.2 的 VPN 通道到达。同样，安全设备先在 loopback.3 上找到匹配项，再将
初始目标 IP 地址 10.100.1.5 转换成 10.1.1.5，然后将封包转发到 MIP 主机。

为完成配置，仍需要定义地址、VPN 通道、路由及策略。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T: ( 选择 )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MIP 主机 
10.1.1.5

ethernet1 
10.1.1.1/24

gw2 之后的私
有地址空间 : 
10.3.1.0/24

MIP 地址 : 
10.100.1.5 -> 10.1.1.5

loopback.3 
10.100.1.1/24 
( 在 Untrust 
区段中 )

通道接口 : 回传
接口组的成员

tunnel.2, 10.20.1.1/24

gw1
ethernet3 
1.1.1.1/24

gw1 之后的私
有地址空间 : 
10.2.1.0/24

vpn1

tunnel.1, 10.10.1.1/24

gw2

vpn2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绑定到 Trust 区段的任意接口都处于 NAT 模式。因此，对于绑定
到 Trust 区段的接口，此选项已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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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Loopbac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loopback.3
Zone: Untrust (trust-vr)
IP Address/Netmask: 10.100.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0.1.1/24

在 Loopback Group 下拉列表中选择 loopback.3，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2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20.1.1/24

在 Loopback Group 下拉列表中选择 loopback.3，然后单击 OK。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loopback.3)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0.100.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local_la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pe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1.0/24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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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eer-2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3.1.0/24
Zone: Un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1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device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Create a Simple Gateway: ( 选择 )

Gateway Name: gw2
Type: Static IP: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3.3.3.3
Preshared Key: device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 选择 ), tunnel.2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0.0.0.0/0
Remote IP/Netmask: 0.0.0.0/0
Service: ANY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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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3.1.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2
Gateway IP Address: 0.0.0.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ee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0.100.1.5)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eer-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0.100.1.5)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ocal_la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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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loopback.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loopback.3 ip 10.100.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0.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loopback-group loopback.3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10.20.1.1/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loopback-group loopback.3

2. MIP
set interface loopback.3 mip 10.100.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ocal_lan 10.1.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eer-1 10.2.1.0/24
set address untrust peer-2 10.3.1.0/24

4. VPN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3.3.3.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device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3.1.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peer-1 mip(10.100.1.5)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peer-2 mip(10.100.1.5)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ocal_lan any any permit
save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MIP 的网络掩码为 32 位 (255.255.255.255)，缺省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不必在命令中指定它们。此处包含这些参数，以便和 WebUI 配置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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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 分组
为接口指定 MIP 可留出某一范围的 IP 地址，用作通过该接口的数据包的目标地
址。然后您即可在策略中使用 MIP，这可使接收内向数据包的接口能够识别该地
址，也可使传送外向数据包的接口能够使用该地址。

然而，可能会出现在单个策略中需要调用多个 MIP 的情况。例如，当某个特定网
络拓扑中存在多个目标主机或网关时，单个地址范围可能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地址。
解决此问题需要进行 MIP 分组，这将允许您设计多单元策略。此类策略调用多个
地址范围作为可用的源地址。

范例 : 使用多单元策略进行 MIP 分组

在下例中，将创建一个策略，此策略是使用两个不同的 MIP 地址定义的 (1.1.1.3 
和 1.1.1.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MIP ( 列表 )

Policies > New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ip 1.1.1.3 host 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ip 1.1.1.4 host 3.3.3.3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mip(1.1.1.3)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104
(policy:104)-> set dst-address mip(1.1.1.4)
(policy:104)-> exit
get policy id 104

注意 : 在本例中，假设所生成策略的策略 ID 是 104。

注意 : 执行完本例的 后一个 CLI 命令后，请查找以下输出以进行确认 : 

2 destinations: "MIP(1.1.1.3)", "MI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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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 IP 地址

根据 TCP 或 UDP 片段包头的目标端口号，虚拟 IP (VIP) 地址将在一个 IP 地址处接
收到的信息流映射到另一个地址。例如，

目标地址为 1.1.1.3:80 ( 也就是 IP 地址为 1.1.1.3，端口号为 80) 的 HTTP 封包
可能映射到地址为 10.1.1.10 的 Web 服务器。

目标地址为 1.1.1.3:21 的 FTP 封包可能映射到地址为 10.1.1.20 的 FTP 服务器。

目标地址为 1.1.1.3:25 的 SMTP 封包可能映射到地址为 10.1.1.30 的邮件服务器。

目标 IP 地址相同。目标端口号确定安全设备将信息流转发到的主机。

图 38:  虚拟 IP 地址

表 2:  虚拟 IP 转发表

安全设备将去往 VIP 的内向信息流转发到 VIP 指向地址上的主机。但是，当 VIP 主
机发起出站信息流时，如果先前在入口接口或应用到来自该主机信息流的策略中的 
NAT-src 上配置了 NAT，则安全设备会仅将初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其它地址。否则，
安全设备不会对来自 VIP 主机的信息流进行源 IP 地址转换。

需要以下信息来定义“虚拟 IP”: 

VIP 的 IP 地址必须与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 (或某些安全设备上的接口 ) 在同一
子网中，甚至可以是该接口使用的地址

在某些安全设备上，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可以通过 DHCP 或 PPPoE 动态接收 
IP 地址。如果希望在上述情况中使用 VIP，请使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 ) > VIP)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配置 VIP，将同一 IP 地址用作支持多个 VIP 的设备的 Untrust 区段接
口，其它“常规”VIP 将不可用。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1.1.1/24

Global 区段

VIP 1.1.1.3
SMTP (25)

Trust 区段

Web 服务器 
10.1.1.10

HTTP (80) FTP (21)

FTP 服务器
10.1.1.20

邮件服务器 
10.1.1.30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 IP Global 区段中的 VIP 端口 转发至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 IP

1.1.1.1/24 1.1.1.3 80 (HTTP) 10.1.1.10

1.1.1.1/24 1.1.1.3 21 (FTP) 10.1.1.20

1.1.1.1/24 1.1.1.3 25 (SMTP) 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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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了常规 VIP，除非先删除常规 VIP，否则无法使用 Untrust 区段接
口创建 VIP。

处理请求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希望安全设备从 VIP 转发到主机 IP 地址的服务类型

有关 VIP 的一些注释 : 

在一台机器上运行多个服务器进程时，可以让用户熟悉的服务使用虚拟端口
号。例如，如果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两个 FTP 服务器，可以在端口 21 上运行
一个服务器，在端口 2121 上运行另一个服务器。用户若要访问第二个 FTP 服
务器，必须预先知道虚拟端口号并将其附加到封包包头的 IP 地址后。

可映射预先定义的服务和用户定义的服务。

单个 VIP 可识别具有相同源及目标端口号但传输方式不同的定制服务。

定制服务可使用任何目标端口号或端口号范围，从 1 到 65,535，而不仅是从 
1024 到 65,535。

通过在单个 VIP 下创建多个服务条目，单个 VIP 可支持具有多个端口条目的定
制服务 ( 服务中的每个端口条目在 VIP 中对应有一个服务条目 )。在缺省情况
下，可在 VIP 中使用单端口服务。要在 VIP 中使用多端口服务，必须首先发出 
CLI 命令 set vip multi-port，然后重新设置安全设备。( 请参阅第 78 页上的
“范例 : 具有定制和多端口服务的 VIP”。)

必须能从 trust-vr 到达安全设备将 VIP 信息流映射到的主机。如果该主机不在 
trust-vr 的路由选择域中，则必须定义到达它的路由。

VIP 和 Global 区段
为 Untrust 区段中的接口设置 VIP 将在 Global 区段通讯簿中生成一条条目。不管接
口属于哪个区段，Global 区段通讯簿保留所有接口的全部 VIP。可以将这些 VIP 地
址用作任意两个区段间策略的目标地址，还可以用作 Global 策略中的目标地址。

范例 : 配置虚拟 IP 服务器

在本例中，将接口 ethernet1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1.1.1/24。
将接口 ethernet3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

然后，在 1.1.1.10 配置 VIP，以便将入站 HTTP 信息流转发到地址为 10.1.1.10 的 
Web 服务器，并创建一个策略，允许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到达 Trust 区段中的 
VIP ( 始终到达 VIP 指向地址上的主机 )。

由于 VIP 与 Untrust 区段接口 (1.1.1.0/24) 在同一子网中，因此无需定义路由，以
便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到达 VIP。此外，VIP 将信息流转发到的主机不需要通讯
簿条目。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注意 : 只能在 Untrust 区段接口上设置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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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虚拟 IP 服务器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V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VIP: 输入以下地址，然后单
击 Add: 

Virtual IP Address: 1.1.1.1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VIP > New VIP Service: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IP: 1.1.1.10
Virtual Port: 80
Map to Service: HTTP (80)
Map to IP: 10.1.1.10

注意 : 如果希望安全区段 ( 而非 Untrust 区段 ) 的 HTTP 信息流到达 VIP，则必须在安全
区段的路由器上设置到达 1.1.1.10 的路由，从而指向绑定到该区段的接口。例
如，假设 ethernet2 被绑定到用户定义区段上，且配置了该区段的路由器，将目
标地址为 1.1.1.10 的信息流发送到 ethernet2。路由器将信息流发送到 ethernet2 
后，安全设备中的转发机制将 VIP 定位在 ethernet3，它将信息流映射到 
10.1.1.10 并发送出 ethernet1，到达 Trust 区段。此过程与第 61 页上的“范例 : 
从不同区段到达 MIP”中描述的类似。此外，还必须设置一个策略，允许 HTTP 
信息流从源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中的 VIP。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HTTP (80)

VIP 1.1.1.10

Global 区段 Trust 区段

Web 服务器 
10.1.1.10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1.1.1/24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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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10)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1.1.1/24

2. V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10 80 http 10.1.1.10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vip(1.1.1.10) http permit
save

范例 : 编辑 VIP 配置

在本例中，将修改在上一范例中创建的“虚拟 IP”服务器配置。为了限制对 Web 
服务器的访问，将 HTTP 信息流的虚拟端口号从 80 ( 缺省值 ) 更改为 2211。现
在，只有那些连接 Web 服务器时知道使用端口号 2211 的人员才能访问它。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VIP > Edit ( 在 1.1.1.10 的 
VIP Services Configure 部分中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Port: 2211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10 port 8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10 2211 http 10.1.1.10
save

范例 : 移除 VIP 配置

在本例中，将删除以前创建并修改的 VIP 配置。必须首先移除与其有关的任何现有
策略，才能移除 VIP。在第 75 页上的“范例 : 配置虚拟 IP 服务器”中创建的策略 
ID number 为 5。

 WebUI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Go: 为策略 ID 5，单击 Remov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VIP: 在 1.1.1.10 的 VIP 
Configure 部分中，单击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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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unset policy id 5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10
save

范例 : 具有定制和多端口服务的 VIP
在以下范例中，将在 1.1.1.3 上配置 VIP，将以下服务发送到下列内部地址 : 

图 40:  具有定制和多端口服务的 VIP

VIP 将 DNS 查询发送到 10.1.1.3 上的 DNS 服务器，将 HTTP 信息流发送到 
10.1.1.4 上的 Web 服务器，并将认证检查发送到 10.1.1.5 上的 LDAP 服务器上的
数据库。对于 HTTP、DNS 和 PCAnywhere，虚拟端口号与实际端口号保持一致。
对于 LDAP，虚拟端口号 (5983) 用于将额外的安全级别添加到 LDAP 认证信息流。

为了远程管理 HTTP 服务器，定义一个定制服务并且命名为 PCAnywhere。
PCAnywhere 是一项多端口服务，它发送并监听 TCP 端口 5631 上的数据以及 UDP 
端口 5632 上的状态检查。

还要在 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中输入 Remote Admin 的地址 3.3.3.3，并为所有要使
用 VIP 的信息流配置从 Untrust 到 Trust 区段的策略。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
由域中。

服务 传输方式 虚拟端口号 实际端口号 主机 IP 地址

DNS TCP， UDP 53 53 10.1.1.3

HTTP TCP 80 80 10.1.1.4

PCAnywhere TCP， UDP 5631, 5632 5631, 5632 10.1.1.4

LDAP TCP， UDP 5983 389 10.1.1.5

Untrust 区段

远程 
Admin 
3.3.3.3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1.1.1.1/24

VIP 1.1.1.3

DNS 服务器 : 
10.1.1.4   
HTTP 80 -> 80     
PCAnywhere 
5631, 5632 -> 
5631, 5632

Web 服务器 : 10.1.1.3 
DNS 53 -> 53

Global 区段

LDAP 服务器 : 10.1.1.5 
LDAP 5983 -> 389

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1, 1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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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emote Admi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3.3.3.3/32
Zone: Untrust

3. 定制服务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Custom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Service Name: PCAnywhere
No 1: 

Transport protocol: TCP
Source Port Low: 0
Source Port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5631
Destination Port High: 5631

No 2: 
Transport protocol: UDP
Source Port Low: 0
Source Port High: 65535
Destination Port Low: 5632
Destination Port High: 5632

4. VIP 地址和服务

注意 : 要启用 VIP 支持多端口服务，就必须输入 CLI 命令 set vip multi-port，保存配
置，然后重新启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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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VIP: 单击此处进行配置 : 在 
"Virtual IP Address" 字段中键入 1.1.1.3，然后单击 Add。

> New VIP Servi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IP: 1.1.1.3
Virtual Port: 53
Map to Service: DNS
Map to IP: 10.1.1.3

> New VIP Servi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IP: 1.1.1.3
Virtual Port: 80
Map to Service: HTTP
Map to IP: 10.1.1.4

> New VIP Servi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IP: 1.1.1.3
Virtual Port: 5631
Map to Service: PCAnywhere
Map to IP: 10.1.1.4

> New VIP Servi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irtual IP: 1.1.1.3
Virtual Port: 5983
Map to Service: LDAP
Map to IP: 10.1.1.5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3)

Service: DNS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3)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注意 : 对于多端口服务，输入服务的 低端口号作为虚拟端口号。

注意 : 使用非标准端口号可添加另一安全层，以防止对使用标准端口号的服务的常见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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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3)

Service: LDA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 Admi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VIP(1.1.1.3)

Service: PCAnywhere
Action: Permit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Remote Admin" 3.3.3.3/32

3. 定制服务
set service pcanywhere protocol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5631-5631
set service pcanywhere +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5632-5632

4. VIP 地址和服务
set vip multi-port
save
reset
System reset, are you sure? y/[n]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3 53 dns 10.1.1.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3 + 80 http 10.1.1.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3 + 5631 pcanywhere 10.1.1.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vip 1.1.1.3 + 5983 ldap 10.1.1.5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vip(1.1.1.3) dns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vip(1.1.1.3) htt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vip(1.1.1.3) lda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mote Admin" vip(1.1.1.3) pcanywhere permit
save

注意 : 对于多端口服务，输入服务的 低端口号作为虚拟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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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第 9 卷 : 用户认证介绍 ScreenOS 中认证不同类型用户的方法。本卷介绍了用户认
证、可存储用户配置文件的两个位置 ( 内部数据库和外部认证服务器 )，并提供了
配置认证、IKE、Xauth 及 L2TP 用户和用户组的诸多示例。其中还涵盖了用户认证
的其它一些方面，如更改登录标题、创建多类型用户 ( 如 IKE/XAuth 用户 ) 及在应
用认证的策略中使用组表达式。

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认证”详述 ScreenOS 支持的各种认证方法和用途。

第 2 章，“认证服务器”介绍使用四种可能类型的外部认证服务器 (RADIUS、
SecurID、TACACS+ 或 LDAP) 或内部数据库的选项，并讲解如何配置安全设备
与每种类型协同工作。

第 3 章，“Infranet 认证”详述如何在统一访问控制 (UAC) 解决方案中部署安
全设备。Juniper Networks UAC 对整个企业 infranet 内应用程序和服务的提供
实施保护并确保实现。

第 4 章，“认证用户”说明如何定义认证用户的配置文件，及如何将其添加到
存储在本地或外部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组。

第 5 章，“IKE、XAuth 和 L2TP 用户”说明如何定义 IKE、XAuth 和 L2TP 用
户。XAuth 部分主要介绍有关将安全设备用作 XAuth 服务器的内容，但也包括
有关配置所选安全设备作为 XAuth 客户端的内容。

第 6 章，“无线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认证”说明可提供针对以太网和无
线接口认证的可扩展认证协议可用选项。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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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i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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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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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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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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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认证

对可用于不同类型网络用户的不同认证类型进行简介后，本章将简要介绍 admin 
用户认证。然后，将提供有关组合不同用户类型、组表达式的使用及如何定制 
HTTP、FTP、L2TP、Telnet 和 XAuth 登录提示时出现的标题的信息。 后一节介
绍如何创建一个较大的、4 KB 标题，该标题预占用了所有单独定义的管理访问标
题和防火墙认证标题。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用户认证类型”

第 2 页上的“Admin 用户”

第 4 页上的“多类型用户”

第 5 页上的“组表达式”

第 9 页上的“标题自定义”

第 9 页上的“登录标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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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证类型

以下章节介绍可以创建的不同类型的用户和用户组，以及配置策略、IKE 网关和 
L2TP 通道时如何使用它们 : 

第 41 页上的“认证用户”

第 62 页上的“IKE 用户和用户组”

第 65 页上的“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第 79 页上的“L2TP 用户和用户组”

安全设备在连接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的用户进行认证。在创建 IPSec 上的 
L2TP VPN 通道期间，IKE、XAuth、L2TP 和 auth 用户认证技术发生在不同时间。
请参阅第 2 页上的图 1。

图 1:  IPSec 上的 L2TP VPN 通道期间的认证

Admin 用户

Admin 用户是安全设备的管理员。共有五种 admin 用户 : 

根 admin

根级读 / 写 admin

根级只读 admin

Vsys admin

Vsys 只读 admin

IKE ID
阶段 1 期间

主模式 : Msgs 5 和 6
主动模式 : Msgs 1 和 2

在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设置和使用期间 IKE、XAuth、L2TP 
和 auth 用户认证发生的时间段

XAuth
阶段 1 和 2 之间 L2TP

IPSec 通道建立之后，
L2TP 通道协商期间

Auth
通过通道发送的信息流
到达 Juniper Networks 防

火墙时

Auth/IKE/L2TP/XAuth 
用户

注意 : 由于 XAuth 和 L2TP 均提供用户认证和地址分配，因此它们很少会同时使用。
此处将两者同时显示，只是为了说明 VPN 通道创建期间各种认证类型发生的时间。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IPSec 通道

L2TP 通道

信息流
用户认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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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全设备根用户的配置文件必须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中，但可将具有读 / 写和只
读权限的 vsys 用户和根级 admin 用户存储在本地数据库或外部 auth 服务器中。

如果将 admin 用户帐户存储在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上，并在 auth 服务器上加
载 RADIUS 词典文件，则可选择查询服务器上所定义的 admin 权限。此外，您也
可以指定某权限级别，以全局方式应用于该 auth 服务器上存储的所有 admin 用
户。可指定读 / 写或只读权限。如果将 admin 用户存储在外部 SecurID 或 LDAP 
auth 服务器或者未加载 RADIUS 词典文件的 RADIUS 服务器上，则不能在 auth 服
务器上定义它们的权限属性。因此，必须在安全设备上为它们指定权限级别。

图 2 显示 admin 认证过程。

图 2:  Admin 认证过程

注意 : 有关各类型 admin 用户权限的信息，以及创建、修改和删除 admin 用户的示
例，请参阅第 3-1 页上的“管理”。

如果在安全设备上设置: 
且 RADIUS 服务器已加载 
RADIUS 词典文件，则 : 

且 SecurID、LDAP 或 RADIUS 服务
器未加载 RADIUS 词典文件，则 : 

从 RADIUS 服务器获取
权限

指定适当权限 根级或 vsys 级 admin 登录失败

为外部 admin 指定读 /
写权限

指定根级或 vsys 级读 / 写权限 指定根级读 / 写权限

Vsys admin 登录失败

为外部 admin 指定只读
权限

指定根级或 vsys 级只读权限 指定根级只读权限

Vsys admin 登录失败

1. Admin 用户启动 HTTP 或 
Telnet 会话。

4, 5. 安全设备首先在本地数据库上检查 admin 用
户帐户，如果未找到匹配项，则在外部 auth 
服务器上查找。

auth 服务器

Name: ??
Password: ??

Name: **
Password: **

WebUI 或 CLI

6. 设备成功认证 admin 用户后，
打开 WebUI 或 CLI 会话。

Admin 用户

2, 3. ScreenOS 通过 HTTP 或 Telnet 
向数据源发送登录提示。

本地
数据库
Admin 用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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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用户

可将 auth、IKE、L2TP、XAuth 用户组合在一起，创建下列组合对象并存储在本地
数据库上 : 

Auth/IKE 用户

Auth/IKE/XAuth 用户

Auth/L2TP 用户

IKE/XAuth 用户

Auth/IKE/L2TP 用户

L2TP/XAuth 用户

IKE/L2TP 用户

IKE/L2TP/XAuth 用户

Auth/XAuth 用户

Auth/IKE/L2TP/XAuth 用户

尽管在本地数据库上定义多类型用户帐户时，可以创建上述所有组合形式，但在创
建之前仍需考虑以下事项 : 

将 IKE 用户类型与其它任何用户类型组合后，会限制其扩展的潜在能力。必须
将 IKE 用户帐户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上。如果创建 auth/IKE、IKE/L2TP 和 
IKE/XAuth 用户帐户，而之后用户数超出本地数据库容量时，您就无法将这些
帐户重新置于外部 auth 服务器中。如果将 IKE 用户帐户与其它类型帐户分离，
则在必要时，您可以灵活地将非 IKE 用户帐户移动到外部 auth 服务器中。

L2TP 和 XAuth 提供相同的服务 : 远程用户认证以及 IP、DNS 服务器与 WINS 
服务器地址分配。建议不要对 IPSec 上的 L2TP 通道同时使用 L2TP 和 XAuth。
不仅因为这两种协议的作用相同，而且在“阶段 2”IKE 协商完成、L2TP 协商
开始后，L2TP 地址分配将会覆盖 XAuth 地址分配。

如果将 auth/L2TP 或 auth/XAuth 组合在一起，在本地数据库上创建多类型用户
帐户，则两种类型用户登录时必须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尽管创建一个多类型用户帐户较之将用户类型分为两个单独帐户操作起来更为
方便，但后者却可以为您带来更高的安全性。例如，可将 auth 用户帐户存储
在外部 auth 服务器上，将 XAuth 用户帐户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上。然后，可以
为每个帐户指定不同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并在 IKE 网关配置中引用 XAuth 用
户，而在策略配置中引用 auth 用户。拨号 VPN 用户必须经过两次认证，认证
时可以使用两个完全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多类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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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表达式

组表达式是可以在策略中用来使认证要求实现条件化的语句。组表达式可以将用
户、用户组或其它组表达式作为认证的可选条件 ("a" OR "b") 或者作为认证的必需
条件 ("a" AND "b") 组合起来，也可以将某个用户、用户组或另一组表达式排除在
外 (NOT "c")。

组表达式使用三个运算符 OR、AND 和 NOT。表达式中用 OR、AND 和 NOT 关联
起来的对象可以是一个 auth 用户、auth 用户组或先前定义的组表达式。表 1 列出
了对象、组表达式及示例。

范例 : 组表达式 (AND)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表述为 "sales AND marketing" 的组表达式 "s+m"。您先前
已在名为 "radius1" 的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上创建了 auth 用户组 "sales" 和 
"marketing"，并在其中留置了用户。( 有关如何配置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的示
例，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 然后，在内部区段策略
中使用该组表达式，策略中的认证部分要求用户必须是这两个用户组的成员，才能
访问名为 "project1" 的服务器 (10.1.1.70) 上的机密内容。

注意 : 虽然您在安全设备上定义组表达式 ( 并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上 )，但组表达式中引用
的用户和用户组必须存储在外部 RADIUS 服务器上。RADIUS 服务器允许一个用
户属于多个用户组。但本地数据库不允许这样。

表 1:  组表达式示例

对象 表达式 范例

用户 OR 策略指定用户为 a OR b，因此如果用户符合条件 a 或 b，安全设
备就会对其进行认证。

AND 组表达式中使用 AND 运算符时，要求两个表达式对象中至少有一
个是用户组或组表达式。( 要求某个用户为用户 a AND 用户 b 是
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策略的认证情况要求用户为 a AND 组 b 中
的成员，则仅当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安全设备才会对该用户进行
认证。

NOT 策略指定用户可以为用户 c 之外的任何其他用户 (NOT c)，这样只
要用户不是 c，安全设备就会对其进行认证。

用户组 OR 策略指定用户属于组 a OR 组 b，因此如果用户属于其中任意一
组，安全设备就会对其进行认证。

AND 策略要求用户属于组 a AND 组 b，因此仅当用户同时属于这两个
组时，安全设备才会对其进行认证。

NOT 策略指定用户可以属于组 "c" 以外的任意组 (NOT "c")，因此只要
用户不属于该组，安全设备就会对其进行认证。

组表达式 OR 策略指定用户符合组表达式 a OR 组表达式 b 的描述，因此如果其
中某一组表达式适用于该用户，安全设备就会对其进行认证。

AND 策略指定用户符合组表达式 a AND 组表达式 b 的描述，因此仅当
两个组表达式都适用于该用户时，安全设备才允许对其进行认证。

NOT 策略指定用户不符合组表达式 c 的描述 (NOT c)，因此仅当用户不
符合该组表达式时，安全设备才允许对其进行认证。
组表达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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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project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70/32
Zone: Trust

2. 组表达式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Group Expression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Group Expression: s+m
AND: ( 选择 ), sales AND marketing

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project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radius1
Group Expression: ( 选择 ), External Group Expression - s+m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roject1 10.1.1.70/32

2. 组表达式
set group-expression s+m sales and marketing

3.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trust any project1 any permit auth server radius1 

group-expression s+m
save

注意 : 要使内部区段策略正常工作，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位于不同的子网中，这些子
网通过绑定到同一区段的接口连接到安全设备。除安全设备外，其它任何路由设
备都不能在两个地址间转发信息流。有关区段内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145 页上的“策略”。
组表达式



第 1 章 : 认证
范例 : 组表达式 (OR)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表述为 "amy OR basil" 的组表达式 "a/b"。您先前已在名为 
"radius1" 的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上创建了 auth 用户帐户 "amy" 和 "basil"。
( 有关如何配置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的示例，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 然后在从 Trust 区段到 DMZ 的策略中使用该组表达
式。策略的认证部分要求用户必须为 amy 或 basil，才能访问 210.1.1.70 处名为 
"web1" 的 Web 服务器。

WebUI

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web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210.1.1.70/32
Zone: DMZ

2. 组表达式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Group Expression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Group Expression: a/b
OR: ( 选择 ), amy OR basil

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eb1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radius1
Group Expression: ( 选择 ), External Group Expression - a/b

CLI

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project1 210.1.1.70/32

2. 组表达式
set group-expression a/b amy or basil

3.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dmz any web1 any permit auth server radius1 

group-expression a/b
save
组表达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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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组表达式 (NOT)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表述为 "NOT temp" 的组表达式 "-temp"。您先前已在名为 
"radius1" 的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上创建本地 auth 用户组 "temp"。( 有关如何
配置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的示例，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 然后，在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策略中使用该组表达式，该策
略允许除临时合同工以外的所有专职雇员访问互联网。策略的认证部分要求使 
Trust 区段中除 "temp" 中的用户而外的所有人员通过认证，拒绝 "temp" 中的用户
访问 Untrust 区段。

WebUI

1. 组表达式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Group Expression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Group Expression: -temp
OR: ( 选择 ), NOT temp

2.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Local
Group Expression: ( 选择 ), External Group Expression - -temp

CLI

1. 组表达式
set group-expression -temp not temp

2.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auth server radius1 

group-expression -temp
save
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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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自定义

标题是显示在监控器上不同位置的消息，具体情况视登录类型而定 : 

Admin 用户连接到安全设备时，在 Telnet 或控制台显示器的顶部显示

auth 用户成功登录到 WebAuth 地址后，在浏览器屏幕的顶部显示

对于 auth 用户，在 Telnet、FTP 或 HTTP 的登录提示、成功消息和失败消息之
前或之后显示

除控制台登录标题外，所有标题都具有缺省消息。您可以自定义出现在标题上的消
息，使其更适合使用安全设备的网络环境。

范例 : 自定义 WebAuth 标题
在本例中，将更改通过 WebAuth 成功登录后出现在浏览器中的消息，用以指示 
auth 用户已成功通过认证。新消息为 "Authentication approved"。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Banners > WebAuth: 在 Success Banner 字段中，
键入 Authentication approved，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webauth banner success "Authentication approved"
save

登录标题

将登录标题的大小增加到 大值，即 4 KB。这为使用语句的术语提供了空间，这
些术语在管理员和认证用户登录到安全设备及其后面的受保护资源之前提供。登录
标题是创建并存储于安全设备之上的明文 ASCII 文件，必须将该文件命名为 
usrterms.txt。通过重新启动系统来激活标题。如果标题文件超过 4 KB，则安全设
备不会接受它，而是继续使用通过 CLI 和 WebUI 输入的现有标题。

激活登录标题后，根系统和所有虚拟系统 (vsys) 会在全局范围使用它。您不能在 
vsys 之间或内部进行区分和定制。登录标题预占用了所有单独定义的管理访问标
题和防火墙认证标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用户必须单击 Login 按钮。如果按下 
Enter 键，用户则不能登录到设备中。

注意 : 可在 Telnet 或控制台标题下面加入额外标题行。虽然 Telnet 标题可不同于控制台
标题，但 Telnet 和控制台登录显示的第二个标题行相同。要创建二级标题，请输
入以下命令 : set admin auth banner secondary string。
标题自定义 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10
范例 : 创建登录标题
使用 SCP 实用程序以将标题文件安全地复制到安全设备。利用以下命令，用户名
为 netscreen 的管理员将标题文件 my_large_banner.txt 复制到 IP 地址为 1.1.1.2 
的安全设备中。标题文件必须以 usrterms.txt 文件名保存在安全设备上。

linux:~#scp my_large_banner.txt netscreen@1.1.1.2:usrterms.txt

必须重新启动设备才能激活新的标题。要修改标题文件，请创建新文件，然后用新
文件覆盖现有文件。

要删除标题，请在安全设备上发出以下命令 : 

device-> delete file usrterms.txt

这会在重新启动设备后禁用登录标题功能。
登录标题



第 2 章

认证服务器

本章研究不同类型的认证服务器 - 内置于各安全设备中的本地数据库以及外部 
RADIUS、SecurID 和 LDAP 认证服务器。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2 页上的“认证服务器类型”

第 13 页上的“本地数据库”

第 15 页上的“外部认证服务器”

第 17 页上的“Auth 服务器类型”

第 17 页上的“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

第 24 页上的“SecurID”

第 25 页上的“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第 27 页上的“增强的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ACACS+)”

第 28 页上的“确定 Admin 认证优先级”

第 28 页上的“定义 Auth 服务器对象”

第 34 页上的“定义缺省 Auth 服务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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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服务器类型

可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便使用本地数据库或者一个或多个外部认证服务器验证
以下类型用户的身份 : 

Auth

IKE

L2TP

XAuth

Admin

802.1x

除其本地数据库外，安全设备还支持外部 RADIUS、SecurID、LDAP 和 TACACS+ 服
务器。可使用各种类型的认证服务器对 auth 用户、L2TP 用户、XAuth 用户和 
admin 用户进行认证。此外，ScreenOS 还支持 WebAuth，这是面向 auth 用户的一
种可选认证方案。[有关 WebAuth 的示例，请参阅第 57 页上的“范例 : WebAuth + 
仅 SSL ( 外部用户组 )”。] 所有包含 auth 用户帐户类型的 auth 服务器都可以作为
缺省的 WebAuth auth 服务器。表 2 列出了所支持的服务器类型和认证功能。

表 2:  认证服务器类型、用户类型和功能

在大多数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可对每个系统 ( 根系统和虚拟系统 ) 以任
意组合形式使用 多 10 个主认证服务器。这一数字包括本地数据库，但不包括备
份认证服务器。一个 RADIUS 或 LDAP 服务器支持两个备份服务器，一个 SecurID 
服务器支持一个备份服务器；例如，您可使用本数据库和 9 个不同的主 RADIUS 
服务器，每个 RADIUS 服务器分配有两个备份服务器。请参阅图 3。

注意 : IKE 用户帐户必须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上。RADIUS 是唯一支持 L2TP 和 XAuth 远程
设置指派和管理权限指派的外部服务器。

服务器
类型

支持的用户类型和功能

Auth 
用户

IKE 
用户

L2TP 用户 XAuth 用户 Admin 用户

用户组 组表达示Auth 远程设置 Auth 远程设置 Auth 权限

Local X X X X X X X X X

RADIUS X X X X X X X X X

SecurID X X X X

LDAP X X X X

TACACS+ X X
认证服务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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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认证服务器类型

以下各节详细说明本地数据库以及各种认证服务器。

本地数据库

所有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都支持使用内置用户数据库进行认证。在安全设备
上定义用户时，安全设备将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到其本地数据库中。请参阅图 4。

图 4:  本地认证

注意 : 可使用一个认证服务器完成多种类型
的用户认证。例如， RADIUS 服务器可同时
存储 admin、 auth、 L2TP 和 XAuth 用户。

多个认证服务器同时运行

IKE/XAuth 
用户

IKE 用户

IKE/L2TP 
用户

RADIUS 
服务器

SecurID 
服务器

LDAP 服务器
Auth 用户

Admin 用户

本地数据库

IKE/XAuth 用户 -> 本地数据库

IKE 用户 -> 本地数据库

IKE/L2TP 用户 -> SecurID 服务器

Admin 用户 -> RADIUS 服务器

Admin 用户 -> TACACS+ 服务器

Auth 用户 -> LDAP 服务器

TACACS+
服务器

互联网

认证用户请求连接到
受保护的网络。

安全设备在批准连接请求之前，会查阅其内部数据库，
对认证用户进行身份认证。

本地数据库
本地数据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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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数据库支持以下类型的用户和认证功能 : 

用户 : 

Auth

IKE

L2TP

XAuth

Admin

802.1x

认证功能 : 

Admin 权限

WebAuth

用户组

组表达式

对于所有类型的认证而言，本地数据库是缺省的认证服务器 (auth 服务器 )。有关
如何通过 WebUI 和 CLI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用户和用户组的说明，请参阅第 41 页上
的“认证用户”和第 61 页上的“IKE、XAuth 和 L2TP 用户”。

范例 : 本地数据库超时
在缺省情况下，admin 和 auth 用户的本地数据库认证超时时限为 10 分钟。在本例
中，将 admin 用户的此项设置更改为永不超时，而将 auth 用户的此项设置更改为 
30 分钟后超时。

WebUI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清除 Enable Web Management Idle 
Timeout 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onfiguration > Auth > Servers > Edit ( 对于 Local): 在 Timeout 字段中输入 
30，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admin auth timeout 0
set auth-server Local timeout 30
save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定义组表达式，但用户和用户组必须存储在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
器上。有关组表达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页上的“组表达式”。
本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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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认证服务器

安全设备可与存储用户帐户的一个或多个外部认证服务器或 auth 服务器相连。安
全设备在接收到要求进行认证验证的连接请求后，会请求策略、L2TP 通道配置或 
IKE 网关配置中所指定的 auth 外部服务器进行认证检查。然后，安全设备充当用
户请求认证与 auth 服务器批准认证之间的中继器。图 5 显示了外部 auth 服务器成
功完成认证检查所需的步骤。

图 5:  外部 Auth 服务器

1. 主机 A 将 FTP、HTTP 或 Telnet TCP SYN 封包发送到 1.2.2.2。

2. 安全设备截取封包，注意到其相应策略要求从 authserv1 获得认证，将封包放
入缓冲区，然后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 用户以用户名和密码回复。

4. 安全设备将登录信息转发到 authserv1。

5. Authserv1 将成功通知发送回安全设备。

6. 安全设备通知 auth 用户登录成功。

7. 然后，安全设备将封包从其缓冲区转发到其目的地 1.2.2.2。

主机 A
封包发送到 1.2.2.2

Name: ??
Password: ??

Name: **
Password: **

成功消息

需要认证

策略引擎

缓冲区

外部
Auth 服务器 

authserv1

服务器 B
1.2.2.2
外部认证服务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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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安全设备将每个 auth 服务器视为可在策略、IKE 网关和 L2TP 通道中引用的一个对
象。表 3 中所述的属性定义并唯一标识 auth 服务器对象。

图 6: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表 3: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属性 说明

Object name 名称字符串，如 authserv1。( 唯一预定义的 auth 服务器为 Local。)

ID number 可手动设置 ID 号，也可让安全设备自动对其进行设置。如果设置 ID 号，则必
须选择未使用的号码。

Type RADIUS，SecurID，LDAP，TACACS+。

Server name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Backup1 主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Backup2 辅助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Account Type 以下一种或多种用户类型 : Auth、L2TP、802.1x、XAuth ；或仅 Admin。

Timeout value 超时值是空闲超时值，并且对于不同的用户 (auth 用户或 admin 用户 )，超时
值具有不同的意义。

Auth 用户 第一个认证会话完成后开始超时倒计时。如果用户在倒计时达到
超时临界值前发起新的会话，超时倒计时功能会自动重置。缺省
超时值为 10 分钟， 大值为 255 分钟。要禁用超时功能，请将
超时值设置为 0。请参阅图 6。

Admin 用户 如果空闲时间长度达到超时临界值，安全设备将终止 admin 会
话。要继续管理安全设备，admin 必须重新连接到该设备并重新
认证。缺省超时值为 10 分钟， 大值为 1000 分钟。要禁用超
时功能，请将超时值设置为 0。请参阅图 7。

Forced Timeout 不同于空闲超时，强制超时不视用户空闲情况而定，而是以某一绝对超时值为
基础，该超时过后将终止已认证用户的访问。用户的 auth 表条目以及所有与 
auth 表条目关联的会话都将被移除。缺省值为 0 ( 禁用 )，取值范围是 0 到 
10000 (6.9 天 )。

时间
( 过去 )

会话开始 会话结束；
超时倒计时开始

用户不必重新认证即可
启动新的会话

不在 超时周期

超时结束

用户必须重新认证后
才能启动新的会话

时间
( 将来 )

注意 : 用户认证超时与会话空闲超时不同。如果在预定的时间长度内，某会话中未发生
任何活动，安全设备会自动将该会话从其会话表中移除。
外部认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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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dmin 超时属性

除上述适用于所有 auth 服务器对象的属性外，每个服务器还具有一些自己专有的
属性。“Auth 服务器类型”中介绍了这些属性

Auth 服务器类型

除内部数据库外，安全还支持四种类型的外部 auth 服务器 :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 (RADIUS)

SecurID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

增强的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ACACS+)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
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务 (RADIUS) 是一个用于认证服务器的协议，它 多可支持
几万个用户。

图 8:  使用 RADIUS 作为“外部 Auth 服务器”

RADIUS 客户端 ( 即安全设备 ) 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一系列通信对用户进行认
证。通常，RADIUS 会要求登录人员输入其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它将这些值与其
数据库中的对应值比较，用户通过认证后，客户端即允许其访问相应的网络服务。

要为 RADIUS 配置安全设备，必须指定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定义共享机密 - 
与在 RADIUS 服务器上定义的相同。共享机密是一个密码，RADIUS 服务器用它来
生成密钥，以便对安全和 RADIUS 设备之间的信息流进行加密。

admin 会话
开始

活动停止；
超时倒计时开始

Admin 可继续会话
中的活动。

admin 会话

超时结束；
会话终止

Admin 必须重新连接并
启动新的会话。

超时周期

互联网

VPN 拨号用户
请求连接到受
保护的网络。

安全设备在批准连接
请求之前，会使用外
部 RADIUS 服务器对拨
号 VPN 用户进行认证。 RADIUS

服务器
Auth 服务器类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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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除第 16 页上的“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中列出的通用 auth 服务器属性外，
RADIUS 服务器还使用表 4 中所述的属性。

支持的用户类型和功能

RADIUS 服务器支持以下类型的用户和认证功能 : 

Auth 用户

L2TP 用户 ( 认证和远程设置 )

Admin 用户 ( 认证和权限指派 )

用户组

XAuth 用户 ( 认证和远程设置 )

XAuth 模块支持从 RADIUS 服务器中检索到的会话超时和空闲超时属性 ( 如
表 5 中所述 )。

表 4:  Radius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属性 说明

Shared Secret 安全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共享的机密 ( 密码 )。设备利用此机密将其
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密码进行加密。

RADIUS Port RADIUS 服务器上的端口号，安全设备向此处发送认证请求。缺省端口号为 
1645。

RADIUS Retry 
Timeout

先前的请求未引发响应时，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另外的认证请求之前，安
全设备等待的时间间隔 ( 单位为秒 )。缺省值为三秒。

表 5:  XAuth 属性支持

属性 说明

Session-timeout 如果会话超时属性是一个非零值，则当达到超时值时，阶段 1/ 阶段 2 安全联
盟 (SA) 和 XAuth 均会被终止。

Idle-timeout 如果空闲超时属性是一个非零值，则其优先级高于本地阶段 2 SA 空闲时间配
置和成员 SA 等待时间。如果空闲超时值为 0，则会使用本地阶段 2 SA 空闲
时间和成员 SA 等待时间。

XAuth 
Accounting Start

当用户经正确认证后，XAuth 计费启动消息将被发送到外部 RADIUS 服务器。

XAuth 
Accounting Stop

当 XAuth 连接中断后，XAuth 计费停止消息将被发送到外部 RADIUS 服务器。
下列情况下，所有阶段 1/ 阶段 2 SA 和 XAuth 连接会终止 : 

达到 RADIUS 服务器会话超时属性

未配置 RADIUS 服务器会话超时属性

改用 XAuth 会话生存期。

在所有阶段 2 SA 中均达到 RADIUS 服务器空闲超时属性

通过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 或心跳信号检测到客户端连接断开。

因为 RADIUS 服务器不提供空闲超时属性，而达到本地配置的阶段 2 SA 空
闲时间或成员 SA 等待时间。
Auth 服务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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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服务器可支持本地数据库所支持的所有用户类型和功能 ( 除 IKE 用户之外 )。
在四种类型的外部 auth 服务器中，RADIUS 是目前唯一能支持如此众多对象的服务
器。为了使 RADIUS 服务器能够支持管理权限、用户组及远程 L2TP 和 XAuth IP 地
址、DNS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分配等 ScreenOS 专用属性，必须在 RADIUS 服务器上
加载定义上述属性的 RADIUS 词典文件。

RADIUS 词典文件

词典文件用于定义可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的供应商专用属性 (VSA)。定义上述 
VSA 的值后，ScreenOS 可以在用户登录安全设备时查询这些属性。ScreenOS VSA 
包括管理权限、用户组及远程 L2TP 和 XAuth IP 地址、DNS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
分配。RADIUS 词典文件共有两个，一个用于 Cisco RADIUS 服务器，另一个用于 
Funk Software RADIUS 服务器。如果使用的是 Microsoft RADIUS 服务器，则不会
有任何词典文件。必须如 Bi-Directional Remote VPN using XAuth and Firewall 
Authentication with Microsoft Interne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IAS) 中所述对其进行配
置，该文件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 
http://kb.juniper.net/kb/documents/public/kbdocs/ns10382/ns10382.pdf 

每个 RADIUS 词典文件都包含表 6 中所述的特定信息。

向 RADIUS 服务器加载 RADIUS 词典文件时，服务器会自动接收上述信息。要输入
新数据，必须以属性类型所指定的形式手动输入所需值。例如，为读写 admin 输
入如下条目 : 

注意 : ScreenOS 使用标准 RADIUS 属性进行 IP 地址分配。如果只想用 RADIUS 进行 IP 
地址分配，则不必加载 ScreenOS 供应商专用属性 (VSA)。

表 6:  RADIUS 词典文件内容

字段 说明

Vendor ID ScreenOS 供应商 ID (VID ；也称“IETF 编号”) 为 3224。VID 用于识别特
殊属性的具体供应商。某些类型的 RADIUS 服务器要求为每个属性条目输
入 VID，而其它类型则只要求输入一次，然后即可全局应用。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Attribute Name 属性名用于描述各 ScreenOS 专用属性，例如 NS-Admin-Privilege、
NS-User-Group、NS-Primary-DNS-Server 等等。

Attribute Number 属性编号用于识别各供应商专用属性。ScreenOS 专用属性编号分为两个
范围 : 

ScreenOS: 1 - 199

Global PRO: 200 以上

例如，用户组的 ScreenOS 属性编号为 3。用户组的 Global PRO 属性编号
为 200。

Attribute Type 属性类型用于确定属性数据 ( 或“值”) 的显示形式 - 字符串、IP 地址或
整数。

VID 属性名 属性编号 属性类型 值

3224 NS-Admin-Privileges 1 data=int4 ( 即整数 ) 2 (2 = 全部权限 )
Auth 服务器类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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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载词典文件，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sc/research/netscreen_kb/downloads
/dictionary/funk_radius.zip 
或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sc/research/netscreen_kb/downloads/dictionary
/cisco_radius.zip

进行登录，然后将文件保存到本地驱动器。

RADIUS 访问质询

现在，当认证用户尝试通过 Telnet 登录时，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以处理外
部 RADIUS 服务器的访问质询封包。批准用户名和密码后，访问质询会向登录过程
提供附加条件。在认证用户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响应登录提示后，RADIUS 服
务器会向安全设备发送访问质询，然后安全设备再将其转发给用户。用户回应后，
安全设备会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含有用户响应的新的访问请求。如果用户响应正
确，则认证过程成功结束。图 9 列出了想要远程登录到服务器的认证用户需要执
行的步骤。

图 9:  RADIUS 访问质询顺序

注意 : 所有新安装 Funk Steel Belted RADIUS 的 RADIUS 防火墙词典文件都已加载到了 
RADIUS 服务器上。

认证用户
安全设备

RADIUS 服务器 SecurID 服务器

( 可选 )

高速缓存

TCP 代理

SYN

SYN/ACK
ACK

Name: ?
Password: ?

Name: **
Password: **

(Name: ?)
Challenge: ?

(Name: **)
Challenge: **

Name: **
Password: **

(Name: ?)
Challenge: ?

(Name: **)
Challenge: **

成功 成功 成功

(Name: **)
Challenge: **

转发

Telnet 服务器
Auth 服务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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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证用户发送 SYN 封包，以启动 Telnet 会话与 Telnet 服务器的 TCP 连接。

2. 安全设备截取该封包，检查其策略列表，然后确定该会话是否需要用户认证。
安全设备缓存 SYN 封包并代理与该用户的 TCP 三方握手。

3. 安全设备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4. 认证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发送给安全设备。然后，安全设备将含有登录信
息的访问请求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

5. 如果信息正确，则 RADIUS 服务器向安全设备发送具有回复消息属性的访问质
询，提示用户对质询做出响应。( 访问质询可以有选择地提示认证用户再次提
供用户名。第二个用户名可以与第一个相同，也可以不同。) 然后，安全设备
向该用户发送另一条包含回复消息属性内容的登录提示。

6. 认证用户输入质询响应 ( 以及可选的用户名 ) 并发送给安全设备。然后，安全
设备将含有用户质询响应的第二个访问请求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

如果 RADIUS 服务器需要通过另一台 auth 服务器对质询响应进行认证 ( 例如，
如果 SecurID 服务器必须对令牌代码进行认证 )，则 RADIUS 服务器向另一台 
auth 服务器发送访问请求。

7. 如果 RADIUS 服务器将质询响应转发给另一台 auth 服务器，并且该服务器发
送访问接受，或如果 RADIUS 服务器本身批准质询响应，则 RADIUS 服务器会
向安全设备发送访问接受消息。然后，安全设备通知认证用户登录成功。

8. 安全设备将初始 SYN 封包转发到其初始目的地 : Telnet 服务器。

针对 Auth 和 XAuth 用户支持的 RADIUS 增强功能

ScreenOS 通过有以下属性的认证和扩展认证 (XAuth) 模块来支持 RADIUS 增强功能: 

第 22 页上的 NS 访问服务类型

第 22 页上的帧式池和帧式 IP 地址

第 22 页上的计费会话 ID

第 23 页上的呼叫站 ID

第 23 页上的被呼叫站 ID

第 23 页上的兼容性 RFC-2138

第 23 页上的用户名

第 23 页上的分隔符

第 24 页上的故障切换

注意 : 在本版发行时，ScreenOS 并不支持使用 L2TP 的访问质询。
Auth 服务器类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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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访问服务类型

NS-Access-Service-Type 属性提供有关服务类型的信息。安全设备将该属性添加到
每个“访问请求”，来指示用户所需的服务类型。在缺省情况下会启用该属性。

如果 RADIUS 模块接收到来自 Telnet、FTP 或 HTTP 认证模块的请求，会将其值设
置为 WEB-AUTH (2)。如果 RADIUS 模块接收到来自 XAuth 模块的请求，会将其值
设置为 VPN-IPSEC (3)。

设备会在“访问请求”消息中加入 ns-access-service-type 和值。如果 RADIUS 服务
器确定发出请求的用户有权访问服务，它就会发送“访问接受”消息。如果服务类
型不适合发出请求的用户，RADIUS 服务器就会发送“访问拒绝”消息。

RADIUS 服务器不会在“访问响应”消息中加入 ns-access-service-type 属性。

帧式池和帧式 IP 地址

RADIUS 服务器会在“访问接受”消息中加入 framed-pool 属性。如果包括帧式池
属性，设备会从该池向用户分配 IP 地址。但是，设备不会在“访问请求”消息中
发送“帧式池”属性。

表 7 显示了设备对帧式池和帧式 IP 地址属性的处理方式。RADIUS 增强功能也包
括在虚拟系统 (VSYS) 级别处理地址池的能力。

表 7:  支持的属性

计费会话 ID

acct-session-id 唯一地标识计费会话。每当 XAuth 用户要与设备建立连接，在设备
对该用户进行认证时，都会建立一个新的 acct-session-id 以标识计费会话。该计费
会话从设备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 Accounting-Start 消息开始，一直持续到设备发
送 Accounting-Stop 消息为止。为了标识用户，每个 RADIUS 访问或请求消息可能
都会包含 calling-station-id ( 下文对其进行了说明 )。

支持的属性 解析

“访问接受”消息中同时包含帧式池和帧式 
IP 地址属性。

如果帧式 IP 地址的值不是 0xFFFFFFFE 
(255.255.255.254)，RADIUS 服务器就会将帧式
池属性忽略。然后，设备会从 RADIUS 服务器
所发送的帧式池属性分配地址。

“访问接受”消息中不含帧式池属性和帧式 
IP 地址属性。

设备不会向 终用户分配 IP 地址。

“访问接受”消息中包含帧式 IP 地址属性，
其值为 0xFFFFFFFE (255.255.255.254)。

帧式 IP 地址属性不包含在内。

设备会从为该 VSYS 配置的缺省 IP 地址池分配 
IP 地址。

未配置在帧式池属性中发送出的池，或该池没
有任何 IP 地址。

生成以下错误消息，并终止协商 : 

登录失败 : 需要 IP 池，但未配置。

登录失败 : IP 池中没有更多可用的 IP 地址。

在这两种情况下，客户端会收到以下消息 : 

IP 池中没有更多可用的 IP 地址
Auth 服务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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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t-session-id length number 是 account-session-id 的长度 ( 以字节为单位 )。该
值的缺省长度为 11 个字节。number 设置针对某些 RADIUS 服务器而设，这些服
务器在使用缺省长度时会遇到问题。可将 acct-session-id 的长度设置为 6 到 10 个
字节 ( 含这两个数值 )。要恢复缺省设置，请执行以下命令 : 

unset auth-server name_str radius attribute acct-session-id number

呼叫站 ID

calling-station-id 属性用于标识呼叫的始发者。例如，该值可能由发起该呼叫的用
户的电话号码组成。

被呼叫站 ID

called-station-id 属性用于标识呼叫的目的地或接收方。例如，该值可能由发起该
呼叫的用户的电话号码组成。

兼容性 RFC-2138

compatibility rfc-2138 属性使 RADIUS 计费符合 RFC 2138 ( 与 RFC 2865 相比较
而言 )。对于 RFC 2865 ( 新标准 ) 与 RFC 2138 互斥的操作，命令将按照 
RFC 2138 而非 RFC 2865 执行。如果行为可叠加，则命令按照 RFC 2865 和 
RFC 2138 这两个规范执行。

用户名

username 为特定 auth 服务器指定域名，或指定用户名的一部分 ( 从用户名中剥
离几个字符 )。如果为 auth 服务器指定了域名，则认证期间该域名必须出现在用
户名中。

分隔符

设备使用分隔符来标识发生剥离的位置。剥离将删除每个指定字符实例右侧的所
有字符以及该字符本身。设备将从 右侧的分隔符开始。以下是 separator 命令的
示例 : 

set auth-server name_str username separator string number number

其中 : 

name_str 是认证服务器的名称。

string 是分隔符。

number 是分隔符实例的数目，用分隔符来执行字符剥离。

如果指定的分隔符数 (number) 超过了用户名中实际的分隔符数，命令将在 后一
个可用的分隔符处停止剥离。

注意 : 设备先执行域名匹配，然后再进行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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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切换

fail-over 属性指定 revert-interval ( 以秒表示 )，即在经过一次认证尝试后，设备在
尝试通过备份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之前所必须经过的时间。

如果发送到主服务器的认证请求失败，设备会尝试向备份服务器发送请求。如果通
过备份服务器进行的认证已成功，但 revert-interval 时间间隔已过，则设备会向备
份服务器发送后续验证请求。否则，设备将重新向主服务器发送请求。取值范围是 
0 秒 ( 被禁用 ) 到 86400 秒。

fail-over 和 revert-interval 命令的范例如下所示 : 

set auth-server name_str fail-over revert-interval number

其中 : 

name_str 是认证服务器的名称。

number 是时间长度 ( 以秒表示 )。

SecurID
SecurID 结合两种因素来创建动态变化的密码，而不使用固定密码。SecurID 具有
一个信用卡大小的设备，称为认证器 ( 图 10)，它拥有一个用于显示随机生成的数
字字符串 ( 令牌代码 ) 的 LCD 窗口，每分钟变化一次。用户还拥有个人识别号码 
(PIN)。用户登录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其 PIN 以及当前令牌代码。

图 10:  SecurID 令牌

认证器执行只有 RSA 了解的算法来创建 LCD 窗口中出现的值。被认证的用户输入
其 PIN 及卡上的号码时，执行相同算法的 ACE 服务器将接收到的值与其数据库中
的值进行比较。如果它们匹配，则认证成功。

安全设备和 RSA SecurID ACE 服务器之间的关系与安全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
的关系相似。也就是说，安全设备充当客户端，将认证请求转发到外部服务器申请
批准，并在用户和服务器之间传递登录信息。SecurID 与 RADIUS 的不同之处在于
用户“密码”中包括不断变化的令牌代码。

注意 : 此功能仅适用于 RADIUS 和 LDAP 服务器。

SecurID 认证设备 
( 认证器 ) 令牌代码每 60 秒就变成

另一伪随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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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D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除第 16 页上的“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中列出的通用 auth 服务器属性外，
SecurID 服务器还使用表 8 中所述的属性。

支持的用户类型和功能

SecurID ACE 服务器支持以下类型的用户和认证功能 : 

Auth 用户

L2TP 用户 ( 用户认证； L2TP 用户从安全设备接收缺省 L2TP 设置 )

XAuth 用户 ( 用户认证；不支持远程设置指派 )

Admin 用户 ( 用户认证； admin 用户接收只读的缺省权限指派 )

目前，尽管可使用 SecurID 服务器存储 L2TP、XAuth 和 admin 用户帐户进行认
证，但 SecurID ACE 服务器仍不能指派 L2TP 或 XAuth 远程设置或 ScreenOS 管理
权限。此外，与 SecurID 配套使用时，ScreenOS 不支持用户组。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是密歇根大学在 1996 年开发出来的目录服务器标准。
LDAP 是一个用于以类似分支树的层次结构组织并访问信息的协议。其用途包括两
部分 : 

确定资源位置，如网络上的组织、个体和文件等

帮助认证用户尝试连接由目录服务器控制的网络

表 8:  SecurID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属性 说明

认证端口 SecurID ACE 服务器上的端口号，安全设备向此处发送认证请求。缺省端
口号为 5500。

加密类型 用于对安全设备与 SecurID ACE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的算法 - SDI 
或 DES。

客户端重试次数 放弃尝试之前，SecurID 客户端 ( 即安全设备 ) 尝试与 SecurID ACE 服务器
建立通信的次数。

客户端超时 两次认证重试操作之间安全设备等待的时间长度 ( 秒 )。

使用强迫模式 禁止或允许使用不同 PIN 号码的选项。如果启用此选项，用户输入先前确
定的强迫 PIN 号码时，安全设备会向 SecurID ACE 服务器发送一个信号，
指示用户正在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登录；即处于强迫之下。SecurID ACE 
服务器会允许访问一次，之后，它会拒绝该用户的所有进一步登录尝试，
直至他 / 她与 SecurID 管理员联系。只有 SecurID ACE 服务器支持此选项
时，才可使用强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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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 的基本结构分支至上而下依次为国家 / 地区、组织、组织单位、个体。其中
间还可包含其它分支层，如“州”和“县”等。图 11 显示 LDAP 分支组织结构的
一个示例。

图 11:  LDAP 层次结构

可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便链接到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服务器。此服务器
使用 LDAP 分层式语法来唯一识别每位用户。

LDAP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除第 16 页上的“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中列出的通用 auth 服务器属性外，LDAP 
服务器还使用表 9 中所述的属性。

支持的用户类型和功能

LDAP 服务器支持以下类型的用户和认证功能 : 

Auth 用户

L2TP 用户 ( 用户认证； L2TP 用户从安全设备接收缺省 L2TP 设置 )

XAuth 用户 ( 用户认证；不支持远程设置指派 )

Admin 用户 ( 用户认证； admin 用户接收只读的缺省权限指派 )

国家 / 地区
(c)

组织
(o)

组织单位
(ou)

个体
(cn)

注意 : 个体可以
是人、设备、
文件等。

cn = 通用名称。
ROOT

US

JN
Eng

ATT

JA
NTT

Mkt

Sppt

Sales

Mkt

注意 : 有关 LDAP 的信息，请参阅 RFC 1777,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表 9:  LDAP 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属性 说明

LDAP 服务器端口 LDAP 服务器上的端口号，安全设备向此处发送认证请求。缺省端口号为 
389。

注意 : 如果更改安全设备上的 LDAP 端口号，同时也应在 LDAP 服务器上
进行更改。

通用名称标识符 LDAP 服务器用来识别在 LDAP 服务器中输入的个体的标识符。例如，
"uid" 表示“用户 ID”，"cn" 表示“通用名称”。

识别名称 (dn) LDAP 服务器在使用通用名称标识符搜索具体条目前使用的路径。( 例如 
c=us;o=juniper，其中 "c" 代表“国家 / 地区”，"o" 代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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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尽管可使用 LDAP 服务器存储 L2TP、XAuth 和 admin 用户帐户进行认证，
但 LDAP 服务器仍不能指派 L2TP 或 XAuth 远程设置或 ScreenOS 管理权限。此
外，与 LDAP 配套使用时，ScreenOS 不支持用户组。

增强的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ACACS+)
增强的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ACACS+) 是一个提供用户集中验证的安全
应用程序。TACACS+ 服务在 TACACS+ 守护程序 ( 通常运行在 UNIX 或 Windows 
NT 工作站上 ) 的数据库中进行维护。

图 12:  TACACS+ 服务器认证

TACACS+ 客户端 ( 即安全设备 ) 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一系列通信对用户进
行认证。通常，TACACS+ 会要求登录人员输入其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它将这些
值与其数据库中的对应值比较，用户通过认证后，客户端即允许其访问相应的网络
服务。

要为 TACACS+ 配置安全设备，必须指定 TAC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定义共享机
密 - 与在 TACACS+ 服务器上定义的相同。共享机密是一个密码，TACACS+ 服务
器用它来生成密钥，以便对安全和 TACACS+ 设备之间的信息流进行加密。

TACACS+ 提供用于单独的、模块化的认证、授权和计费工具。鉴于 ScreenOS 支
持 TACACS+，因此 TACACS+ 服务器可以独立提供认证和授权，方式如下 : 

认证和授权

TACACS+ 将认证和授权功能分离开来。只支持针对 admin 用户进行远程认
证。经认证的管理员具有一定的权限级别和 vsys。ScreenOS 只支持用户级别
的授权。

配置多达两个 TACACS+ 服务器

如果不能到达主 TACACS+ 服务器，则查询备份 TACACS+ 服务器。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确定 Admin 认证优先级”。

互联网

admin 用户请求
连接到受保护的

网络。

安全设备在批准连接请
求之前，会使用外部 

TACACS+ 服务器对 admin 
用户进行认证。

TACAC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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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ACS+ 服务器对象属性

除了第 16 页上的“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中列出的通用 auth 服务器属性外，
TACACS+ 服务器还使用表 10 中介绍的属性。

确定 Admin 认证优先级

ScreenOS 允许针对本地和远程认证服务确定认证过程的优先级。admin 负责定义
认证服务的查询顺序以及首次尝试失败时所采取的操作。

为认证服务分配优先级

为远程 auth 服务器认证设置比本地数据库更高的优先级。具有根权限 admin 
可以定义系统尝试运行 admin 认证服务 ( 本地和远程 ) 的顺序。根 admin 将其
中一个认证服务设为主认证服务。其它认证服务自动成为辅助服务。

定义后退行为

如果主认证服务失败，可以将设备配置为进行辅助服务认证 ( 缺省 ) 或绕过
它。对于具有根权限和非根权限的 admin 而言，上述操作的定义是不同的。

接受外部认证的 admin

配置安全设备是否接受远程 auth 服务器所认证的根权限 admin。

缺省认证

如果远程认证失败而本地认证又已禁用，则设备会允许对具根权限的 admin 
进行本地认证。这一后退过程仅限于串行控制台。

定义 Auth 服务器对象

要在策略、IKE 网关和 L2TP 通道中引用外部认证 (auth) 服务器，必须首先定义 
auth 服务器对象。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为 RADIUS 服务器、SecurID 服务器、LDAP 
服务器和 TACACS+ 服务器定义 auth 服务器对象。

表 10:  TACACS+ 服务器对象属性

属性 说明

共享机密 安全设备与 TACACS+ 服务器之间共享的机密 ( 密码 )。设备利用此机密将其
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密码进行加密。

TACACS+ 端口 TACACS+ 服务器上的端口号，安全设备向此处发送认证请求。缺省端口号为 
49。

TACACS+ 重试
超时

先前的请求未引发响应时，向 TACACS+ 服务器发送另外的认证请求之前，
安全设备等待的时间间隔 ( 单位为秒 )。缺省值为三秒。

客户端重试次数 放弃尝试之前，TACACS+ 客户端 ( 即安全设备 ) 尝试与 TACACS+ 服务器建
立通信的次数。

客户端超时 两次认证重试操作之间安全设备等待的时间长度 ( 秒 )。

加密 TACACS+ 加密客户端服务器交换的整个负荷。
确定 Admin 认证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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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
在下例中，将为 RADIUS 服务器定义 auth 服务器对象。将其用户帐户类型指定为 
auth、L2TP 和 XAuth。将 RADIUS 服务器命名为 "radius1"，并接受安全设备自动
指派的 ID 号。输入其 IP 地址 10.20.1.100，将其端口号由缺省值 (1645) 更改为 
4500。将其共享机密定义为 "A56htYY97kl"。同时将两个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分
别指定为 10.20.1.110 和 10.20.1.120。

将认证空闲超时值由缺省值 (10 分钟 ) 更改为 30 分钟，并将 RADIUS 重试超时值
由 3 秒更改为 4 秒。但是，由于采用此设置时会话理论上会一直保持开放 (只要每 
30 分钟击键一次 )，因此您将强制超时设置为 60 分钟来限制会话的总时间。进行
此设置后，将在一小时后移除用户的 auth 表条目以及与该条目关联的所有会话，
用户将需要重新进行认证。

您还要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使其能支持下列供应商专用
属性 (VSA) 的查询 : 用户组、管理权限以及远程 L2TP 和 XAuth 设置。

在图 13 中，安全设备将 auth、L2TP 和 XAuth 认证请求发送到 10.20.1.100 地址
处的主 RADIUS 服务器 "radius1"。如果安全设备与主 RADIUS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断开，它会重新定向，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10.20.1.110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1。如
果安全设备无法连到备份服务器 1，它会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10.20.1.120 地址处的
备份服务器 2。

图 13:  RADIUS 备份示例

WebUI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0.20.1.100
Backup1: 10.20.1.110
Backup2: 10.20.1.120
Timeout: 30
Forced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Auth, L2TP, XAuth
RADIUS: ( 选择 )

RADIUS Port: 4500
Retry Timeout: 4 (seconds)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备份服务器 1
IP: 10.20.1.110

注意 : 只显示到 RADIUS 服务器的电缆连接。

RADIUS 服务器
Name: radius1
IP: 10.20.1.100

Port: 4500
Timeout: 30 minutes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Account Types: Auth, L2TP, 

XAuth

备份服务器 2
IP: 1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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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CLI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auth l2tp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20.1.1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0.20.1.11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0.20.1.12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forced-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45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timeout 4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save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范例 : SecurID Auth 服务器
在下例中，将为 SecurID ACE 服务器配置 auth 服务器对象。将其用户帐户类型指
定为 admin。将服务器命名为 "securid1"，并接受安全设备自动指派的 ID 号。输
入主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0.2.100，及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 : 10.20.2.110。将其端
口号由缺省值 (5500) 更改为 15000。安全设备和 SecurID ACE 服务器使用 DES 加
密法保护认证信息。允许重试三次，客户端超时值为 10 秒。将空闲超时值由缺省
值 (10 分钟 ) 更改为 60 分钟。禁用 Use Duress 设置。请参阅图 14。

注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如何将词典文件
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具体服务器的文档。

注意 : 帐户类型的输入顺序非常重要。例如，如果首先输入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l2tp，则随后只能选择 xauth ；不能在 l2tp 之后输入 auth。正确
顺序非常容易记住，因为它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更改端口号有助于防止可能有针对缺省 RADIUS 端口号 (1645) 展开的攻击。

注意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如何将词典文件
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具体服务器的文档。

注意 : 客户端超时值是指两次认证重试操作之间 SecurID 客户端 ( 即安全设备 ) 等待的
时间长度 ( 秒 )。

空闲超时值是指安全设备在自动终止非活动 admin 会话前等待的空闲时间长度 
( 分钟 )。( 有关应用于 admin 用户和其它用户类型的超时值比较信息，请参阅
第 16 页上的“Auth 服务器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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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SecurID 备份示例

WebUI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ecurid1
IP/Domain Name: 10.20.2.100
Backup1: 10.20.2.110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Admin
SecurID: ( 选择 )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Authentication Port: 15000
Encryption Type: DES
User Duress: No

CLI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ype securid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rver-name 10.20.2.1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backup1 10.20.2.1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account-type admin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retries 3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timeout 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auth-port 150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encr 1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duress 0
save

SecurID 服务器
Name: securid1
IP: 10.20.2.100

Port: 15000
Encryption: DES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Idle Timeout: 60 minutes
Account Types: Admin

备份服务器 1
IP: 10.20.2.110

注意 : 只显示了到 SecurID 服务器的电缆连接。

安全设备将 admin 认证请求发送到 10.20.2.100 地址处的主 
SecurID 服务器 "securid1"。

如果安全设备与主 SecurID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断开，它会重新
定向，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10.20.2.110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1。

注意 : ScreenOS 针对 SecurID 只支持一个备份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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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LDAP Auth 服务器
在下例中，将为 LDAP 服务器配置 auth 服务器对象。将其用户帐户类型指定为 
auth。将 LDAP 服务器命名为 "ldap1"，并接受安全设备自动指派的 ID 号。输入其 
IP 地址 10.20.3.100，将其端口号由缺省值 (389) 更改为 19830。将空闲超时值由
缺省值 (10 分钟 ) 更改为 40 分钟。同时将两个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分别指定为 
10.20.3.110 和 10.20.3.120。LDAP 通用名称标识符为 cn，Distinguished Name 为 
c=us;o=juniper;ou=marketing。请参阅图 15。

图 15:  LDAP 备份示例

WebUI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ldap1
IP/Domain Name: 10.20.3.100
Backup1: 10.20.3.110
Backup2: 10.20.3.120
Timeout: 40
Account Type: Auth
LDAP: ( 选择 )

LDAP Port: 4500
Common Name Identifier: cn
Distinguished Name (dn): c=us;o=juniper;ou=marketing

CLI

set auth-server ldap1 type ldap
set auth-server ldap1 account-type auth
set auth-server ldap1 server-name 10.20.3.100
set auth-server ldap1 backup1 10.20.3.110
set auth-server ldap1 backup2 10.20.3.120
set auth-server ldap1 timeout 40
set auth-server ldap1 ldap port 15000
set auth-server ldap1 ldap cn cn
set auth-server ldap1 ldap dn c=us;o=juniper;ou=marketing
save

安全设备将认证请求从 auth 用户发送到 10.20.3.100 地址处的主 
LDAP 服务器 "ldap1"。

如果安全设备与主 LDA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断开，它会重新定
向，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10.20.3.110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1。

如果安全设备无法连到备份服务器 1，它会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10.20.3.120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2。

备份服务器 1
IP: 10.20.3.110

注意 : 只显示了到 LDAP 服务器的电缆连接。

LDAP 服务器
Name: ldap1

IP: 10.20.3.100
Port: 19830

Timeout: 40 minutes
Common Name: cn

Distinguished Name: 
c=us;o=juniper;ou=marketing

Account Type: Auth

备份服务器 2
IP: 10.2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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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TACACS+ Auth 服务器
在下例中，为 TACACS+ 服务器定义一个 auth 服务器对象。将 TACACS+ 服务器命
名为 "tacacs1"，并接受安全设备自动指派的 ID 号。输入其 IP 地址，此处为 
1.1.1.1。将其共享机密定义为 "A56htYY97kl"。同时将两个备份服务器的 IP 地址
分别指定为 2.2.2.2 和 3.3.3.3。

必须具有 TACACS+ 服务器的访问权限并对其进行配置，然后设备上配置的 
TACACS+ 功能才能使用。

将认证空闲超时值由缺省值 (10 分钟 ) 更改为 30 分钟，并将 TACACS+ 重试超时值
由 3 秒更改为 4 秒。但是，由于采用此设置时会话理论上会一直保持开放 (只要每 
30 分钟击键一次 )，因此您将强制超时设置为 60 分钟来限制会话的总时间。进行
此设置后，将在一小时后移除用户的 auth 表条目以及与该条目关联的所有会话，
用户将需要重新进行认证。

在图 16 中，安全设备将 admin 认证请求发送到 1.1.1.1 地址处的主 TACACS+ 服
务器 "tacacs1"。如果安全设备与主 TACACS+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断开，它会重新
定向，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2.2.2.2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1。如果安全设备无法连到
备份服务器 1，它会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3.3.3.3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2。

图 16:  TACACS+ 备份范例

WebUI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acacs1
IP/Domain Name: 1.1.1.1
Backup1: 2.2.2.2
Backup2: 3.3.3.3
Timeout: 10
Forced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admin
TACACS: ( 选择 )

TACACS Port: 49
Retry Timeout: 4 (seconds)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备份服务器 1
IP: 2.2.2.2

注意 : 只显示了到 TACACS+ 服务器的电缆连接。

TACACS+ 服务器
Name: tacacs1

IP: 1.1.1.1
Port: 49

Timeout: 10 分钟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Account Type: admin

备份服务器 2
IP: 3.3.3.3

安全设备将 admin 认证请求发送到 1.1.1.1 地址
处的主 TACACS+ 服务器 "tacacs1"。
如果安全设备与主 TACACS+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断开，它会重新定向，将认证请求转发到 
2.2.2.2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1。
如果安全设备无法连到备份服务器 1，它会将
认证请求转发到 3.3.3.3 地址处的备份服务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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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auth-server tacacs1 type tacacs
set auth-server tacacs1 account-type auth l2tp xauth
set auth-server tacacs1 server-name 1.1.1.1
set auth-server tacacs1 backup1 2.2.2.2
set auth-server tacacs1 backup2 3.3.3.3
set auth-server tacacs1 forced-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tacacs1 timeout 10
set auth-server tacacs1 tacacs port 49
set auth-server tacacs1 tacacs timeout 4
set auth-server tacacs1 tacacs secret A56htYY97kl
set admin auth server tacacs1
save

定义缺省 Auth 服务器

在缺省情况下，本地数据库是所有用户类型的缺省 auth 服务器。您可针对下列一
种或多种用户类型，指定外部 auth 服务器作为缺省 auth 服务器 : 

Admin

Auth

L2TP

XAuth

802.1x

这样，在策略、L2TP 通道或 IKE 网关中配置认证时，如果希望对具体用户类型使
用缺省 auth 服务器，将不必在每个配置中都指定 auth 服务器。安全设备会引用先
前已指定为缺省服务器的相应 auth 服务器。

范例 : 更改缺省 Auth 服务器
在本例中，将使用先前示例中创建的 RADIUS、SecurID 和 LDAP auth 服务器对象 : 

radius1 ( 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

securid1 ( 第 30 页上的“范例 : SecurID Auth 服务器”)

ldap1 ( 第 32 页上的“范例 : LDAP Auth 服务器”)

然后，指定本地数据库、radius1、securid1 和 ldap1 作为下列用户类型的缺省服
务器 : 

Local: XAuth 用户的缺省 auth 服务器

radius1: L2TP 用户的缺省 auth 服务器

securid1: admin 用户的缺省 auth 服务器

注意 : 更改端口号有助于防止可能有针对缺省 TACACS 端口号 (49) 展开的攻击。
定义缺省 Auth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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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1: auth 用户的缺省 auth 服务器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XAuth Settings: 从 Default Authentication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择 Local，然后单击 Apply。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从 Default Authentication Server 下拉列表中
选择 radius1，然后单击 Apply。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从 Admin Auth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
择 Local/securid1，然后单击 Apply。

Configuration > Auth > Firewall: 从 Default Auth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择 
ldap1，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xauth default auth server Local
set l2tp default auth server radius1
set admin auth server securid1
set auth default auth server ldap1
save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本地数据库是所有用户类型的缺省 auth 服务器。因此，除非先前
已为 XAuth 用户指定外部 auth 服务器作为缺省服务器，否则不必进行此配置。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本地数据库是所有用户类型的缺省 auth 服务器。因此，除非先前
已为 XAuth 用户指定外部 auth 服务器作为缺省服务器，否则不必进行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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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net 认证

本章讨论如何在统一访问控制 (UAC) 解决方案中部署安全设备。Juniper Networks 
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用于保护及确保应用程序和服务跨企业 infranet 进行传输。
UAC 解决方案是基于 IP 的企业基础结构，它用于协调网络、应用程序和端点智
能，并提供支持网络应用程序、管理网络使用及减少威胁所需的控制。

有关配置和部署统一访问控制 (UAC) 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38 页上的“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第 39 页上的“防火墙如何与 Infranet 控制器协同工作”

第 40 页上的“配置为 Infranet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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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在统一访问控制部署中，安全设备使用 Infranet 控制器进行操作以强制执行策略。
安全设备 ( 也称为 Infranet 执行器 ) 部署在您要保护的服务器和资源的前端，如
图 17 中所示。

有关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Infranet 控制器的信息，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图 17:  部署安全设备以进行 Infranet 认证

安全设备和 Infranet 控制器协同工作，以提供精确的端点安全性和防火墙服务，从
而允许合格的 终用户只能访问受保护的资源。

例如，可以使用用于定义访问级别的角色来配置 Infranet 控制器，如员工角色具有
对受保护资源的完全访问权限，而合同工角色的访问则受限。也可以在 Infranet 控
制器上创建策略，要求端点满足一定的安全要求，否则拒绝其对受保护资源的访
问。例如，可以要求某个端点使用防病毒应用程序的 小版本并具有 新的防病毒
定义。如果该端点不满足安全要求，可以显示一个页面，指示用户如何使其端点符
合要求。

安全设备根据角色和端点安全符合性来允许或拒绝对资源的访问。安全设备通过使
用 NetScreen 地址更改通知 (NACN) 协议的 SSH 连接与 Infranet 控制器连接。要在
两台设备之间配置连接，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R

CONSOLECONSOLE

PWRPWR HDHD TEMP

互联网 /LAN

Infranet 控制器
安全设备 
(Infranet 执行器 )

基于 NCP 
的登录
请求

基于 IPSec 的已认证
加密传输

受保护的
资源

基于 Windows 的 
Infranet 代理

基于 SSH 的策略
统一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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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如何与 Infranet 控制器协同工作

本节介绍防火墙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 如何与 Infranet 控制器协同工作，以
建立通信及强制执行安全策略 : 

1. 启动时，安全设备通过使用 NACN 协议的 SSL 连接与 Infranet 控制器联系。

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多与八个 Infranet 控制器一起工作。安全设备一次只与
一个 Infranet 控制器通信，其它 Infranet 控制器用于 Infranet 控制器集群内的
故障切换。如果安全设备不能连接到第一个 Infranet 控制器，则尝试其配置列
表中的下一个，直到能够连接为止。在安全设备上配置的 Infranet 控制器应该
全都是同一 Infranet 控制器集群的成员。

2. 在安全设备与 Infranet 控制器成功建立 NACN 连接后，Infranet 控制器会打开
与安全设备的 SSH 连接。Infranet 控制器使用此 SSH 连接将策略和用户认证信
息推送至安全设备。

3. 一旦 Infranet 控制器对用户进行认证，并验证出用户的计算机符合端点安全策
略，Infranet 控制器就会将用户认证信息推送至安全设备。对于每个经认证的
用户，此信息包括一个 auth 表条目。

auth 表条目由用户角色和源 IP 地址组成。利用 IKE 网关、VPN 和通道 
infranet-auth 策略，用户端点能够与安全设备建立一个 IPSec 通道，以保护网
络信息流。

4. 当安全设备检测到来自与 infranet-auth 策略匹配的用户的信息流时，它使用用
户的 auth 表条目以及适用于受保护资源的访问策略来决定是否允许用户访问
受保护资源。

除允许和拒绝动作外，infranet 控制器策略还允许将其它动作项目 ( 如 DI、
IDP、AV、记录、web 过滤和反垃圾邮件 ) 绑定到 infranet 控制器。在针对这
些动作配置 infranet 控制器之前，必须先为关联的动作项目配置防火墙策略并
就 infranet 认证进行设备设置。

“Infranet 控制器”策略可开启或关闭防火墙策略中的特定功能。例如，如果
为“Infranet 控制器”访问策略定义 AV 动作 (Resource policies>ScreenOS 选
项 )，则防火墙将分析用户信息流中是否存在病毒，但并不执行 DI、IDP、记
录、web 过滤或反垃圾邮件。

5. 必要时，Infranet 控制器向安全设备发送命令以移除策略或 auth 表条目，并拒
绝对受保护资源的访问。例如，在下列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 当用户的
计算机变为不符合端点安全策略或与 Infranet 控制器失去连接时；当更改用户
角色的配置时；或当您响应安全问题 ( 如网络上的病毒 ) 而禁用 Infranet 控制
器上的所有用户帐户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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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为 Infranet 认证

下面列出了配置安全设备进行 Infranet 认证时所需的任务 : 

在路由或透明模式下设置安全设备

将接口绑定到安全区段

配置证书授权机构服务器设置

在路由模式下创建 Infranet 控制器实例

查看 Infranet 控制器实例的配置

设置基于源 IP 的策略

在 Infranet 执行器上设置策略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捕获门户

必须具有根访问权限才能执行上述任务。有关如何配置每项任务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配置为 Infranet 认证



第 4 章

认证用户

认证用户 ( 或 auth 用户 ) 指启动通过防火墙的连接时必须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
证的网络用户。可将 auth 用户帐户存储在本地数据库或外部 RADIUS、SecurID 或 
LDAP 服务器上。

可将多个 auth 用户帐户集合到一起组成 auth 用户组，用户组可以存储在本地数据
库或 RADIUS 服务器上。单个 auth 用户帐户 多可以存在于本地数据库或 
RADIUS 服务器上的四个用户组中。如果在 RADIUS 服务器上创建外部用户组，也
必须在安全设备上创建一个完全相同 ( 但未填充内容 ) 的用户组。例如，如果在名
为 "rs1" 的 RADIUS 服务器上定义一个名为 "au_grp1" 的 auth 用户组，并在组中添
加 10 个成员，则在安全设备上必须也定义一个名为 "au_grp1" 的 auth 用户组，将
其标识为外部用户组，但不在其中添加成员。如果在策略中引用外部 auth 用户组 
"au_grp1" 和 auth 服务器 "rs1"，则当与该策略匹配的信息流引发认证检查时，安
全设备可以正确查询指定的 RADIUS 服务器。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42 页上的“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

第 42 页上的“运行时认证”

第 43 页上的“策略前检查认证 (WebAuth)”

第 44 页上的“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第 45 页上的“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本地用户 )”

第 46 页上的“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本地用户组 )”

第 47 页上的“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外部用户 )”

第 49 页上的“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外部用户组 )”

第 51 页上的“范例 : 多个组中的本地 Auth 用户”

第 53 页上的“范例 : WebAuth ( 本地用户组 )”

第 55 页上的“范例 : WebAuth ( 外部用户组 )”

第 57 页上的“范例 : WebAuth + 仅 SSL ( 外部用户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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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

定义 auth 用户后，可创建一个要求用户通过两种认证方案之一进行认证的策略。
第一种方案在与要求认证的策略匹配的 FTP、HTTP 或 Telnet 信息流到达安全设备
时，对用户进行认证。在第二种方案中，用户在发送应用要求用户认证的策略的信
息流 ( 任何类型，不局限于 FTP、HTTP 或 Telnet) 之前进行认证。

运行时认证
用户尝试启动 ( 应用要求进行认证的策略的 ) HTTP、FTP 或 Telnet 连接请求时，安
全设备会截取该请求，并提示用户输入名称和密码 ( 请参阅第 2-154 页上的“用户
认证”)。在批准请求之前，安全设备会将用户名和密码与本地数据库或外部 auth 
服务器上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比较，以确认其有效性。请参阅图 18。

图 18:  用户的策略查找

1. auth 用户将 FTP、HTTP 或 Telnet 封包发送到 1.2.2.2。

2. 安全设备截取封包，注意到其策略要求从本地数据库或 auth 服务器获得认
证，然后将封包放入缓冲区。

3. 安全设备提示用户通过 FTP、HTTP 或 Telnet 输入登录信息。

4. 用户以用户名和密码回复。

5. 安全设备在其本地数据库上检查 auth 用户帐户，或将登录信息发送到策略中
指定的外部 auth 服务器。

6. 找到有效匹配项 ( 或从外部 auth 服务器接收到有效匹配的通告 ) 后，安全设备
会通知用户登录成功。

7. 安全设备将封包从其缓冲区转发到其目的地 1.2.2.2。

封包源

缓冲区

Name: ??
Password: ??

Name: **
Password: **

成功消息

策略
引擎

本地
数据库

 - 或 - 外部
Auth 服务器 封包

目的
1.2.2.2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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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前检查认证 (WebAuth)
将信息流发送到预定目的地之前，auth 用户启动面向此 IP 地址的 HTTP 会话 ( 将 
WebAuth 功能交由安全设备托管 )，并对自身进行认证。安全设备对用户进行认证
后，用户可根据要求通过 WebAuth 进行认证的策略的许可，将信息流发送至目的
地。请参阅图 19。

图 19:  WebAuth 示例

有关 WebAuth 的一些详细说明 : 

可保留本地数据库作为缺省 WebAuth auth 服务器，也可为之选择外部 auth 服
务器。WebAuth auth 服务器的主要要求是 : auth 服务器必须具有 auth 用户帐
户类型。

WebAuth 地址必须与要用来托管该地址的接口处于相同的子网内。例如，如果
希望 auth 用户通过 ethernet3 (IP 地址为 1.1.1.1/24) 与 WebAuth 相连，则可将 
WebAuth 的 IP 地址指定在 1.1.1.0/24 子网内。

可将 WebAuth 地址设置在与任意物理接口、子接口或虚拟安全接口 (VSI) 相同
的子网内。( 有关不同类型接口的信息，请参阅第 2-31 页上的“接口”。)

如果要在透明模式中使用 WebAuth，可将 WebAuth 地址设置在与 VLAN1 IP 地
址相同的子网内。

可将 WebAuth 地址设置于多个接口上。

如果在同一安全区段绑定多个接口，则可将 WebAuth 地址设置于某个接口的
子网中，来自同一区段但使用不同接口的信息流仍可到达该处。

注意 : 安全设备对特定源 IP 地址的用户进行认证，随后允许来自同一地址其他
任何用户的信息流 ( 在需要通过 WebAuth 进行认证的策略中指定 )。如果用户
从 NAT 设备 ( 可将所有初始源地址更改为单个转换后的地址 ) 后面发出信息
流，则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可指示设备仅接受 WebAuth 会话的 SSL (HTTPS) 连接。

HTTP 到 10.1.1.21

WebAuth
10.1.1.21Name: ??

Password: ??

Name: **
Password: **

成功消息

6. auth 用户启动与地址 
1.2.2.2 的连接。

策略引擎

本地数据库  - 或 - 外部
Auth 服务器

1 - 5. auth 用户连接到 WebAuth IP 地址 10.1.1.21，并
成功登录。 [ 安全设备在指定数据库 ( 本地数据库
或外部 auth 服务器 ) 中检查 auth 用户帐户。 ]

7. 策略引擎注意到应用于该信息流的策略要求通过 
WebAuth 进行认证。它检查其已认证用户的列表，了解
用户当前是否已通过 WebAuth 进行认证，并将信息流
发送到其目的地。

1.2.2.2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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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要管理多个 auth 用户，可创建 auth 用户组，并将其存储在本地安全设备或外部 
RADIUS 服务器上。

您可将用户集合成组，使对此组实施的任何更改应用于组的所有成员，而不必分别
管理每个用户。一个 auth 用户 多可以成为本地数据库或 RADIUS 服务器上的四
个用户组的成员。属于多个组的 auth 用户只需要提供一次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获
准访问为该用户所属的每个组定义的资源。请参阅图 20。

图 20:  Auth 用户组

注意 : 如果将用户存储到 RADIUS 服务器上的组中，则必须在安全设备上创建未填充的
外部用户组，其名称与在 RADIUS 服务器上创建的用户组名称一致。

ID

ID

Alice

VPN Dialup User
Password: Cwb6yooN21
User Group: Western
Encryption: 3DES
Authentication: SHA-1
SPI (local): 3300
SPI (remote): 3301

Password: Cwb6yooN21
User Group: Western
Encryption: 3DES
Authentication: SHA-1
SPI (local): 3300
SPI (remote): 3301

VPN Dialup User
Policy

Alice

Password: Cwb6yooN21
User Group: Western
Encryption: 3DES
Authentication: SHA-1
SPI (local): 1000
SPI (remote): 1001

VPN Dialup User
Policy

Dan

Password: Cwb6yooN21
User Group: Western
Encryption: 3DES
Authentication: SHA-1
SPI (local): 4800
SPI (remote): 4801

VPN Dialup User
Policy

Christine

每个 Auth 用户 1 个策略 每个 Auth 用户组 1 个策略

Policy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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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本地用户 )
在本例中，将定义一个名为 louis 的本地 auth 用户，其密码为 iDa84rNk，在 Trust 
区段通讯簿中的地址名为 "host1"。然后配置两个外向策略 : 一个拒绝所有出站信
息流，另一个来自 host1，要求 louis 进行认证。(Louis 必须启动所有来自 host1 的
出站信息流。) 安全设备会拒绝来自其它所有地址的出站访问请求以及来自 host1 
的未经认证信息流。

WebUI

1. 本地 Auth 用户和地址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louis
Status: Enable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iDa84rNk
Confirm Password: iDa84rNk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host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4/32
Zone: Trust

2.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Deny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host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Local
User: ( 选择 ), Local Auth User - louis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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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本地用户和地址
set user louis password iDa84rNk
set address trust host1 10.1.1.4/32

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deny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1 any any permit auth user louis
save

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本地用户组 )
在本例中，将定义一个名为 auth_grp1 的本地用户组。将先前创建的 auth 用户 
louis 和 lara 添加到该组中。然后配置一个引用 auth_grp1 的策略。此策略为 
auth_grp1 提供 FTP-GET 和 FTP-PUT 权限，令其以 Trust 区段中 "auth_grp1" 地址
名 (IP 地址 10.1.8.0/24) 访问 DMZ 区段中名为 "ftp1" (IP 地址 1.2.2.3/32) 的 FTP 服
务器。

WebUI

1. 本地用户组和成员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auth_grp1，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louis，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lara，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auth_gr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8.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ftp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3/32
Zone: DMZ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要为之指定密码的用户被归类为 auth 用户。

注意 : 在本地数据库中创建用户组时，在向组中添加用户之前，用户组的用户类型一直
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添加用户后，用户组会获得与添加于其中的用户相同的类
型。通过添加 auth、IKE、L2TP 和 XAuth 用户类型可创建多类型用户组。不能将 
Admin 用户与任何其它用户类型组合。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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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uth_grp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1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Local
User Group: ( 选择 ), Local Auth Group - auth_grp1

CLI

1. 本地用户组和成员
set user-group auth_grp1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auth_grp1 user louis
set user-group auth_grp1 user lara

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auth_grp1 10.1.8.0/24
set address dmz ftp1 1.2.2.3/32

3.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dmz auth_grp1 ftp1 ftp permit auth user-group 

auth_grp1
save

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外部用户 )
在本例中，将定义名为 "x_srv1" 的外部 LDAP auth 服务器，其属性如下 : 

Account type: auth

IP address: 10.1.1.100

Backup1 IP address: 10.1.1.110

Backup2 IP address: 10.1.1.120

Authentication timeout: 60 minutes

LDAP port number: 14500

Common name identifier: cn

Distinguished name: c=us;o=net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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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密码 eTcS114u 将 auth 用户 "euclid" 加载到外部 auth 服务器上。然后，为外部
用户 euclid 配置要求在 auth 服务器 x_srv1 上进行认证的外向策略。

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x_srv1
IP/Domain Name: 10.1.1.100
Backup1: 10.1.1.110
Backup2: 10.1.1.120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Auth
LDAP: ( 选择 )

LDAP Port: 14500
Common Name Identifier: cn
Distinguished Name (dn): c=us;o=netscreen

2. 外部用户

在外部 LDAP auth 服务器 x_serv1 上定义 auth 用户 "euclid"，密码为 
eTcS114u。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euc_host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20/32
Zone: Trust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x_srv1
User: ( 选择 ), External User
External User: euclid
在策略中引用 Auth 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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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x_srv1
set auth-server x_srv1 type ldap
set auth-server x_srv1 account-type auth
set auth-server x_srv1 server-name 10.1.1.100
set auth-server x_srv1 backup1 10.1.1.110
set auth-server x_srv1 backup2 10.1.1.120
set auth-server x_srv1 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x_srv1 ldap port 14500
set auth-server x_srv1 ldap cn cn
set auth-server x_srv1 ldap dn c=us;o=netscreen

2. 外部用户

在外部 LDAP auth 服务器 x_serv1 上定义 auth 用户 "euclid"，密码为 
eTcS114u。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euc_host 10.1.1.20/32

4.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euc_host any any auth server x_srv1 user euclid
save

范例 : 运行时认证 ( 外部用户组 )
在本例中，将配置名为 "radius1" 的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定义名为 
"auth_grp2" 的外部 auth 用户组。在下列两个位置定义外部 auth 用户组 
auth_grp2: 

1. 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 "radius1"

2. 安全设备

只以 RADIUS 服务器上的 auth 用户填充 auth 用户组 "auth_grp2"，而将安全设备
上的组保留未填充状态。此组中的成员是要求独占访问 IP 地址 10.1.1.80 处服务器
的帐户用户。为该服务器创建一个通讯簿条目，并将地址命名为 "midas"。然后配
置一个内部区段策略，只允许已经认证的信息流从 auth_grp2 流向 midas，这两者
均位于 Trust 区段中。( 有关区段内部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45 页上的
“策略”。)

RADIUS 服务器

1.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注意 : RADIUS auth 服务器的配置与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中大致
相同，但本例中仅指定 "auth" 作为用户帐户类型。

注意 : 有关 RADIUS 词典文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
将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如果使用 Microsoft IAS RADIUS 服务器，则不需要加载任何词典文件，而要在服
务器上定义正确的供应商专用属性 (V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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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RADIUS 服务器上定义 auth 用户帐户后，使用 ScreenOS 用户组 VSA 创建
用户组 "auth_grp2"，并将其应用于要添加到该组中的 auth 用户帐户。

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0.20.1.100
Backup1: 10.20.1.110
Backup2: 10.20.1.120
Timeout: 30
Account Type: Auth
RADIUS: ( 选择 )

RADIUS Port: 4500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2. 外部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External Groups>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auth_grp2
Group Type: Auth

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mida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80/32
Zone: Trust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das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radius1
User Group: ( 选择 ), External Auth Group - auth_gr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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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auth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20.1.1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0.20.1.11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0.20.1.12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45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2. 外部用户组
set user-group auth_grp2 location external
set user-group auth_grp2 type auth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midas 10.1.1.80/32

4.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trust any midas any permit auth server radius1 

user-group auth_grp2
save

范例 : 多个组中的本地 Auth 用户
在本例中，将定义一个名为 Mary 的本地 auth 用户。Mary 是一名销售经理，需要
访问下列两台服务器 : 用于销售人员 (sales_reps 组 ) 的服务器 A 和用于经理 
(sales_mgrs 组 ) 的服务器 B。要提供对这两台服务器的访问权限，需要将 Mary 添
加到两个用户组中。然后创建两个策略，一组一个策略。

WebUI

1. 本地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mary
Status: Enable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iFa8rBd
Confirm Password: iFa8rBd

2. 本地用户组和成员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sales_mgrs，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mary，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sales_reps，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mary，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注意 : 本例并不说明其他组成员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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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ale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8.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_a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5/32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server_b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1.1.6/32
Zone: Untrust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_a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Local
User Group: ( 选择 ), Local Auth Group - sales_reps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ale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server_b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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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Auth Server: ( 选择 )

Use: Local
User Group: ( 选择 ), Local Auth Group - sales_mgrs

CLI

1. 本地用户
set user mary password iFa8rBd

2. 本地用户组和成员
set user-group sales_mgrs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sales_mgrs user mary
set user-group sales_reps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sales_reps user mary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sales 10.1.8.0/24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_a 1.1.1.5/32
set address untrust server_b 1.1.1.6/32

4.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sales server_a ftp permit auth user-group 

sales_reps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sales server_b ftp permit auth user-group 

sales_mgrs
save

范例 : WebAuth ( 本地用户组 )
本例中，在启动流向互联网的出站信息流之前，要求用户通过 WebAuth 方式进行
预认证。在安全设备上的本地数据库中创建名为 "auth_grp3" 的用户组。然后，为 
Trust 区段中的每个对象创建 auth 用户帐户，并将其添加到 auth_grp3 中。

Trust 区段接口使用 ethernet1，其 IP 地址为 10.1.1.1/24。指定 10.1.1.50 作为 
WebAuth IP 地址，并保留本地数据库作为缺省的 WebAuth 服务器。因此，用户在
启动流向互联网的信息流之前，必须首先以 HTTP 方式连接到 10.1.1.50，并以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然后，安全设备将该用户名和密码与其数据库中的内容进行比
较，以批准或拒绝认证请求。如果它批准该请求，被认证的用户将有 30 分钟的时
间启动流向互联网的信息流。终止该启动会话后，在安全设备要求用户重新认证之
前，用户又有 30 分钟的时间启动另一会话。

WebUI

1. WebAuth

Configuration > Auth > WebAuth: 从 WebAuth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择 Local，
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选择 WebAuth，在 WebAuth IP 
字段中输入 10.1.1.50。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 对于 Local): 在 Timeout 字段中
输入 30，然后单击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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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auth_grp3，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user name，并使用 << 按钮将该用户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
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重复选择过程，添加 auth 用户，直到该组完成为止。

3.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WebAuth: ( 选择 )
User Group: ( 选择 ), Local Auth Group - auth_grp3

CLI

1. WebAuth
set webauth server Local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webauth-ip 10.1.1.5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webauth
set auth-server Local timeout 30

2.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auth_grp3 location local

使用以下命令将 auth 用户添加到刚刚创建的用户组中 : 

set user-group auth_grp3 user name_str

3.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webauth user-group 

auth_grp3
save

注意 : 安全设备根据添加于本地用户组中的成员类型来确定组的类型。要使 auth_grp3 
成为 auth 用户组，请在组中添加一个 auth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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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WebAuth ( 外部用户组 )
WebAuth 是一种用于在用户启动通过防火墙的信息流之前对其进行预认证的方
法。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要求对所有外向信息流通过 WebAuth 方法进行认证的
策略。

在 RADIUS 服务器 "radius1" 和安全设备上创建名为 "auth_grp4" 的 auth 用户组。
在 RADIUS 服务器上，为 Trust 区段中的每个对象创建用户帐户，并将其添加到 
auth_grp4 中。

Trust 区段接口使用 ethernet1，其 IP 地址为 10.1.1.1/24。指定 10.1.1.50 作为 
WebAuth IP 地址，并使用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 "radius1" 作为缺省 WebAuth 
服务器。因此，用户在启动流向互联网的信息流之前，必须首先以 HTTP 方式连接
到 10.1.1.50，并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然后，安全设备在 "radius1" 和尝试登录的
用户之间中继所有 WebAuth 用户认证请求及响应。

RADIUS 服务器

1.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2. 在 auth 服务器 "radius1" 上输入用户组 "auth_grp4"，然后在其中填充 auth 用
户帐户。

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0.20.1.100
Backup1: 10.20.1.110
Backup2: 10.20.1.120
Timeout: 30
Account Type: Auth
RADIUS: ( 选择 )

RADIUS Port: 4500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

2. WebAuth

Configuration > Auth > WebAuth: 从 WebAuth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择 
radius1，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ethernet1): 选择 WebAuth，在 WebAuth IP 
字段中输入 10.10.1.50，然后单击 OK。

注意 : 此处使用的 RADIUS 服务器设置与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中
大致相同，但本例中仅指定 "auth" 作为用户帐户类型。

注意 : 有关 RADIUS 词典文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
将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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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External Groups>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auth_grp4
Group Type: Auth

4.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WebAuth: ( 选择 )
User Group: ( 选择 ), External Auth Group - auth_grp4

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auth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20.1.1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0.20.1.11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0.20.1.12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45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2. WebAuth
set webauth server radiu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webauth-ip 10.1.1.5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webauth

3.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auth_grp4 location external
set user-group auth_grp4 type auth

4.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webauth user-group 

auth_grp4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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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WebAuth + 仅 SSL ( 外部用户组 )
在本例中，将 WebAuth 与安全套接字层 (SSL) 技术组合，来保护用户登录时发送
的用户名和密码。WebAuth 利用相同的证书来保护流向安全设备的管理信息流 ( 以
通过 WebUI 进行管理 )。( 有关 SSL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安全套接
字层”。)

使用外部 auth 服务器的 WebAuth 加 SSL 的配置包括以下步骤 : 

定义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 "radius1"，在 RADIUS 服务器和安全设备上创
建名为 "auth_grp5" 的 auth 用户组。在 RADIUS 服务器上，为 Untrust 区段中
的所有 auth 用户创建用户帐户，并将其添加到 auth_grp5 中。

Untrust 区段接口使用 ethernet3，IP 地址为 1.1.1.1/24。将 1.1.1.50 指定为 
WebAuth IP 地址，指示设备对 WebAuth 认证请求只接受 SSL 连接，并将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 "radius1" 定义为缺省 WebAuth 服务器。

指定以下 SSL 设置 : 

先前加载到安全设备上的证书的 IDX 号 ( 本例中为 1)

DES_SHA-1 密码

SSL 端口号 2020

然后，配置一个要求对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通过 
WebAuth + SSL 方法进行认证的内向策略。

因此，用户在启动流向互联网的信息流之前，必须首先以 HTTP 方式连接到 
https://1.1.1.50:2020，并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然后，安全设备在 "radius1" 和尝
试登录的用户之间中继所有 WebAuth 用户认证请求及响应。

RADIUS 服务器

1.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2. 在 auth 服务器 "radius1" 上输入用户组 "auth_grp5"，然后在其中填充 auth 用
户帐户。

注意 : 此处使用的 RADIUS 服务器设置与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中
大致相同，但本例中仅指定 "auth" 作为用户帐户类型。

注意 : 有关如何获取数字证书并将其加载到安全设备的信息，请参阅第 5-17 页上的
“公开密钥密码术”。

注意 : 有关词典文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将词典文
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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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0.20.1.100
Backup1: 10.20.1.110
Backup2: 10.20.1.120
Timeout: 30
Account Type: Auth
RADIUS: ( 选择 )

RADIUS Port: 4500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

2. WebAuth

Configuration > Auth > WebAuth: 从 WebAuth Server 下拉列表中选择 
radius1，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WebAuth: ( 选择 )
IP: 1.1.1.50
SSL Only: ( 选择 )

3. SSL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HTTPS (SSL) Port: 2020
Certificate: ( 选择先前加载的证书 )
Cipher: DES_SHA-1

4. 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External Groups>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auth_grp5
Group Type: Auth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以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基
本配置页 :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WebAuth: ( 选择 )
User Group: ( 选择 ), External Auth Group - auth_gr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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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auth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20.1.1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0.20.1.11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0.20.1.12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45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2. WebAuth
set webauth server radiu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webauth-ip 1.1.1.5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webauth ssl-only

3. SSL
set ssl port 2020
set ssl cert 1
set ssl encrypt des sha-1
set ssl enable

4.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auth_grp5 location external
set user-group auth_grp5 type auth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webauth user-group 

auth_grp5
save

注意 : 有关 RADIUS 词典文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
将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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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IKE、XAuth 和 L2TP 用户

本章介绍与通道协议有关的三种类型的用户 - 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用户、XAuth 
用户和第 2 层传输协议 (L2TP) 用户。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62 页上的“IKE 用户和用户组”

第 65 页上的“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第 66 页上的“IKE 协商中的 XAuth 用户”

第 78 页上的“XAuth 客户端”

第 79 页上的“L2TP 用户和用户组”

注意 : 有关 IKE 和 L2TP 的详细信息和示例，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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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用户和用户组

IKE 用户是具有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远程 VPN 用户。用户 ( 实际上是用户的设备 ) 
在“阶段 1”与安全设备协商期间，通过发送 IKE ID 及证书或预共享密钥来对自
身进行认证。

IKE ID 可以是电子邮件地址、IP 地址、域名或 ASN1-DN 字符串。如果某 IKE 用户
发送以下内容之一，安全设备将认证此 IKE 用户 : 

证书，其中 Distinguished name (DN) 字段或 SubAltName 字段中的一个或多个
值与安全设备上配置的用户 IKE ID 相同。

预共享密钥和 IKE ID，安全设备可从接收的 IKE ID 及其上存储的预共享密钥
种子值成功生成完全相同的预共享密钥

在“自动密钥 IKE”网关配置中引用 IKE 用户或用户组。将需要相似网关和通道配
置的 IKE 用户集合到一个组中后，只需定义一个引用该组的网关 ( 和一个引用该网
关的 VPN 通道 )，而不必为每个 IKE 用户都定义一个网关和通道。

通常，为每个主机创建独立的用户帐户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可创建只具有一
个成员的 IKE 用户组，称为组 IKE ID 用户。该用户的 IKE ID 包含一组必须出现在
拨号 IKE 用户的 IKE ID 定义中的值。如果远程拨号 IKE 用户的 IKE ID 与组 IKE ID 
用户的 IKE ID 相匹配，ScreenOS 将认证该远程用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5-169 页上的“组 IKE ID”。

范例 : 定义 IKE 用户
在本例中，将定义四个 IKE 用户，Amy、Basil、Clara 和 Desmond，每个用户都具
有不同类型的 IKE ID。

Amy - 电子邮件地址 ( 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或称 U-FQDN): amy@juniper.net

Basil - IP 地址 : 3.3.1.1

Clara - 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www.juniper.net

Desmond - ASN1-DN 字符串 : 
CN=des,OU=art,O=juniper,L=sunnyvale,ST=ca,C=us,E=des@juniper.net

注意 : 使用“抽象语法表示法”版本 1 的一个 IKE ID 示例，识别名称 (ASN1-DN) 格式
为 : CN=joe,OU=it,O=juniper,L=sunnyvale,ST=ca,C=us,E=joe@juniper.net。

注意 : IKE 用户和 IKE 用户组帐户只能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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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Amy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 Type: AUTO
IKE Identity: amy@juniper.net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Basil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 Type: AUTO
IKE Identity: 3.3.1.1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Clara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 Type: AUTO
IKE Identity: www.juniper.net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Desmond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Use Distinguished Name for ID: ( 选择 )

CN: des
OU: art
Organization: juniper
Location: sunnyvale
State: ca
Country: us
E-mail: des@juniper.net

CLI

set user Amy ike-id u-fqdn amy@juniper.net
set user Basil ike-id ip 3.3.1.1
set user Clara ike-id fqdn www.juniper.net
set user Desmond ike-id wildcard 

CN=des,OU=art,O=juniper,L=sunnyvale,ST=ca,C=us,E=des@juniper.ne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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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创建 IKE 用户组
在本例中，将创建一个名为 ike_grp1 的用户组。向其中添加 IKE 用户 Amy 时，它
即成为 IKE 用户组。然后添加在第 62 页上的“范例 : 定义 IKE 用户”中定义的其
它三个 IKE 用户。

WebUI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ike_grp1，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Amy，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Basil，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Clara，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Desmond，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CLI

set user-group ike_grp1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ike_grp1 user amy
set user-group ike_grp1 user basil
set user-group ike_grp1 user clara
set user-group ike_grp1 user desmond
save

在网关中引用 IKE 用户
定义 IKE 用户或 IKE 用户组后，当远程 IKE 网关是一个拨号用户或拨号用户组
时，可在 IKE 网关配置中引用它。

有关在网关配置中引用 IKE 用户的示例，请参阅 : 

第 5-148 页上的“基于策略的拨号 VPN，自动密钥 IKE”

第 5-173 页上的“创建组 IKE ID ( 证书 )”

第 5-169 页上的“具有证书的组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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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XAuth 协议包括两个部分 : 远程 VPN 用户认证 ( 用户名加密码 ) 以及 TCP/IP 地址分
配 (IP 地址、网络掩码、DNS 服务器与 WINS 服务器分配 )。ScreenOS 支持只应用
其中一项或两项同时应用。

XAuth 用户或用户组是通过“自动密钥 IKE”VPN 通道连接到安全设备时对自身进
行认证的一个或多个远程用户，也可接受来自安全设备的 TCP/IP 设置。IKE 用户
认证实际是对 VPN 网关或客户端的认证，而 XAuth 用户的认证则是对个体自身的
认证。XAuth 用户必须输入只有自己应该知道的信息 - 用户名和密码。

ScreenOS-Remote 客户端可使用其接收的 TCP/IP 设置创建一个虚拟适配器，发送 
VPN 信息流时可使用此虚拟适配器，而对于非 VPN 信息流则使用 ISP 或网络管理
员提供的 TCP/IP 网络适配器设置。通过为远程用户分配已知的 IP 地址，可在安全
设备上定义通过特定通道接口到达此地址的路由。然后，安全设备可以确保返回路
由通过 VPN 通道而非缺省网关到达远程用户的 IP 地址。地址分配还让下游防火墙
可以在创建策略时引用这些地址。您可控制 IP 地址与具有 XAuth 生存期设置的单
个 XAuth 用户相关联的时间长度。

ScreenOS 支持 XAuth 的以下方面 : 

本地 XAuth 用户和外部 XAuth 用户的认证

本地 XAuth 用户组和外部 XAuth 用户组的认证 ( 如果存储在 RADIUS auth 服务
器上 )

从 IP 地址池为本地 XAuth 用户和 RADIUS auth 服务器上存储的外部 XAuth 用
户分配 IP、DNS 服务器和 WINS 服务器地址

要配置安全设备，使之使用外部 RADIUS 服务器上存储的缺省 XAuth 设置，请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在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XAuth Settings 页面上，选择 
Query Client Settings on Default Server。

CLI: 输入 set xauth default auth server name_str query-config 命令。

注意 : 分配的网络掩码始终为 255.255.255.255，并且不能修改。

注意 : 虚拟适配器是 TCP/IP 设置 (IP 地址、DNS 服务器地址、WINS 服务器地址 )，它
由安全设备分配给远程用户，以在 VPN 通道连接期间使用。只有 
ScreenOS-Remote 客户端才支持虚拟适配器功能。Juniper Networks 安全平台不
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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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还可使用外部 RADIUS 服务器上存储的网关专用 XAuth 设置。配置具
体的 IKE 网关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在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 Advanced 页
面上，从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下拉列表中选择 RADIUS 服务器的名
称，然后选择 Query Remote Setting。

CLI: 输入 set ike gateway name_str xauth server name_str query-config 
命令。

仅认证不分配地址、仅分配地址不认证 (set ike gateway name_str xauth 
bypass-auth) 及同时进行认证和地址分配

IKE 模式的事件记录
当远程用户通过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访问网络时，ScreenOS 会通过 XAuth 认证
此用户，并在流量日志中记录事件详细信息。日志详细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 

网关 IP 地址

用户名

会话重试的次数

从本地 IP 池或 RADIUS 服务器分配的客户端 IP 地址

有关查看流量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 卷 : 管理。

IKE 协商中的 XAuth 用户
ScreenOS 支持 XAuth 版本 6 (v6)。为确保“阶段 1”IKE 协商中的双方都支持 
XAuth v6，它们在前两个“阶段 1”消息中都向对方发送以下供应商 ID: 
0x09002689DFD6B712。此供应商 ID 号在 XAuth 互联网草案 
draft-beaulieu-ike-xauth-02.txt 中指定。

“阶段 1”协商完成后，安全设备向远程站点的 XAuth 用户发送登录提示。如果 
XAuth 用户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成功登录，则安全设备将为该用户分配 IP 地
址、32 位网络掩码、DNS 服务器地址和 WINS 服务器地址，双方继续进行“阶段 
2”协商。

XAuth 用户有 60 秒时间完成登录过程。如果第一次登录尝试失败，则 XAuth 用户
多还可进行四次尝试，每次尝试都有 60 秒时间。如果用户连续 5 次尝试均失

败，则安全设备停止提供登录提示，并切断会话。

XAuth 分配的 IP 地址至少要在指定的 XAuth 地址生存期期间属于某用户。IP 地址
属于 XAuth 用户的时间可能更长，具体取决于“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联盟 
(SA) 重定密钥。图 21 显示“阶段 1”和“阶段 2”重定密钥操作与 XAuth IP 地址
生存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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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阶段 1 和 2 重定密钥操作和 XAuth IP 地址生存期

1. “阶段 1”SA 生存期设置为 8 小时，第一个 8 小时后过期。

2. “阶段 2”SA 生存期设置为 60 分钟。由于当 XAuth 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时，在初始 IKE 协商期间有 5 秒的延迟，所以“阶段 1”协商完成后，第 8 个
“阶段 2”SA 过期 8 小时 6 秒 (XAuth 登录 5 秒 +“阶段 2”协商 1 秒 )。

3. 由于有活动的 VPN 信息流，所以第 8 个“阶段 2”SA 的到期引起 6 秒前到期
的“阶段 1”SA 重定密钥，即发生“阶段 1”IKE 协商 ( 或“重新协商”)。

4. “阶段 1”IKE 重新协商完成后，安全设备提示 XAuth 用户再次登录。

5. 由于 XAuth 地址生存期 (10 小时 ) 超过了“阶段 1”SA 生存期，所以用户保持
相同的 IP 地址 - 尽管下一个“阶段 1”重定密钥发生后，用户可能得到一个不
同的地址。

如果 XAuth 地址生存期比“阶段 1”SA 生存期短，则安全设备会为用户分配
另一个 IP 地址，它可能与先前分配的地址相同，也可能不同。

XAuth IP 地址生存期

IKE “阶段 1”协商完成。

XAuth 用户完成第一次登录。

IKE “阶段 2”协商完成。
注意 : 自 1:00:06 起，通过 VPN 通道的信息流
开始稳定。

XAuth IP 地址生存期 : 10 小时

“阶段 1” SA 生存期 : 8 小时

“阶段 2”SA 生存期 : 
60 分钟

1:00:00 1:00:05 1:00:06 9:00:00 9:00:06 9:00:07 9:00:14 9:00:15

“阶段 1” SA 过期。

“阶段 2” SA 过期并触发
“阶段 1”重定密钥。

XAuth 用户完成第二次登录。

IKE “阶段 2”重定
密钥。

“阶段 1”SA …

“阶段 2”SA …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60 分钟

执行第二次 XAuth 操作后，保证用户具有相同的 IP 地址，
因为 XAuth IP 地址生存期尚未过期。

注意 : 要避免初始登录后再进行登录，请用 CLI 命令为 VPN 通道配置除 0 之外的任何空
闲时间 : set vpn name gateway name idletime number ( 单位为分钟 )。如果“阶
段 1”IKE 重新协商完成时有 VPN 活动，则安全设备不会提示 XAuth 用户再次登
录。利用此选项，用户可以不中断地下载大文件、传输或接收流动媒体、参与网
络会议。

注意 : 如果必须为某个用户始终分配相同的 IP 地址，则可在用户配置中指定地址。然后，
安全设备会分配此地址，而不是从 IP 池中随机分配一个地址。请注意，这样的地址
不能在 IP 池中，否则，它可能会被分配给其它用户，而在需要时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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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地址生存期，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XAuth Settings: 在 Reserve Private 
IP for XAuth User 字段中输入数值 ( 分钟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xauth lifetime number

要有效禁用地址生存期功能，请输入允许的 小值 1。

范例 : XAuth 认证 ( 本地用户 )
在本例中，将在本地数据库上定义名为 x1、密码为 aGgb80L0ws 的 XAuth 用户。

然后，在远程 IKE 网关配置中对 IP 2.2.2.2 处的对等方引用该用户。将远程网关命
名为 "gw1"，为“阶段 1”协商指定“主”模式和方案 pre-g2-3des-sha，并使用预
共享密钥 juniper1。将 VPN 通道命名为 "vpn1"，为“阶段 2”协商指定一组“兼
容”方案。选择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外向接口。

WebUI

1. XAuth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x1
Status: Enable
XAuth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iDa84rNk
Confirm Password: iDa84rNk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1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juniper1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 选择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XAuth Server: ( 选择 )
Local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User: ( 选择 ), x1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unnel: g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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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XAuth 用户
set user x1 password aGgb80L0ws
set user x1 type xauth
unset user x1 type auth

2. VPN
set ike gate gw1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juniper1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1 xauth server Local user x1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ave

范例 : XAuth 认证 ( 本地用户组 )
本例中，将在本地数据库上创建一个名为 xa-grp1 的用户组，并添加上例第 68 页
上的“范例 : XAuth 认证 ( 本地用户 )”中创建的 XAuth 用户 "x1"。将该用户添加
到组中时，它自动成为 XAuth 用户组。

然后，在远程 IKE 网关配置中对 IP 2.2.2.2 处的对等方引用该组。将远程网关命名
为 "gw2"，为“阶段 1”协商指定“主”模式和方案 pre-g2-3des-sha，并使用预共
享密钥 "juniper2"。将 VPN 通道命名为 "vpn2"，为“阶段 2”协商指定一组“兼
容”方案。选择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外向接口。

WebUI

1. XAuth 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xa-grp1，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x1，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2.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2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juniper2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XAuth Server: ( 选择 )
Local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User Group: ( 选择 ), xa-grp1

注意 : CLI 命令 set user name_str password pswd_str 将创建一个 auth 用户。要创建仅
为 XAuth 类型的用户，必须将该用户定义为 XAuth 用户 (set user name_str type 
xauth)，然后删除 auth 用户定义 (unset user name_str type 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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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2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unnel: 

Predefined: ( 选择 ), gw2

CLI

1. XAuth 用户组
set user-group xa-grp1 location local
set user-group xa-grp1 user x1

2. VPN
set ike gate gw2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juniper2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2 xauth server Local user-group xa-grp1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sec-level compatible
save

范例 : XAuth 认证 ( 外部用户 )
在本例中，将引用先前加载到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上的 XAuth 用户，用户名
为 "xa-1"，密码为 iNWw10bd01。本例使用的 SecurID auth 服务器配置与第 30 页
上的“范例 : SecurID Auth 服务器”中定义的大致相同，但此处将帐户类型定义为 
XAuth。

在远程 IKE 网关配置中对 IP 2.2.2.2 处的对等方引用 XAuth 用户 xa-1。将远程网关
命名为 "gw3"，为“阶段 1”协商指定“主”模式和方案 pre-g2-3des-sha，并使用
预共享密钥 "juniper3"。将 VPN 通道命名为 "vpn3"，为“阶段 2”协商指定方案 
g2-esp-3des-sha。选择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外向接口。

WebUI

1. 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ecurid1
IP/Domain Name: 10.20.2.100
Backup1: 10.20.2.110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XAuth
SecurID: ( 选择 )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Authentication Port: 15000
Encryption Type: DES
User Duress: No

2. XAuth 用户

在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 securid1 上定义密码为 iNWw10bd01 的 auth 用户 
"x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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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3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juniper3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XAuth Server: ( 选择 )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securid1
User: ( 选择 )

Name: xa-1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3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Tunnel: 
Predefined: ( 选择 ), gw3

CLI

1. 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ype securid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rver-name 10.20.2.1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backup1 10.20.2.1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retries 3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timeout 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auth-port 150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encr 1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duress 0

2. XAuth 用户

在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 securid1 上定义密码为 iNWw10bd01 的 auth 用户 
"xa-1"。

3. VPN
set ike gate gw3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juniper3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3 xauth server securid1 user xa-1
set vpn vpn3 gateway gw3 sec-level compatib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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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XAuth 认证 ( 外部用户组 )
在本例中，将配置名为 "radius1" 的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定义名为 
"xa-grp2" 的外部 auth 用户组。在下列两个位置定义外部 XAuth 用户组 xa-grp2: 

1. 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 "radius1"

2. 安全设备

只在 RADIUS 服务器上将 XAuth 用户装入 XAuth 用户组 "xa-grp2" 中，而将安全设
备上的组保留为空白。该组中的成员为远程站点处的分销商，需要在企业 LAN 中
访问 FTP 服务器。在 Untrust 区段通讯簿中，为具有 IP 地址 10.2.2.0/24、名为 
reseller1 的远程站点添加一个条目。也可在 Trust 区段通讯簿中，为 IP 地址 
10.1.1.5/32 的 FTP 服务器 "rsl-srv1" 输入一个地址。

将 VPN 通道配置为 2.2.2.2，以便对用户组 xa-grp2 中的 XAuth 用户进行认证。将远
程网关命名为 "gw4"，为“阶段 1”协商指定“主”模式和方案 pre-g2-3des-sha，
并使用预共享密钥 "juniper4"。将 VPN 通道命名为 "vpn4"，为“阶段 2”协商指定
一组“兼容”方案。选择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外向接口。

后，创建一个策略，允许 FTP 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中的 reseller1 通过 vpn4 流
向 Trust 区段中的 rsl-svr1。

RADIUS 服务器

1. 将 RADIUS 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上。

2. 在外部 auth 服务器 "radius1" 上输入 auth 用户组 "xa-grp2"，然后在其中填充 
XAuth 用户帐户。

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0.20.1.100
Backup1: 10.20.1.110
Backup2: 10.20.1.120
Timeout: 30
Account Type: XAuth
RADIUS: ( 选择 )

RADIUS Port: 4500
Shared Secret: A56htYY97kl

2. 外部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External Groups>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Name: xa-grp2
Group Type: XAuth

注意 : RADIUS auth 服务器的配置与第 29 页上的“范例 : RADIUS Auth 服务器”中大致
相同，但本例中仅指定 "xauth" 作为用户帐户类型。

注意 : 有关 RADIUS 词典文件的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有关
将词典文件加载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 RADIUS 服务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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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eselle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0/24
Zone: Un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rsl-svr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5/32
Zone: Trust

4.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4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juniper4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XAuth Server: ( 选择 )
External Authentication: ( 选择 ), securid1

User Group: ( 选择 )
Name: xa-grp2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vpn4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gw4

5.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seller1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sl-svr1

Service: FTP-Get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vpn4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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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20.1.1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0.20.1.11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0.20.1.12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450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2. 外部用户组
set user-group xa-grp2 location external
set user-group xa-grp2 type xauth

3.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reseller1 10.2.2.0/24
set address trust rsl-svr1 10.1.1.5/32

4. VPN
set ike gate gw4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juniper4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gw4 xauth server radius1 user-group xa-grp2
set vpn vpn4 gateway gw4 sec-level compatible

5.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seller1 rsl-svr1 ftp-get tunnel vpn vpn4
save

范例 : XAuth 认证和地址分配 ( 本地用户组 )
在本例中，为本地数据库上存储的 IKE/XAuth 用户组建立认证和 IP、DNS 服务器
及 WINS 服务器 IP 地址分配。

IKE/XAuth 用户以拨号 VPN 连接方式尝试连接安全设备时，安全设备会在“阶段 
1”协商期间使用 IKE ID 和 RSA 证书对用户 ( 即客户端设备 ) 进行认证。然后，安
全设备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对 XAuth 用户 ( 即使用设备的个体 ) 进行认证，并在“阶
段 1”和“阶段 2”协商之间分配 IP、DNS 服务器和 WINS 服务器 IP 地址。

创建本地用户组 ixa-grp1。然后定义两个名为 "ixa-u1" ( 密码 : ccF1m84s) 和 
"ixa-u2" ( 密码 : C113g1tw) 的 IKE/XAuth 用户，将它们添加到组中，从而将组类型
定义为 IKE/XAuth。( 本例中将不向组中另外添加其它 IKE/XAuth 用户。)

创建名为 xa-pool1 的 DIP 池，地址范围从 10.2.2.1 到 10.2.2.100。安全设备为 
XAuth 用户分配 IP 地址时，即从此地址池中提取地址。

注意 : 也可使用外部 RADIUS auth 服务器对 XAuth 用户进行认证和地址分配。但外部 
SecurID 或 LDAP auth 服务器只能用于 XAuth 认证 ( 不能进行地址分配 )。对于 
IKE 用户认证，只能使用本地数据库。

注意 : DIP 池与 XAuth 用户发送信息流的目标区段必须具有不同的地址空间，以避免出
现路由选择问题和地址分配重复。
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第 5 章 : IKE、 XAuth 和 L2TP 用户
配置以下 XAuth 缺省设置 : 

将 XAUTH 地址超时设置为 480 分钟。

选择本地数据库作为缺省 auth 服务器。

启用质询握手认证协议 (CHAP)，安全设备根据此协议向远程客户端发送一个
质询 ( 加密密钥 )，该客户端用户使用此密钥对其登录名和密码进行加密。

选择 xa-pool1 作为缺省 DIP 池。

将主、辅 DNS 服务器 IP 地址分别定义为 10.1.1.150 和 10.1.1.151。

将主、辅 WINS 服务器 IP 地址分别定义为 10.1.1.160 和 10.1.1.161。

引用用户组 ixa-grp1 并使用缺省 XAuth auth 服务器设置，配置名为 "ixa-gw1" 的 
IKE 网关。然后，配置名为 "ixa-tun1" 的 VPN 通道和允许信息流通过 VPN 通道 
ixa-tun1 从 ixa-grp1 流向 Trust 区段 (IP 地址为 10.1.1.0/24) 的策略。

WebUI

1. IKE/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ixa-u1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 Type: AUTO
IKE Identity: u1@juniper.net

XAuth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ccF1m84s
Confirm Password: ccF1m84s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ixa-u2
Status: Enable
IKE User: ( 选择 )

Simple Identity: ( 选择 )
IKE ID Type: AUTO
IKE Identity: u2@juniper.net

XAuth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C113g1tw
Confirm Password: C113g1tw

Objects > Users > Local Groups > New: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 
ixa-grp1，执行以下操作，然后单击 OK: 

选择 ixa-u1，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选择 ixa-u2，并使用 << 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Members 栏移动到 Group 
Members 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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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 池
Objects > IP Pool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xa-pool1
Start IP: 10.2.2.1
End IP: 10.2.2.100

3. 缺省 XAuth Auth 服务器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XAuth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Reserve Private IP for XAuth User: 480 Minutes
Default Authentication Server: Local
Query Client Settings on Default Server: ( 清除 )
CHAP: ( 选择 )
IP Pool Name: xa-pool1
DNS Primary Server IP: 10.1.1.150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1.1.151
WINS Primary Server IP: 10.1.1.16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1.1.161

4.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Address Name: Trust_zone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5. VPN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ixa-gw1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Dialup User Group: ( 选择 )
Group: ixa-grp1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Phase 1 Proposal: rsa-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Aggressive
Outgoing Interface: ethernet3
XAuth Server: ( 选择 )
User Default: ( 选择 )
User Group: ( 选择 ), ixa-grp1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ixa-vpn1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ixa-g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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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y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Dial-Up VP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Trust_zone

Service: ANY
Action: Tunnel
Tunnel VPN: ixa-vpn1
Modify matching bidirectional VPN policy: ( 清除 )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IKE/XAuth 用户和用户组
set user-group ixa-grp1 location local
set user ixa-u1 type ike xauth
set user ixa-u1 ike-id u-fqdn u1@ns.com
set user ixa-u1 password ccF1m84s
unset user ixa-u1 type auth
set user ixa-u2 type ike xauth
set user ixa-u2 ike-id u-fqdn u2@juniper.net
set user ixa-u2 password C113g1tw
unset user ixa-u2 type auth

2. IP 池
set ippool xa-pool1 10.2.2.1 10.2.2.100

3. 缺省 XAuth Auth 服务器
set xauth lifetime 480
set xauth default auth server Local chap
set xauth default ippool xa-pool1
set xauth default dns1 10.1.1.150
set xauth default dns2 10.1.1.151
set xauth default wins1 10.1.1.160
set xauth default wins2 10.1.1.161

4.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Trust_zone 10.1.1.0/24

5. VPN
set ike gateway ixa-gw1 dialup ixa-grp1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3des-sha
set ike gateway ixa-gw1 xauth server Local user-group ixa-grp1
set vpn ixa-vpn1 gateway ixa-gw1 sec-level compatible

6. 策略
set policy top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Trust_zone any tunnel vpn 

ixa-vpn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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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uth 客户端
XAuth 客户端是一个远程用户或设备，它通过“自动密钥 IKE”VPN 通道与 
NetScreen 服务器相连。安全设备可以作为 XAuth 客户端，响应远程 XAuth 服务器
的认证请求。“阶段 1”协商完成后，远程 XAuth 服务器向安全设备发送登录提
示。如果作为 XAuth 客户端的安全设备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成功登录，则
“阶段 2”协商开始。

要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XAuth 客户端，必须指定下列内容 : 

IKE 网关名

XAuth 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配置以下类型的 XAuth 认证 :

Any - 允许质询握手认证协议 (CHAP) 或密码认证协议 (PAP)

CHAP - 仅允许 CHAP

范例 : 安全设备作为 XAuth 客户端

在本例中，首先配置 IP 地址为 2.2.2.2 的远程 IKE 网关 gw1。指定标准安全级别，
并使用预共享密钥 juniper1。然后，为用户名为 beluga9、密码为 1234567 的 IKE 
网关配置 XAuth 客户端。还需要对该客户端进行 CHAP 认证。

WebUI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gw1
Security Level: Standard ( 选择 )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juniper1
Outgoing Interface: Untrust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XAuth Client: ( 选择 )
User Name: beluga9
Password: 1234567
Allowed Authentication Type: ( 选择 ), CHAP Only

CLI

set ike gateway gw1 ip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juniper1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gw1 xauth client chap username beluga9 password 1234567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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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TP 用户和用户组

第 2 层通道协议 (L2TP) 提供一种认证远程用户和分配 IP、DNS 服务器与 WINS 服
务器地址的方法。可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以便使用本地数据库或外部 auth 服务
器认证 L2TP 用户。要对 IP、DNS 服务器及 WINS 服务器地址进行分配，可相应配
置安全设备，以使用本地数据库或 RADIUS 服务器 ( 加载有 RADIUS 词典文件 - 请
参阅第 19 页上的“RADIUS 词典文件”)。请参阅图 22。

图 22:  认证具有 L2TP 的用户

甚至可使用 auth 服务器的组合，不同服务器分别对应 L2TP 两个方面之一。例
如，可使用 SecurID 服务器对 L2TP 用户进行认证，但从本地数据库进行地址分
配。下例说明如何应用两个 auth 服务器分别处理 L2TP 的两方面需求。有关其它
范例以及 L2TP 的详细解释，请参阅第 5-189 页上的“第 2 层通道协议”。

范例 : 本地和外部 L2TP Auth 服务器
在本例中，将设置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对 L2TP 用户进行认证，并使用本地数
据库为 L2TP 用户分配 IP、DNS 服务器和 WINS 服务器地址。

外部 SecurID auth 服务器为 securid1。Auth 服务器的配置与第 30 页上的“范例 : 
SecurID Auth 服务器”中基本相同，只是此处帐户类型为 L2TP。SecurID auth 服
务器参数如下 : 

Name: securid1

IP Address: 10.20.2.100

Backup1 IP Address: 10.20.2.110

Port: 15000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Idle Timeout: 60 minutes

Account Type: L2TP

Encryption: DES

SecurID

RADIUS

LDAP

本地
数据库

本地
数据库

L2TP 用户 IP、DNS 服务器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分配

SecurID

RADIUS

LDAP

L2TP 用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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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TP 缺省设置如下 : 

IP Pool: l2tp1 (172.168.1.1 - 172.168.1.100)

DNS Primary Server IP: 10.20.2.50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20.2.51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WINS Primary Server IP: 10.20.2.6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20.2.61

以上述设置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后，创建名为 "l2tp-tun1" 的 L2TP 通道，它引用 
securid1 进行认证，并使用缺省设置进行地址分配。

此外，还必须如上所示设置 SecurID 服务器，并在其中填充 L2TP 用户。图 23 显
示了 L2TP 设置、SecurID Auth 服务器设置及网络设置。

图 23:  本地和外部 L2TP 服务器

注意 : 一个只有 L2TP 的配置并不安全。为了对 L2TP 通道进行保护，建议将其与 IPSec 
通道 (必须处于 Transport 模式 ) 结合使用，如第 5-200 页上的“配置 IPSec 上的 
L2TP”中所示。

L2TP 设置

IP Pool: l2tp1
(172.168.1.1 - 172.168.1.100)

DNS1: 10.20.2.50
DNS2: 10.20.2.51
WINS1: 10.20.2.60
WINS2: 10.20.2.61

L2TP Tunnel: l2tp-tun1

用户认证 远程设置 备份 1

securid1

互联网

l2tp-tun1

L2TP 用户

SecurID Auth 服务器设置
Name: securid1
IP: 10.20.2.100

Port: 15000
Backup1: 10.20.2.110

Encryption: DES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Idle Timeout: 60 minutes

Account Types: L2TP

本地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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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ecurid1
IP/Domain Name: 10.20.2.100
Backup1: 10.20.2.110
Timeout: 60
Account Type: L2TP
SecurID: ( 选择 )

Client Retries: 3
Client Timeout: 10 seconds
Authentication Port: 15000
Encryption Type: DES
Use Duress: No

2. IP 池
Objects > IP Pool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Pool Name: l2tp1
Start IP: 172.168.1.1
End IP: 172.168.1.100

3. L2TP 缺省设置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Default Authentication Server: Local
IP Pool Name: l2tp1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DNS Primary Server IP: 10.20.2.50
D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20.2.51
WINS Primary Server IP: 10.20.2.60
WINS Secondary Server IP: 10.20.2.61

4. L2TP 通道

VPNs > L2TP > Tunne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l2tp-tun1
Use Custom Settings: ( 选择 )

Authentication Server: securid1
Query Remote Settings: ( 清除 )
Dialup User: ( 选择 ), Allow Any

CLI

1.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ype securid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rver-name 10.20.2.1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backup1 10.20.2.1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timeout 6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account-type l2tp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retries 3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timeout 1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auth-port 15000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encr 1
set auth-server securid1 securid dures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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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 池
set ippool l2tp1 172.168.1.1 172.168.1.100

3. L2TP 缺省设置
set l2tp default auth server Local
set l2tp default ippool l2tp1
set l2tp default ppp-auth chap
set l2tp dns1 10.20.2.50
set l2tp dns1 10.20.2.51
set l2tp wins1 10.20.2.60
set l2tp wins2 10.20.2.61

4. L2TP 通道
set l2tp l2tp-tun1
set l2tp l2tp-tun1 auth server securid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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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无线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认证

本章介绍使用“可扩展认证协议”(EAP) 以对以太网和无线接口提供认证的可用选
项和示例。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84 页上的“概述”

第 84 页上的“支持的 EAP 类型”

第 84 页上的“启用和禁用 802.1X 认证”

第 86 页上的“配置 802.1X 设置”

第 89 页上的“配置认证服务器选项”

第 91 页上的“查看 802.1X 信息”

第 93 页上的“配置范例”

第 93 页上的“配置安全设备以直接连接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

第 94 页上的“配置安全设备以在客户端与安全设备之间使用集线器”

第 96 页上的“使用无线接口配置认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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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AP 是一个支持多种认证方法的认证框架。EAP 通常直接运行于数据链路层 [ 如
“点对点协议”(PPP) 或 IEEE 802] 之上，而无需第 3 层寻址。

IEEE 802.1X 适用于基于端口的访问控制，IKEv2 将它用作认证的一个选项。对于
在“透明”或“路由”( 启用或不启用“网络地址转换”) 模式下所配置的安全设
备，EAP 在其中生效。“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在具有高可用性的网络中支
持 EAP。另外还提供日志消息和 SNMP 支持。

802.1X 支持适用于所有平台。

EAP 相当于 PPP 的认证部分，它运行在第 2 层。EAP 对请求者或客户端进行认
证，在请求者发送正确的凭证后，认证服务器 ( 通常是 RADIUS 服务器 ) 会定义用
户级权限。当您使用 EAP 时，所有认证信息均通过安全设备 ( 称为 EAP 认证的通
过方法 )。所有用户信息均存储在认证服务器上。

如果使用支持供应商专用属性 (VSA) 的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则您可以使用区
段验证功能，此功能用于验证客户端所属的区段。

支持的 EAP 类型

支持图 11 中介绍的 EAP 类型。

启用和禁用 802.1X 认证

在缺省情况下，禁用 802.X 认证。您可以使用 WebUI 或 CLI 启用对以太网和无线
接口的 802.1X 认证。要启用对以太网接口的 802.1X 认证，请修改接口的配置。
在您创建和配置了 SSID 并将其绑定到无线接口后，针对无线接口的 802.1X 认证
即自动启用。

表 11:  EAP 类型

类型 说明

EAP-TLS ( 传输层
安全 )

常用的 EAP 派生，得到了大多数 RADIUS 服务器的支持。EAP-TLS 使用
证书来认证用户和服务器以及生成动态会话密钥。

EAP-TTLS ( 通道传
输层安全 )

仅需服务器端证书以及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进行认证。Steel-Belted 
RADIUS 支持 TTLS。

EAP-PEAP ( 受保护
的 EAP)

旨在弥补 EAP-TLS 中缺少的功能及降低管理复杂性。它仅需服务器端证书
以及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它支持密钥交换、会话恢复、分片和重组。
Steel-Belted RADIUS 和 Microsoft IAS 支持受保护的 EAP。

EAP-MD5 ( 信息整
理算法 5)

使用质询和响应过程来验证 MD5 散列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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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接口
使用以下步骤之一对 ethernet1 接口启用 802.1X。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单击 Enable。

CLI

要对 ethernet1 接口启用 802.1X，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要对 ethernet1 接口禁用 802.1X，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无线接口
使用以下步骤之一对无线接口启用 802.1X。以下步骤将创建一个名为 hr 的 
SSID，并使用 WPA 作为认证方法，TKIP 作为加密方法。认证服务器是名为 
radius1 的预定义 RADIUS 服务器。然后，将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 0/1。

WebUI

Wireless > SSID > 单击 New。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Name: hr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选择 WPA、TKIP。
Auth Server: 选择 radius1。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选择 wireless0/1。

根据安全设备的不同，您需要通过单击页面顶部的 Activate Changes 按钮或通过选
择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来激活所配置的更改。

要对无线接口禁用 802.1X，请从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列表中选择 none。

CLI

要对无线接口启用 802.1X，您必须创建并配置一个 SSID，然后将其绑定到无线
接口。

set ssid name hr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wpa encryption tkip auth-server radius1
set ssid hr interface wireless0/1

要对无线接口禁用 802.1X，请输入以下命令之一，解除 SSID 到接口的绑定 : 

unset ssid hr interface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器的安全设备，还可以输入以下命令，解除接口到无线电
的绑定 : 

unset interface wireless0/1 wlan

您还可以通过更改不要求使用认证服务器的 SSID 的认证方法来对无线接口禁用 
802.1X。使用 set interface wireless_interface shutdown 命令禁用无线接口还将禁
用 802.1X。
启用和禁用 802.1X 认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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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802.1X 设置

对于以太网接口，您可以有选择地配置 802.1X 设置。对于无线接口，则不能修改
这些设置，而是使用缺省值，如表 12 中所列。

表 12:  802.1X 设置

配置 802.1X 端口控制
您可以对以太网接口如何处理 802.1X 认证尝试进行配置。在缺省情况下，端口状
态为 auto，这允许 802.1X 认证正常进行。您可以使用 force-unauthorized 选项
来配置以太网接口，以使其封锁所有信息流并忽略客户端的所有认证尝试。您也可
以通过对接口禁用 802.1X 来配置接口，以成功认证客户端的所有尝试 ( 也称为强
制授权状态 )。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thernet1 接口的端口控制状态设置为 force-unauthorized，
即指定该接口将封锁所有信息流并忽略客户端认证尝试。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Port Control: 选择 Force-unauthorized。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port-control force-unauthorized

配置 802.1X 控制模式
通过指定以下模式之一，您可以指定是否在连接到接口的设备上执行基于 MAC 地
址的认证 : 

Interface: 不对连接到接口的设备的 MAC 地址进行认证。仅当有一个可信任设
备连接到接口时才能使用此选项。

Virtual: 对连接到接口的设备的 MAC 地址进行认证。来自具有未授权 MAC 地
址的设备的数据包将被丢弃。此模式为接口的缺省模式。无线接口只使用 
virtual 模式。

选项 缺省值 可选值

Port control auto force-unauthorized

Control mode virtual interface

Maximum user 16 ( 以太网 ) ； 128 ( 无线 ) 1-256

Reauthentication period 3600 0 -86400

Retransmission enable disable

Retransmission count 3 1-16

Retransmission period 3 1-120

Silent period 5 0-3600
配置 802.1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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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thernet1 接口的控制模式设置为 interface。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Control Mode: Interface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control-mode interface

设置 大同步用户数
当接口处于虚拟控制模式时，安全设备允许的 大同步用户数可达到所配置的数
目。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接受的同步用户数为 16 ( 对于以太网接口 ) 或 128 ( 对
于无线接口 )。有效值范围是 1 至 256。如果您已将控制模式配置为接口模式，则
无法配置 大同步用户数。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thernet1 接口的 大同步用户数设置为 2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Maximum User: 24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max-user 24

配置重新认证时间段
缺省情况下，在安全设备上启用对 802.1X 请求者 ( 客户端 ) 的重新认证。安全设
备将在 3600 秒 (1 小时 ) 之后尝试重新认证客户端。

对于以太网接口，您可以将重新认证时间段配置为 0 到 86400 秒 (24 小时 ) 之间
的时间。要禁用重新认证时间段，可将时间段设置为 0。对于无线接口，您不能更
改重新认证时间段的缺省值。如果 RADIUS 服务器提供了不同于缺省值的重新认证
时间段，则安全设备可以使用 RADIUS 指定的值。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thernet1 接口的重新认证时间段设置为 7200 秒 (2 小时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Re-Authentication Period: 72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reauth-period 7200

要将重新认证时间段设置为其缺省值，请使用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dot1x reauth-period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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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EAP 重新传输
如果在对客户端发出 EAP 请求时，客户端未响应，您可以启用重新传输。在缺省
情况下，启用重新传输。另外，您还可以配置重新传输的 EAP 请求的 大次数以
及重新传输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达到重新传输的 大次数，则客户端的认证会话
将终止，同时认证失败。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启用对 ethernet1 接口发出的 EAP 请求的重新传输。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选中 802.1X 
Enable 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retry

配置 EAP 重新传输计数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 多可发送三次 EAP 请求。您可以将 EAP 请求的次数配
置为 1 到 16 之间的值。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AP 请求的传输次数设置为 8。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Re-Transmission Count: 8

CLI

要配置已发送数据包的重新传输次数，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retry count 8

配置 EAP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
在缺省情况下，EAP 重新传输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3 秒。可以将时间间隔配置为 1 
到 120 秒之间的值。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AP 重新传输的时间间隔设置为 5。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Re-Transmission Period: 5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retry period 5
配置 802.1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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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无声 ( 安静 ) 时间段
无声 ( 安静 ) 时间段是指安全设备在认证失败后保持无声状态的时间长度。在无声
时间段中，安全设备不发起或响应任何客户端的认证请求。

在缺省情况下，认证失败时，安全设备的无声状态将持续 5 秒，同时，认证重试
计数将重置为零 (0)。

无声时间段可为 0 到 3600 秒 (1 小时 ) 之间的值。如果您将无声时间段指定为零 
(0)，则在重试失败后，802.1X 认证状态将保持为未授权状态。

在以下示例中，您将 ethernet1 接口的无声时间段设置为 30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Apply。

Silent Period: 3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silent-period 30

配置认证服务器选项

如果您已在网络中配置了认证服务器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则您可以将其中一个服务
器指定为某接口的认证服务器。您还可以设置以下认证服务器选项 : 

Account type (802.1X 客户端 )

Zone verification

指定认证服务器
您可以将预定义服务器用作某特定接口的认证服务器。

以太网接口

对于以太网接口，通过修改接口配置来指定认证服务器。在以下示例中，您将现有 
radius1 服务器指定为 ethernet1 接口的认证服务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Ethernet1) > 802.1X: 从 Server Name 列
表中选择认证服务器，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无线接口

对于无线接口，通过修改 SSID 配置来指定认证服务器。在以下示例中，您修改名
为 hr 的 SSID，并将现有 radius1 服务器指定为 wireless0/1 接口的认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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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 SSID > Edit ( 对于 hr SSID): 单击 New。根据安全设备的不同，选
择以下内容之一，然后单击 OK。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EP Encryption: 选择 
Open、WEP Encryption，然后从 Auth Server 列表中选择 radius1。

802.1X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选择 802.1X，然后从 
Auth Server 列表中选择 radius1。

CLI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wpa encryption auto auth-server radius1

要使用 WebUI 配置认证服务器信息，请导航至 Auth Servers 页面 :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输入或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设置帐户类型
在定义认证服务器或对其进行修改时，您可以将认证服务器指定为接受 802.1X 客
户端。

WebUI

要指定认证服务器接受 802.1X 客户端，请使用以下步骤 :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 或 Edit ( 对于现有服务器 )): 输
入所有相关信息；在 Account Type 区域中，选中 802.1X 复选框；单击 
Apply。

CLI

要指定名为 radius1 的现有服务器接受 802.1X 客户端，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_type 802.1x

启用区段验证
如果您的 RADIUS 服务器支持供应商专用属性 (VSA) 增强，则您可以启用区段验证
来验证用户所属的区段以及端口上所配置的区段。仅当端口上配置的区段为用户所
属的区段时，才允许进行验证。

在您的词典文件中，添加属性名 Zone_Verification 作为字符串属性类型。供应商 
ID 为 3224，属性编号为 10。

WebUI

要启用区段验证，请使用以下步骤 :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 或 Edit ( 对于现有服务器 )): 输
入所有相关信息；选择 RADIUS ；选中 Zone Verification 对应的 Enabled 复选
框；单击 Apply。

CLI

要对名为 radius1 的 RADIUS 服务器启用区段验证，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zone-verification
配置认证服务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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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802.1X 信息

您可以在 CLI 中查看有关 802.1X 配置的详细信息。并非所有的 802.1X 信息均可
使用 WebUI 进行查看。

查看 802.1X 全局配置信息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 802.1X 全局配置信息 : 

get dot1x

该命令将显示每个以太网接口和无线接口的以下信息 : 

802.1X 状态 : enabled 或 disabled

模式 : virtual 或 interface

允许超出 大用户数的用户数

需要重新认证之前的秒数

端口控制模式状态

以下是 get dot1x  命令的示例输出 : 

----------------------------------------------------------------------------
Name IEEE802.1x  Mode   User  re-auth   Status
  Ethernet1  Enabled    virtual   1/64   3600s    Auto
  Ethernet2  Disabled    virtual   0/64  3600s     Auto
  Ethernet3  Enabled    interface  --    1200s     F-U
  Ethernet3.1 Enabled    virtual   0/64   3600s    Auto
  Ethernet4  Enabled    virtual   0/16   3600s    Auto
----------------------------------------------------------------------------

查看接口的 802.1X 信息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特定接口的 802.1X 配置和用户信息 : 

g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dot1x

以下为示例输出 : 

IEEE 802.1x enabled
port-control: auto, mode: virtual 
user 1/max 64  auth-server: test-radius
reauth enable   period 1200s
silent enable   period 300s
to-supplicant retry enable   count 3   period 10s
-------------------------------------------------------------------
User 0003e40220b1, session id 1, authorized
Total 1 user shown
  -----------------------------------------------------------------

查看 802.1X 统计信息
使用 WebUI 或 CLI 来获取特定接口的 802.1X 统计信息。
查看 802.1X 信息 9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92
WebUI

Network > 802.1X > Statistic: 从页面顶部的列表中选择接口。

CLI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 ethernet0/2 接口的 802.1X 统计信息 : 

g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ot1x statistics

以下为示例输出 : 

Interface Ethernet0/2:
------------------------------------------------------------------------------
Interface ethernet1 802.1x statistics:
in eapol               0 | out eapol              0 | in start          0
in logoff              0 | in resp/id             0 | in resp           0
out req/id             0 | out req                0 | in invalid 0
in len error           0 | 

Interface ethernet1 802.1x diagnostics:
while connecting:
enters                 0 | eap logoffs            0 | 

while authenticating:
enters                 0 | auth success           0 | auth timeouts     0
auth fail              0 | auth reauth            0 | auth start          0
auth logoff            0 | 

查看 802.1X 会话统计信息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 802.1X 会话统计信息 : 

get dot1x session

以下为示例输出 : 

Alloc 2/max 1024, alloc failed 0
Id 1/ vsys 0, flag 00000000, re-auth 3105s, ethernet1, 0003e40220c2, authorized
Id 2/ vsys 0, flag 00000000, re-auth 430s, ethernet3.1, 0003e40220b1, 
fail-silent
Total 2 session shown

查看 802.1X 会话详细信息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特定 802.1X 会话的详细信息 : 

get dot1x session id session_id

以下为示例输出 : 

Id 1, flag 00000000, vsys id 0(Root)
Interface ethernet1(vsd 0), supp-mac 0003e40220c2, status authorized
Re-auth timeout 3105s, type eap-md5
  As radius_test, zone-verification on
  Retry 0, as retry 0
  ----------------------------------------------------------------------
  statistics: 
in octets 0 | out octets              0 | in frames         0
out frames 0 
  ------------------------------------------------------------------------
查看 802.1X 信息



第 6 章 : 无线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认证
配置范例

本节包括以下三个示例 : 

第 93 页上的“配置安全设备以直接连接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

第 94 页上的“配置安全设备以在客户端与安全设备之间使用集线器”

第 96 页上的“使用无线接口配置认证服务器”

配置安全设备以直接连接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
本网络方案 ( 如图 24 中所示 ) 将两个客户端直接连接到安全设备上，使用的参数
如下 : 

直接连接到 Ethernet1 接口的客户端

直接连接到 Ethernet2 接口的客户端

绑定到 Trust 区段、IP 地址为 10.1.40.3/24 的 Ethernet3 接口

连接到 Ethernet3 接口、名为 radius1 (10.1.1.200) 的 RADIUS 服务器，以对用
户进行 802.1X 认证，其中，使用端口 1812 作为认证端口并使用 mysecret 作
为密码

由于直接连接的两个客户端是连接到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接口的唯一设备，因
此，将控制模式配置为 interface。

图 24:  直接连接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的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

RADIUS 服务器

Ethernet2
Ethernet1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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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control-mode interfa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control-mode interfa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0.1.1.10/24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802.1x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mysecret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1.1.2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配置安全设备以在客户端与安全设备之间使用集线器
以下方案 ( 如图 25 中所示 ) 使用了集线器，其中一些客户端通过该集线器连接到
安全设备，而有一个客户端则直接连接到安全设备。

本方案使用以下参数 : 

连接到 Ethernet2 接口 ( 控制模式为 virtual) 的集线器

直接连接到 Ethernet1 接口 ( 控制模式为 interface) 的客户端

绑定到 Trust 区段、IP 地址为 10.1.40.3/24 的 Ethernet3 接口

连接到 Ethernet3 接口、名为 radius1 (10.1.1.200) 的 RADIUS 服务器，以对用
户进行 802.1X 认证，其中，使用端口 1812 作为认证端口并使用 mysecret 作
为密码

注意 : 安全设备与客户端之间的交换机不支持 802.1X 功能。如果您的安全设备连接了
交换机，则建议您对交换机所连接的接口禁用 802.1X。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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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在客户端与安全设备之间使用了集线器的安全设备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control-mode interfa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control-mode virtual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0.1.1.10/24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802.1x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mysecret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1.1.2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安全设备

RADIUS 服务器

Ethernet2

Ethernet1

Ethernet3

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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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接口配置认证服务器
以下方案 ( 如图 26 中所示 ) 的安全设备具有一个无线接口，为无线客户端提供服
务，另外有一个客户端则直接连接到安全设备，使用的参数如下所示 : 

连接到无线接口的无线客户端

直接连接到 Ethernet1 接口 ( 控制模式为 interface) 的客户端

绑定到 Trust 区段、IP 地址为 10.1.40.3/24 的 Ethernet3 接口

连接到 Ethernet3 接口、名为 radius1 (10.1.1.200) 的 RADIUS 服务器，以对用
户进行 802.1X 认证，其中，使用端口 1812 作为认证端口并使用 mysecret 作
为密码

名为 engineering 的 SSID，使用 WPA 认证，AES 或 TKIP 加密，指定 radius1 
作为认证服务器并绑定到无线接口 1

图 26:  使用无线接口配置认证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control-mode interfa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0.1.1.10/24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802.1x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mysecret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0.1.1.2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dot1x auth-server radius1

set ssid name engineering
set ssid engineering authentication wpa encryption auto auth-server radius1
set ssid engineering interface wireless0/1

Wireless1Wireless1

Ethernet1

Ethernet3

RADIUS 服务器

安全设备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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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10 卷 : 虚拟系统将介绍虚拟系统、专用和共享接口，以及基于 VLAN 和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虚拟系统”讨论虚拟系统与配置文件、对象和管理任务。

第 2 章，“信息流分类”介绍 ScreenOS 如何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第 3 章，“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介绍虚拟系统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第 4 章，“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介绍虚拟系统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vi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文档约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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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文档约定



关于本卷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vii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vi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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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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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虚拟系统

本章讨论虚拟系统、对象和管理任务。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概述”

第 4 页上的“Vsys 对象”

第 4 页上的“创建 Vsys 对象和 Admin”

第 6 页上的“为 Vsys 设置缺省虚拟路由器”

第 6 页上的“将区段绑定到共享虚拟路由器”

第 7 页上的“以 Vsys Admin 身份登录”

第 8 页上的“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第 10 页上的“创建 Vsys 配置文件”

第 11 页上的“通过 Vsys 配置文件分配添加会话限制”

第 12 页上的“设置会话覆盖”

第 12 页上的“覆盖达到警告的会话限制”

第 13 页上的“删除 Vsys 配置文件”

第 13 页上的“查看 Vsys 设置”

第 16 页上的“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第 17 页上的“公平模式封包流”

第 18 页上的“启用 CPU 限制功能”

第 19 页上的“测量 CPU 用量”

第 21 页上的“设置共享到公平模式 CPU 利用率临界值”

第 23 页上的“配置返回共享模式的方法”

第 24 页上的“设置固定 Root Vsys CPU 权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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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页上的“Vsys 和虚拟专用网”

第 25 页上的“查看安全联盟”

第 26 页上的“查看 IKE Cookie”

第 26 页上的“策略时间表”

第 26 页上的“创建策略时间表”

第 27 页上的“将策略时间表绑定到策略”

第 27 页上的“查看策略时间表”

第 28 页上的“删除策略时间表”

概述

可将单个 Juniper Networks 安全系统逻辑划分成多个虚拟系统，以提供多客户式托
管服务。每个虚拟系统 (vsys) 都是一个唯一的安全域，可拥有其自己的管理员 ( 称
作虚拟系统管理员或 vsys admin) 进行管理，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自己的通讯薄、
用户列表、自定义服务、VPN 和策略使自己的安全域个性化。但是，只有根级管
理员才可设置防火墙安全选项、创建虚拟系统管理员以及定义接口和子接口。

Juniper Networks 虚拟系统支持两种信息流分类 : 基于 VLAN 和基于 IP，这两种类
别可独立使用或同时使用。

注意 : 要查看哪些平台支持此功能，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市场文献。

有关 ScreenOS 支持的各种管理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29 页上的“管理的
级别”。
概述



第 1 章 : 虚拟系统
表 1 显示了 vsys 可支持的、用于 Untrust 和 Trust 安全区段的接口 : 

表 1:  Vsys 支持

图 2 显示如何可同时将以上接口类型中的一种、两种或全部三种绑定到安全区
段。也可将每一类型的多个接口绑定到某一区段。

图 2:  使用 Vsys 的接口和区段绑定

Untrust 区段接口类型 Trust 区段接口类型

专用物理接口 专用物理接口

子接口 ( 带有 VLAN 标记，作为一种中继1 入
站和出站信息流的方法 )

1.有关 VLAN 标记和中继概念的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上的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子接口 ( 带有 VLAN 标记 )

与根系统共享的接口 ( 物理接口、子接口、冗
余接口、聚合接口 )

与根系统共享的物理接口 ( 以及基于 IP 的信息
流分类2)

2.有关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的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 “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untrust-vr
( 共享的根级
虚拟路由器 ) DMZ

Mail

用于根和 vsys1
的共享接口

Untrust

vsys2
专用的

vsys2

vsys3 专用的
物理接口

根系统

vsys1

vsys2

vsys3

Finance

Trust Eng

Trust-vsys3

Trust-vsys1

trust-vr 

Trust-vsys2

vsys1-vr

vsys2-vr 

vsys3-vr 
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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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ys 对象

要创建 vsys 对象，根管理员或根级读 / 写 admin 必须完成以下任务 : 

定义虚拟系统

( 可选 ) 定义一个或多个 vsys admin

如果希望 vsys 将虚拟路由器用于 Trust-vsysname 区段、Untrust-Tun-vsysname 
区段和 Global-vsysname 区段，请选定该虚拟路由器

创建 vsys 对象后，作为根级 admin，您需要进行其它配置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您
必须为 vsys 配置子接口或接口，以及可能共享的虚拟路由器和共享安全区。接下
来的配置取决于是否想让此 vsys 支持基于 VLAN 或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或两者的
组合。完成这些配置后，您可以退出虚拟系统，允许 vsys admin ( 如果已定义 ) 登
录并开始配置地址、用户、服务、VPN、路由和策略。

创建 Vsys 对象和 Admin
在此例中，作为根级 admin，您可以创建三个 vsys 对象 : vsys1、vsys2、vsys3。
为 vsys1 创建名为 Alice、密码为 wIEaS1v1 的 vsys admin。为 vsys2 创建名为 
Bob、密码为 pjF56Ms2 的 vsys admin。您没有为 vsys3 定义 vsys admin，而是接
受安全设备自动生成的 admin 定义。对于 vsys3 的情况，安全设备创建 admin 
"vsys_vsys3" 以及密码 "vsys_vsys3"。

对于 vsys1 和 vsys2，使用缺省虚拟路由器。对于 vsys3，选择可共享的根级 
untrust-vr。

通过 WebUI 创建 vsys 之后，您仍然处于在根级。进入新创建的 vsys 需要单独的
步骤 :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想要进入的虚拟系统 )。

所进入的 vsys 的 WebUI 页随即出现，vsys 的名称显示在中央显示区的上方 - 
Vsys: Name。

通过 CLI 创建 vsys 时，您会立即进入刚刚创建的系统。( 要从根级进入某一现有 
vsys，请使用 enter vsys name_str 命令。) 进入 vsys 后，CLI 命令提示符会发生变
化，其中将包括当前正在其中发布命令的系统的名称。

注意 : 根级管理员可以为每个 vsys 定义一个具有读写权限的 vsys admin 和一个具有只
读权限的 vsys admin。

注意 : 只有根级管理员才可创建 vsys admin 配置文件 ( 用户名和密码 )。由于安全设备
使用用户名来确定用户所属的 vsys，因此 vsys admin 不能更改其用户名。但
是，vsys admin 可以 ( 也应当 ) 更改其密码。

Vsys 名称、admin 名称以及密码是区分大小写的。"Vsys abc" 不同于 "vsys 
ABC"。
Vsy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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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Vsys1

Vsys > Configur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vsys1
Vsys Admin Name: Alice
Vsys Admin New Password: wIEaS1v1
Confirm New Password: wIEaS1v1
Virtual Router: 

Create a default virtual router: ( 选择 )

2. Vsys2

Vsys > Configur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vsys2
Vsys Admin Name: Bob
Vsys Admin New Password: pjF56Ms2
Confirm New Password: pjF56Ms2
Virtual Router: 

Create a default virtual router: ( 选择 )

3. Vsys3

Vsys > Configur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vsys3
Virtual Router: 

Select an existing virtual router: ( 选择 ), untrust-vr

CLI

1. Vsys1
device-> set vsys vsys1
device(vsys1)-> set admin name Alice
device(vsys1)-> set admin password wIEaS1v1
device(vsys1)-> save
device(vsys1)-> exit

2. Vsys2
device-> set vsys vsys2
device(vsys2)-> set admin name Bob
device(vsys2)-> set admin password pjF56Ms2
device(vsys2)-> save
device(vsys2)-> exit

3. Vsys3
device-> set vsys vsys3 vrouter share untrust-vr
device(vsys3)-> save

注意 : 发完命令后，必须在发出 exit 命令前先发 save 命令，否则安全设备会丢失所做
的更改。
Vsys 对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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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sys 设置缺省虚拟路由器
当根级 admin 创建 vsys 对象时，vsys 自动使以下虚拟路由器为其所用 : 

所有共享的根级虚拟路由器，如 untrust-vr

vsys 和根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同样，它们还共享 untrust-vr 以及在根级定
义为可共享的其它虚拟路由器。

它自己的虚拟路由器

在缺省情况下，vsys 级的虚拟路由器命名为 vsysname-vr。您也可以自定义其
名称以使该名称更有意义。这是 vsys 专用的虚拟路由器，缺省由该路由器来
维护 Trust-vsysname 区段的路由表。所有 vsys 级的虚拟路由器皆不可共享。

您可以选择任一共享虚拟路由器或 vsys 级的虚拟路由器作为 vsys 的缺省虚拟路由
器。要更改缺省虚拟路由器，进入 vsys，然后使用以下 CLI 命令 : set vrouter 
name default-vrouter。

作为根级管理员，如果您想要所有 vsys 区段都在 untrust-vr 路由域中 ( 例如，如果
所有绑定到 Trust -vsysname 区段的接口都在“路由”模式下 )，则可以通过将 vsys 
级安全区段绑定从 vsysname-vr 改为 untrust-vr 的方式来免除 vsysname-vr。有关
虚拟路由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13 页上的“路由”。

将区段绑定到共享虚拟路由器
每个虚拟系统 (vsys) 都是一个唯一的安全域，可与根系统共享安全区段，并具有自
己的安全区段。当根级 admin 创建 vsys 对象时，将自动继承或创建以下区段 : 

所有共享区段 ( 从根系统继承而来 )

共享的 Null 区段 ( 从根系统继承而来 )

Trust-vsys_name 区段

Untrust-Tun-vsys_name 区段

Global-vsys_name 区段

注意 : 此 ScreenOS 的发行版本支持虚拟系统内用户定义的虚拟路由器。

注意 : 有关这些区段类型中每个类型的信息，请参阅第 2-23 页上的“区段”。
Vsy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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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vsys 还可以支持额外的用户定义的安全区段。可将这些区段绑定到在根级定
义为共享的任何虚拟路由器，或绑定到专用于该 vsys 的虚拟路由器。要为名为 
vsys1 的 vsys 创建安全区段，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WebUI

Vsys > Enter ( 对于 vsys1)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 键入区段名称 )
Virtual Router Name: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虚拟路由器 )
Zone Type: Layer 3

CLI

device-> enter vsys vsys1
device(vsys1)-> set zone name name_str
device(vsys1)-> set zone vrouter vrouter
device(vsys1)-> save

vsys 或根系统可以包含的 大安全区段数目仅受限于设备级的安全区段数目。如
果根 admin 或根级读 / 写 admin 将所有可用安全区段分配给特定的 vsys，则单个 
vsys 有可能消耗掉所有可用安全区段。相反，如果所有虚拟系统共享根级安全区
段，并不利用任何用户定义的 vsys 级区段，则所有安全区段可以供根级使用。

以 Vsys Admin 身份登录

与根级管理员不同，Vsys admin 直接进入其 vsys，而根级管理员从根级进入其 
vsys。当 vsys admin 退出 vsys 时，连接被立即切断；但是，当根级管理员退出 
vsys 时，他们将退出到根系统。

以下范例演示了如何以 vsys admin 身份登录到 vsys、如何更改密码以及注销。

在此范例中，您 ( 作为 vsys admin) 通过输入分配的登录名 jsmith 和密码 
Pd50iH10 登录到 vsys1 中。将密码更改为 I6Dls13guh，然后注销。

注意 : 在设备级上用户可定义 ( 或“定制”) 的安全区段总数是根级定制区段数 ( 由一个
或多个区段许可密钥定义 ) 与 vsys 许可密钥允许的定制区段数的总和。

注意 : Vsys admin 不可以更改其登录名 ( 用户名 )，因为安全设备将使用这些名称 ( 在所
有 vsys admin 中，这些名称必须唯一 ) 将登录连接路由到相应的 vsys。
以 Vsys Admin 身份登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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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登录

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为 vsys1 输入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

当出现 Network Password 对话框时，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User Name: jsmith
Password: Pd50iH10

2. 更改密码

Configuration > Admin > Administrator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Admin Old Password: Pd50iH10
Vsys Admin New Password: I6Dls13guh
Confirm New Password: I6Dls13guh

3. 注销

单击菜单栏底部的 Logout。

CLI

1. 登录

在“安全命令外壳”(SCS)、Telnet 或“超级终端”会话的命令行提示中，输入 
vsys1 的 Untrust 区段接口 IP 地址。

使用以下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 

User Name: jsmith

Password: Pd50iH10

2. 更改密码
set admin password I6Dls13guh
save

3. 注销
exit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根级用户 ( 安全设备管理员 ) 可以每个 vsys 为基础启用或禁用会话和资源限制。如
果为特定 vsys 配置会话限制，且此 vsys 达到或超过其会话限制，则安全设备将实
施会话限制并开始丢弃该 vsys 的封包。如果超额，即其中 vsys 会话的总数大于系
统会话的整体数量，则可为特定的 vsys 保留指定数量的会话。安全设备将跟踪因
会话限制而丢弃的封包。

注意 : 若要使用虚拟系统，必须安装 vsys 密钥，然后启用该功能。在缺省情况下，禁用
此功能。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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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OS 提供两种方式来为 vsys 配置资源限制 : 

配置文件分配

命令覆盖

可为其定义 大限制和保留限制的每个 vsys 资源均包括以下项 : 

动态 IP 地址 (DIP)

映射 IP 地址 (MIP)

用户定义服务和组

策略和组播策略

会话数

区段通讯簿条目和组，其以区段和 vsys 限制为依据

用户定义的安全区段

Vsys 配置文件也可含有 CPU 权重，这使您可为特定的 vsys 分配一定比例的 CPU 
处理时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 页上的“配置 CPU 权重”。

Vsys 会话计数器
当安全设备为特定 vsys 创建新会话时，用于该 vsys 的会话计数器将逐渐增加。会
话结束时，计数器将逐渐减小。

安全设备将对 vsys 随时进行的所有会话 ( 活动和非活动的 ) 进行计数。

Vsys 会话信息
安全设备将以每个 vsys 为基础记录会话统计信息。安全设备管理员 ( 根 admin) 可
查看为所有 vsys 收集到的全部统计信息和会话信息。vsys 管理员仅可查看属于该
管理员的 vsys 域的会话和统计信息。

高可用性对的行为
当使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配置的两个设备处于主动 - 主动模式，并同
时创建两个会话时，结果可能意味着 vsys 可能具有一个超出配置限制的会话。

有关 NSRP 和主动 - 主动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可用性。

注意 : ScreenOS 对共享区段 ( 含有来自所有虚拟系统的地址和地址组的区段 ) 实施区段
通讯簿和区段地址组限制。从 vsys 查看共享区段的地址和地址组时，仅会列出在
该 vsys 中配置的那些地址和地址组。共享区段中用于地址和地址组的资源将对其
中创建此共享区段的根系统计费。

无法在共享区段中保留地址或地址组。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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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sys 配置文件
vsys 配置文件是一种容器。它包含 大限制以及在超载情况下希望 ScreenOS 在特
定 vsys 或一组虚拟系统上执行的特定限制和仅针对会话的警告临界值。可为符合 
vsys 客户端需要的服务设计分层限制。例如，可设置不同服务类别，如，gold、
silver 和 bronze，并给每项服务分配一个不同的资源 大值。

存在两种缺省的配置文件 : 

VsysDefaultProfile

在缺省情况下，创建新 vsys 时，使用 VsysDefaultProfile。按照定义，
VsysDefaultProfile 允许对所有资源进行访问，但不对其进行保证。然后可将不
同的 vsys 配置文件重新分配给新 vsys 以控制资源访问。不能编辑此 vsys 配置
文件。

RootProfile

在缺省情况下，root vsys 使用 RootProfile。可在 RootProfile 中配置限制以保
留一定的静态资源供根虚拟系统专用。

除缺省配置文件外还可创建 18 个 vsys 配置文件。创建配置文件后，可为 vsys 配
置文件分配一个或多个 vsys。

设置资源限制
任何 vsys 资源的全局 大值均取决于安全设备。如果未明确设置 大限制和保留
限制，则使用设备的缺省值。要查看 vsys 限制值，请在创建 vsys 之后使用 get 
vsys vsys_name 命令。

为资源设置 大限制和保留限制时，请牢记以下内容 : 

不能将 大值设为高于设备相关的全局 大值。使用 get vsys-profile global 
命令查看全局 大值。

对于除会话外的所有资源，不能将此 大值设为低于当前在用资源的值 ( 实际
使用值 )。使用 get vsys-profile global 命令查看实际使用的值。

对于会话，可将会话的 大值设为低于会话所用数。如果这样做，则不会丢弃
当前会话。当会话实际使用值降至 大值以下时，将强制使用 大值，但同
时，不会创建新会话。如果使用 get vsys session-limit 命令，则可用会话数将
显示为负数。

不能将保留值设为高于配置的 大值。

总分配用量，是所有虚拟系统的保留值或实际使用值 (无论哪个更高) 之和，不
能超过全局 大值。

下表针对三个虚拟系统 (vs1、vs2 和 vs3)，列举了如何为 MIP 计算分配用量 : 

vs1 vs2 vs3 Global

保留值 ( 配置的值 ) 20 2 40

实际使用 40 15 37

分配的用量 40 15 40 95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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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vs3 的实际使用值低于配置的保留值，在计算分配用量时还将使用保留值。全
局 大值为 95。

以下范例中，使用以下设置创建新 vsys 配置文件 : 

Name: gold

CPU 权重 : 30 ( 缺省 =50)

DIPs: 大 : 25，保留 : 5

MIPs: 大 : 25

Mpolicies: 大 : 5

Policies: 大 : 50

Sessions: 大 : 1200

WebUI

Vsys > Profile: 选择 New，输入名称和所需设置，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sys-profile name gold cpu-weight 30
set vsys-profile gold dips max 25 reserve 5
set vsys-profile gold mips max 25
set vsys-profile gold mpolicies max 5
set vsys-profile gold policies max 50
set vsys-profile gold sessions max 1200
save

通过 Vsys 配置文件分配添加会话限制
可在 WebUI 或 CLI 中为 vsys 配置文件分配会话限制。要设置会话限制，需要配置
一个或多个以下参数 : 

session max

会话 大值是介于 100 和整个安全系统 大会话数之间的数字。缺省值为整个
安全系统的 大会话数 ( 如果无强制的会话限制 )。

reserve

如果超额，保留数便是为特定 vsys 保留或保证的会话数。保留值是介于零 (0) 
和为特定 vsys 分配的 大会话数之间的数。

alarm 

警告临界值是触发警告的 大限制百分比。对于已配置 vsys，缺省值为会话限
制的 100%。

以下范例中，在名为 gold 的 vsys 配置文件中配置会话限制。所需限制如下 : 

Session max: 2500

Reserve: 2000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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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90 ( 表示在会话数达到 90% 时将触发警告 )

分配给此配置文件的 vsys 一次 多可容纳 2500 个会话。当整体安全设备开始超
额时，仅对分配的 vsys 保证 2000 个会话。任何时候，只要分配的 vsys 占用会话

大值的 90%，则会触发警告。

WebUI

Vsys > Profile > Edit

CLI

set vsys-profile gold session max 2500 reserve 2000 alarm 90

要将新创建的 vsys 配置文件分配给名为 vsys1 的 vsys，可使用 WebUI 或 CLI。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dit

CLI

set vsys vsys1 vsys-profile name gold

设置会话覆盖
对于每个 vsys，均可为会话限制设置覆盖，或保留在现有 vsys 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值；也可覆盖警告临界值。要进行此操作，首先进入 vsys，然后设置覆盖。在缺
省情况下，虚拟系统中不存在覆盖。

在以下范例中，设置覆盖以使会话 大值为 3500，而不是 2500。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dit (vsys)

CLI

enter vsys vsys1
(vsys1) set override session-limit max 3500
(vsys1) save

覆盖达到警告的会话限制

可配置达到 (SLR) 警告的会话限制。达到或超过 SLR 级时将触发警告。如果 vsys 
的会话数连续 10 秒降至警告触发级以下，安全设备将移除警告。安全设备记录警
告消息。

可为 vsys SLR 警告配置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陷阱。有关 SNMP 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以下范例中，配置一个警告以便在 vsys 会话数是会话限制的 80% 时触发。初始的 
"gold" 配置文件指示，将在达到会话限制的 90% 时触发警告。

注意 : ScreenOS 将会话覆盖与 vsys 而不是与 vsys 配置文件关联。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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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Vsys > Configure > Edit (vsys)

CLI

enter vsys vsys1
(vsys1) set override session-limit alarm 80
(vsys1) save

删除 Vsys 配置文件
可在 WebUI 或 CLI 中删除 vsys 配置文件。删除 vsys 配置文件之前，确保配置文件
未被任何 vsys 使用。ScreenOS 不允许删除使用中的配置文件。

如果收到提示您要删除的配置文件正在使用的消息，则将此 vsys 的 vsys 配置文件
改为使用另一配置文件，然后尝试再次删除此配置文件。

在以下范例中，将删除 vsys 配置文件 gold。

WebUI

Vsys > Profile: 在要删除的 vsys 配置文件右侧，单击 Remove。

CLI

unset vsys-profile gold

查看 Vsys 设置
安全设备管理员可查看所有虚拟系统的会话统计信息。不过，在 vsys 环境中，仅
可查看该特定 vsys 的统计信息。

查看覆盖

要在 CLI 中查看为特定 vsys 配置的覆盖，可输入 get vsys vsys_name 命令或 get vsys 
override 命令。也可进入 vsys 环境，然后输入 get override session-limit 命令。

以下是 get vsys vsys2 的输出范例 : 

device-> get vsys vsys2

Total number of vsys: 2

Name            Id Profile  Interface           IP Address         Vlan vsd
vsys2            2 VsysDef~ N/A                 N/A                N/A
Vsys-limit        Maximum   Reserved  Actual-use
dips                  254         0            0
mips                  384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512         0            0
sessions           250064         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512         0            0
user-zones            215         0            1
zone-addr-grps        512         0            0(Untrust)
zone-addrs          20000         4            4(Untrust)
cpu-weight             50         -            0
(* - The marked setting has been overridden.)

还可在 WebUI 中查看覆盖。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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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范例中，当在 vsys 环境中时，查看名为 branch1 的 vsys 的保留值。

WebUI

Vsys > Profile > Edit

CLI

enter vsys branch1
(branch1) get override session-limit
(branch1) exit

查看配置文件

以根管理员身份，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查看每个 vsys 配置文件。从 WebUI 中无法
查看所有配置文件或当前用量汇总。可从 CLI 中以根管理员身份查看所有 vsys 配
置文件和包括实际使用统计信息的全局用量汇总。以 vsys 管理员身份，使用 CLI 
可进入 vsys 并查看用于此 vsys 的 vsys 配置文件。

WebUI

Vsys > Profile: 选择要查看的配置文件。

CLI 1

device-> get vsys-profile red

vsys-profile-name  ref-cnt  vsys-limit       maximum   reserved   peak-use
----------------------------------------------------------------------------
 red                     0   dips                 254       0       0
                             mips                 384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512       0       0
                             sessions            3000     10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512       0       0
                             user-zones           215       0       0
                             zone-addr-grps       512       0       0
                             zone-addrs         20000       4       0
                             cpu-weight = 44, 29% of total cpu-weight 150
                             session alarm level = 100%
----------------------------------------------------------------------------

CLI 2

device-> get vsys-profile

* indicates default vsys profile.
 vsys-profile-name  ref-cnt  vsys-limit       maximum   reserved   peak-use
-----------------------------------------------------------------------------
*VsysDefaultProfile      2   dips                 254       0       0
                             mips                 384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512       0       0
                             sessions          250064       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512       0       0
                             user-zones           215       0       1(vsys2)
                             zone-addr-grps       512       0       0
                             zone-addrs         20000       4  4(vsys2/Unt~)
                             cpu-weight = 50, 33% of total cpu-weight 150
                             session alarm level = 100%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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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Profile             1   dips                 254       0       0
                             mips                6144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20000       0       0
                             sessions          250064       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2048       0       0
                             user-zones           215       0       0
                             zone-addr-grps       512       0       2(Root/Tru~)
                             zone-addrs         20000       0       7(Root/Tru~)
                             cpu-weight = 50, 33% of total cpu-weight 150
                             session alarm level = 100%
----------------------------------------------------------------------------
 red                     0   dips                 254       0       0
                             mips                 384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512       0       0
                             sessions            3000     10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512       0       0
                             user-zones           215       0       0
                             zone-addr-grps       512       0       0
                             zone-addrs         20000       4       0
                             cpu-weight = 44, 29% of total cpu-weight 150
                             session alarm level = 100%
----------------------------------------------------------------------------
global usage summary:        global-limit     maximum   allocated  actual
                                                           use      use
----------------------------------------------------------------------------
                             dips               65535       0       0
                             mips                6145       0       0
                             mpolicies            200       0       0
                             policies           20000       0       0
                             sessions          250064       0       0
                             user-serv-grps       128       0       0
                             user-servs          2048       0       0
                             user-zones           215       1       1
                             zone-addr-grps       512       2       2
                             zone-addrs         20000      95      75

                             total cpu-weight = 150

查看会话统计信息

要查看会话统计信息，请进入 vsys 环境，然后输入 get session 命令。

WebUI

不可用。

CLI

(vsys1)-> get session
vsys1: sw alloc 0/max 3500, alloc failed 0, mcast alloc 0
Total 0 sessions shown
(vsys1)->

注意 : 峰使用值是使用 vsys 配置文件的所有虚拟系统中的 高值。
虚拟系统配置文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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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在缺省情况下，单个安全系统中的虚拟系统共享相同的 CPU 资源。一个虚拟系统 
(vsys) 可在影响其它虚拟系统的情况下超额消耗 CPU 资源。

例如，如果一个容有 20 个虚拟系统的安全系统中的一个虚拟系统遭受了可耗尽所
有 CPU 资源的 DOS 攻击，则该 CPU 将无法处理其它任意 19 个虚拟系统的信息
流。从实质上而言，所有 20 个虚拟系统均将遭受 DOS 攻击。CPU 过度利用保
护，也称为 CPU 限制功能，旨在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通过过度利用保护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公平使用”或公平模式，这与“共享使
用”或共享模式相反。为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处理资源，可分配流 CPU 利用率临界
值以触发向公平模式的转换，并可选择一种方法转换回共享模式。在缺省情况下，
安全设备运行于共享模式中。

为强制公平使用，给配置的每个 vsys 分配 CPU 权重。ScreenOS 会根据这些权重
在安全设备所有虚拟系统权重中所占比例来分配与这些权重成比例的时间配额。
ScreenOS 然后通过一秒的时间间隔执行此时间配额。这意味着，只要 vsys 未超过
其时间配额达到一秒，防火墙就不会负载过重，该 vsys 的封包应不会丢弃。

作为系统管理员，相对于其它虚拟系统的 CPU 权重设置其 CPU 权重，从而确定公
平模式中通过给定 vsys 的信息流。

必须在安全系统处于公平模式时标识任何预料到的激增情况，然后为每个 vsys 相
应地选择 CPU 权重，以便激增信息流能够通过安全系统。建议在部署前验证使用
所选权重不会出现不利的封包丢弃情况。

通过此功能，也可确保该 Root vsys 的固定 CPU 权重。

配置 CPU 权重
CPU 权重是用于计算每个 vsys 的 CPU 时间配额的无量纲的量。计算此时间配额
时，将 vsys 的 CPU 权重与安全设备中所有其它虚拟系统的 CPU 权重结合使用。

例如，对于具有以下 CPU 权重的虚拟系统 : 

vsys1: 10

vsys2: 20

vsys3: 30

vsys4: 40

注意 : CPU 过度利用保护功能不受 vsys 配置文件所施加的会话限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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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权重之和是 100。时间配额由 CPU 权重占 CPU 权重之和的比例乘以 CPU 资
源计算得出，并以超过一秒间隔 vsys 可使用的可用 CPU 资源百分比表示。虚拟系
统的时间配额如下 : 

10/100: 10% 

20/100: 20%

30/100: 30%

40/100: 40%

创建 vsys 时，除非指定另一 vsys 配置文件，否则将自动应用缺省的 vsys 配置文件 
(VsysDefaultProfile)。缺省的 vsys 配置文件所配置的 CPU 权重为 50。可为 vsys 配
置文件更改 CPU 权重，这适用于使用该 vsys 配置文件的虚拟系统，或可进入 vsys 
并使用 set override cpu-weight 命令覆盖 vsys 的 CPU 权重。

在以下范例中，将 corp-profile vsys 配置文件的 CPU 权重更改为 40。

WebUI

Vsys > CPU Limit: 对于 corp-profile vsys 配置文件，单击 Edit，在 CPU Weight 
字段中键入 40，然后单击 OK。

CLI

set vsys-profile corp-profile cpu-weight 40

公平模式封包流
如果启用过度利用保护并且安全设备负载变得过重，ScreenOS 会将此设备转换为
公平模式。

处于公平模式时，ScreenOS 将按如下方式处理封包 : 

1. 系统为封包分配资源并为其添加时戳。

2. 流 CPU 处理封包。

3. 系统确定将封包计费的虚拟系统，并确定虚拟系统的时间配额平衡。如果 vsys 
超出其时间配额，则系统将丢弃封包。要了解 ScreenOS 如何确定所要计费的 
vsys，请参阅表 2。

4. 系统处理封包后，将通过当前时间和步骤 1 中的时戳计算该封包的 CPU 处理
时间，然后根据 vsys 的剩余时间配额对总量进行计费。

虚拟系统的时间配额用尽时，系统将丢弃该 vsys 的所有后续封包。

注意 : CPU 权重不是静态资源。ScreenOS 将在删除或添加 vsys 时重新计算 CPU 权重。
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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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确定计费的 Vsys

系统每隔 125 毫秒刷新时间配额。

从公平模式返回共享模式
根据根管理员配置安全设备的方式，ScreenOS: 

在管理员明确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共享模式之前，将保持公平模式。

将在超出指定的时间限制后返回共享模式。

将在设计的流 CPU 利用率降至配置的临界值以下后自动返回共享模式。

启用 CPU 限制功能
在 CLI 中可以使用许多 CPU 限制功能命令之前，必须首先为该功能初始化并分配
资源。使用 CLI 配置 CPU 限制参数之后，必须启用此功能。

WebUI

Vsys > CPU Limit: 选中 CPU Limit Enable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CLI

要为 CPU 限制功能初始化并分配资源，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cpu-limit

配置 CPU 限制参数之后，输入以下命令启用此功能 : 

set cpu-limit enable

源 Vsys 目标 Vsys 计费的 Vsys

根 根 根

根 目标 vsys 目标 vsys

源 vsys 根 源 vsys

源 vsys 目标 vsys 源 vsys

注意 : 仅在公平模式中进行此封包丢弃 ( 强制 )。

注意 : CPU 过度利用保护由流 CPU 在无硬件支持的情况下单独执行。此功能提供了一
种处理未超过其时间配额的虚拟系统封包的 佳方式。但是，并未保证每个虚拟
系统均不能使用超过其已分配的时间配额，因为这将花费时间确定对封包计费的
相应的 vsys。

对于超过其时间配额的 vsys，丢弃封包所需的时间也将计费到该 vsys 上。如果 
vsys 正接收很大的信息流并始终超过其时间配额，则没有封包可以通过用于该 
vsys 的系统。
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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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此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cpu-limit enable

要禁用此功能并取消分配资源，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cpu-limit

测量 CPU 用量
每个安全设备均可测量已通过的 CPU 循环量。使用安全设备中每个 vsys 的 CPU 
权重，可为每个 vsys 分配资源配额。

要确定安全系统的当前 CPU 用量，请以根管理员身份登录，然后使用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或 get vsys cpu-limit 命令。这些命令将根据分配给每个 
vsys 的 CPU 时间配额百分比返回各 vsys 的 CPU 用量百分比的细分情况。

安全设备在启用公平模式时的以下输出中，共展示了六个配置的虚拟系统 ( 五个虚
拟系统加上根虚拟系统 ): 

CPU Quota %
Vsys Name     Wgt  Cfg %   1 min  5 min  15 min
Root           50   16.6      0      0       0
corp  50   16.6 99 99 99 
v1             50   16.6      8     18      10
v2             50   16.6      8     18      10
v3             50   16.6      7   17       9
v4             50   16.6      7     17      13

此输出列出了以下详细信息 : 

Vsys Name

Wgt - 用于该 vsys 的已配置 CPU 权重

Cfg % - 用于该 vsys 的已配置 CPU 资源百分比

1 min - 此 vsys 在 后 1 分钟中所使用的 CPU 配额百分比

5 min - 此 vsys 在 后 5 分钟中所使用的 CPU 配额百分比

15 min - 此 vsys 在 后 15 分钟中所使用的 CPU 配额百分比

在前一范例中的已配置虚拟系统中，vsys corp 在 后 1 分钟、 后 5 分钟、 后 
15 分钟中几乎使用了其全部 CPU 时间配额。除 Root vsys 外 ( 其没有使用 CPU 资
源 )，其它虚拟系统在 后 1 分钟使用了其 CPU 时间配额的 7% 到 8%，在 后 5 
分钟使用了其 CPU 时间配额的 17% 到 18%。

要查看 vsys 的详细封包数据，请使用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detail vsys all 
vsys_name 命令。此命令返回指定 vsys 在 后 60 秒和 后 60 分钟的统计信息。

注意 : 在可以使用这些命令之前，必须使用 set cpu-limit enable 命令启用 CPU 限制功
能。有关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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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输出显示了以下信息 : 

成功通过的封包数

丢弃的封包数

CPU 配额百分比

device->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detail vsys corp 
vsys corp: 
Last 60 seconds (paks passed,paks dropped by cpu limit/cpu quota %):
59:   916, 10550/78  58:  1206, 13796/99  57:  1252, 13751/99  
56:  1255, 13747/99  55:  1302, 13700/99  54:  1308, 13694/99  
53:  1337, 13666/99  52:  1232, 13770/99  51:  1222, 13780/99  
50:  1263, 13740/99  49:  1322, 13680/99  48:  1311, 13691/99  
47:  1334, 13668/99  46:  1317, 13686/99  45:  1319, 13683/99  
44:  1322, 13680/99  43:  1333, 13670/99  42:  1323, 13679/99  
41:  1337, 13665/99  40:  1333, 13670/99  39:  1331, 13671/99  
38:  1325, 13678/99  37:  1318, 13685/99  36:  1319, 13683/99  
35:  1318, 13685/99  34:  1333, 13668/99  33:  1355, 13647/99  
32:  1346, 13656/99  31:  1360, 13642/99  30:  1360, 13643/99  
29:  1351, 13651/99  28:  1346, 13656/99  27:  1357, 13646/99  
26:  1339, 13663/99  25:  1337, 13665/99  24:  1356, 13646/99  
23:  1329, 13674/99  22:  7190,  6961/99  21: 13164,     0/ -  
20: 13219,     0/ -  19: 13765,     0/ -  18: 15136,     0/ -  
17:  7730,     0/ -  16:   200,     0/ -  15:   200,     0/ -  
14:   200,     0/ -  13:   200,     0/ -  12:   200,     0/ -  
11:   200,     0/ -  10:   200,     0/ -   9:   200,     0/ -  
 8:   200,     0/ -   7:   200,     0/ -   6:   200,     0/ -  
 5:   200,     0/ -   4:   200,     0/ -   3:   200,     0/ 7  
 2:   648,  5566/47   1:  1317, 13685/99   0:  1333, 13670/99  

Last 60 minutes (paks passed,paks dropped by cpu limit):
59:    77968,  471526 58:    85666,  537590 57:    33921,  523433 
56:    21110,  564548 55:    80572,  748114 54:    91814,  538566 
53:    83932,  544342 52:    72268,  624337 51:     1339,  708070 
50:    87790,  970630 49:    96317, 1084226 48:    68805,  267087 
47:        0,       0 46:        0,       0 45:        0,       0 
44:        0,       0 43:        0,       0 42:        0,       0 
41:        1,       0 40:        0,       0 39:        0,       0 
38:        0,       0 37:        0,       0 36:        0,       0 
35:        0,       0 34:        0,       0 33:        0,       0 
32:        0,       0 31:        0,       0 30:        0,       0 
29:        0,       0 28:        0,       0 27:        0,       0 
26:        0,       0 25:        0,       0 24:        0,       0 
23:        0,       0 22:        0,       0 21:        1,       0 
20:        0,       0 19:        0,       0 18:        0,       0 
17:        0,       0 16:        0,       0 15:        0,       0 
14:        0,       0 13:        0,       0 12:        0,       0 
11:        0,       0 10:    90714,  679865  9:    86549, 1478569 
 8:    88999, 1429512  7:   238258,  566208  6:   316219,  479793 
 5:   477711,       0  4:   376981,       0  3:   439035,       0 
 2:   395397,  735399  1:    87908,  743423  0:        0,       0 

此输出显示在 后 60 秒中，corp vsys 从 0 秒到 2 秒以及从 22 秒到 59 秒超过了
其分配的 CPU 配额，平均封包丢弃率约为每秒超过 10,000 个封包。

例如，在 1 秒时，因为 corp vsys 超出其分配的 CPU 配额，通过 1317 个封包，但
丢弃 13685 个封包。从 3 秒到 16 秒，corp vsys 每秒通过 200 个封包，且安全设
备返回共享模式 (ScreenOS 处于共享模式时将在 % CPU 配额列中输出 "-")。在 22 
秒时，系统重新进入公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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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管理员，查看 CPU 利用率统计信息时可选择多种详细信息级别。请参阅
表 3。

表 3:  CPU 利用率保护的 Get 命令选项

设置共享到公平模式 CPU 利用率临界值
可通过以下步骤设置安全系统使其从共享模式 ( 缺省情况下 ) 转换为公平模式，从
而保护其它虚拟系统的 CPU 资源可用性。在对设置满意并已验证其有效性之前，
可能必须重复此过程中的某些部分。

可在 WebUI 或 CLI 中设置 CPU 利用率临界值。WebUI 范例是命令选择的汇总。
CLI 范例中的步骤是完整的。

WebUI

Vsys > CPU Limit: 选中 CPU Limit Enable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Fair to Shared: Select how or if you want the security device to return to shared 
mode.If you select automatic, enter a threshold.If you select Fair Time, 
which is an explicit number of seconds for the device to use Fair Mode, 
enter the desired number of seconds. ( 公平到共享 : 选择如何或是否要将
安全设备返回共享模式。如果选择自动，则输入临界值。如果选择“公
平”时间，其为设备使用“公平模式”的明确秒数，请输入所需的秒数。)

Shared to Fair: Enter a threshold and enter a hold down time (optional). ( 共享
到公平 : 输入临界值并输入抑制时间 ( 可选 )。)

CLI

1. 检验设备未在处理信息流。

2. 要初始化 CPU 限制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cpu-limit

命令 用途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返回所有虚拟系统的 CPU 权重、相应的 CPU 时间配额百分比
和 CPU 配额百分比。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detail vsys vsys_name

返回在 后 60 秒和 后 60 分钟为指定 vsys 收集的详细统计
信息。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返回 后 60 秒的流 CPU 利用率或设计的流 CPU 利用率 : 

防火墙处于共享模式时，所显示的数字为流 CPU 利用率。

防火墙处于公平模式时，所显示的数字为设计的流 CPU 利
用率。

用于确定共享到公平、公平和公平到共享的自动临界值。

数字右侧的星号表示设备此时处于公平模式。

使用此命令显示的利用率比使用 get performance cpu 命令所
显示的输出低 8 到 12%，因为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命令不
包括某些开销值。

get vsys cpu-limit 显示与 get performance cpu-limit 命令相同的输出。

注意 : 流 CPU 利用率 ( 如 CPU 限制功能所配置的 ) 的计算与来自 get performance cpu 
命令的输出不同。要设置共享到公平临界值，请使用以下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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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ared-to-fair-threshold 设置将指示安全设备从共享到公平模式转换的临
界值。

也可选择设置抑制时间，其为 CPU 用量超出指定的共享到公平临界值 ( 在该
值时，安全模式将进入公平模式 ) 的 小时间量。

要设置 shared-to-fair-threshold 和 hold-down time ( 可选 )，请输入临界值 
( 从 1 到 100 的数 ) 和抑制时间 [ 从 0 到 1800 秒 (30 分钟 ) 的值 ]: 

set cpu-limit shared-to-fair threshold threshold [hold-down-time number]

4. 要启用 CPU 限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cpu-limit enable

5. 要验证当前模式和其它 CPU 限制参数，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cpu-limit 

device-> get cpu-limit 
Current mode: shared
Shared->fair: threshold 80%, hold down time 1 
Fair->shared: automatic, threshold 70% 
CPU limit: enabled 

6. 在应保持设备处于共享模式的级别发送信息流。

7. 要验证安全系统是否处于共享模式，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输出范例 : 

device->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Last 60 seconds: 
59:  14   58:  14   57:  14   56:  14   55:  14   54:  14 
53:  14   52:  15   51:  14   50:  14   49:  14   48:  15   
47:  14   46:  15   45:  14   44:  15   43:  14   42:  15   
.... [output continues] 

如果在信息流开始后的输出中出现星号，则防火墙处于公平模式，且共享到公
平临界值太低。执行下列步骤 : 

a. 停止信息流。

b. 使用 set cpu-limit shared-to-fair threshold flow_threshold 命令提高共享
到公平的临界值。

c. 要强制安全系统返回共享模式，则输入 : 

exec cpu-limit mode shared

d. 必要时重启信息流并重复步骤 7。

8. 将信息流增至应强制设备转换成公平模式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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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验证转换为公平模式的安全系统，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device->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Last 60 seconds: 
59:  96*  58:  94*  57:  96*  56:  96*  55:  96*  54:  82* 
53:  20   52:  14   51:  15   50:  14   49:  15   48:  14   
47:  14   46:  14   45:  14   44:  14   43:  14   42:  14   
41:  15   40:  14   39:  15   38:  15   37:  15   36:  14   
35:  15   34:  14   33:  14   32:  14   31:  15   30:  14   
29:  14   28:  14   27:  15   26:  15   25:  15   24:  15   
23:  91*  22:  96*  21:  97*  20:  96*  19:  97*  18:  96*  
17:  97*  16:  96*  15:  98*  14:  96*  13:  98*  12:  96*  
11:  98*  10:  96*   9:  97*   8:  96*   7:  97*   6:  96*  
 5:  97*   4:  96*   3:  97*   2:  96*   1:  97*   0:  96*  
(* - In fair mode; projected cpu utilization displayed.) 

如果在增加信息流后系统未处于公平模式，则共享到公平临界值设置过高。请
执行以下步骤 : 

a. 停止信息流。

b. 输入 set cpu-limit shared-to-fair threshold flow_threshold 命令降低共享
到公平的临界值。

c. 重启信息流并重复步骤 9 直至临界值正确。

配置返回共享模式的方法
在设置共享到公平 CPU 利用率临界值后，可配置设备自动转换为共享模式、在某
个明确时段后转换为共享模式或仍处于公平模式。

要配置自动转换为共享模式，安全设备将使用您配置的临界值。临界值是设计
的流 CPU 利用率值，低于该值时，安全设备将从公平模式转换为共享模式。
也可配置抑制时间，其为流 CPU 利用率百分比必须超出流 CPU 利用率百分比
临界值的 小时间量。

要配置明确的时间段，请将安全设备设置为使用具有公平时间设置的公平模
式。公平时间可介于零 (0) 和 7200 秒之间。

要维持公平模式，请选择 never 设置。

在以下范例中，以根管理员的身份登录，配置安全设备以在设计的流 CPU 利用率
降至指定临界值以下时自动返回共享模式。

在本范例中，假设您是第一次设置公平到共享 CPU 利用率临界值，因此在获得预
期的设备行为之前可能必须重复这些步骤以尝试不同的设置。其中包括验证步骤。
此范例展示了 CLI 命令。

注意 : 可参考使用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命令。

注意 : 该过程仅在要启用公平自动模式时才是必需的。
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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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Vsys > CPU Limit: 选中 CPU Limit Enable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Fair to Shared: Select how or if you want the security device to return to shared 
mode.If you select Automatic, enter a threshold. ( 公平到共享 : 选择如何
或是否要将安全设备返回共享模式。如果选择 Automatic，则输入临界
值。) 

CLI

1. 检验信息流在保持设备处于公平模式的级别时能够到达安全设备。

2. 要设置公平自动临界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cpu-limit fair-to-shared automatic threshold number

3. 将信息流传输速率降至应触发设备进入共享模式的级别。

4. 通过输入 get cpu-limit utilization 命令检验防火墙是否返回共享模式。

5. 如果防火墙仍处于公平模式，请使用较低的公平自动临界值重复此过程中的所
有步骤。

设置固定 Root Vsys CPU 权重
要为 root vsys 指定明确的 CPU 百分比，可计算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但是，添
加或删除 vsys 时，必须重新计算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

为确保计算的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正确，必须配置其它所有虚拟系统的 CPU 权
重。然后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所需的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 : 

其中 : 

R 是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

P 是 root vsys 所需的 CPU 百分比，其中 : 

W 是其它所有虚拟系统权重之和

在以下范例中，当使四个虚拟系统分布在三个 vsys 配置文件中时，您想要将 CPU 
资源的 30% 分配给 root vsys: 

Gold 配置文件 (CPU 权重 = 40): 1 vsys

Silver 配置文件 (CPU 权重 = 30): 2 vsys

RootProfile: 1 root vsys

所有 vsys [ 除 root vsys (W) 外 ] 的 CPU 权重之和为 100。要分配给 root vsys 的百
分比是 30% 或 .3。

R PW
1 P–
------------=

0 P 1≤ ≤
共享和划分 CPU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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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面的等式 : R=P*W/(1-P) = .3*100/.7=43

经检查，root vsys 百分比为 43/(100+43)，其结果约为 30%。

如果将来添加或删除 vsys，必须重新确定 W 并重新计算 root vsys 的 CPU 权重 R。

Vsys 和虚拟专用网

root vsys admin 可查看以下虚拟专用网 (VPN) 的信息 : 

所有配置的或仅活动的安全联盟 (SA)

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cookie

读写和只读 vsys admin 可看见仅适用于其 vsys 的信息。

接下来的部分将对此信息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并解释如何进行查看。

查看安全联盟
如果您是安全设备的根系统管理员，则可通过输入 get sa 命令查看所有虚拟系统
的安全联盟 (SA)。发出此命令时，将检索存储在安全设备中 IPSec SA 的全部数
量，其为根系统加上所有配置的虚拟系统。

要仅查看活动的 SA，则可输入 get sa active 命令。

还可从 WebUI 中查看 SA。

在以下范例中，作为系统管理员，可查看所有虚拟系统和根虚拟系统的全部 SA。

WebUI

VPNs > Monitor Status

CLI

get sa

如果您是 vsys admin 并在使用 CLI，则进入 vsys 环境然后输入 get sa 命令便可查
看适用于您的特定 vsys 的 SA。

若要仅查看活动的 SA，则输入 get sa active 命令。

在以下范例中，以 clothing_store 的 vsys 管理员身份，仅可查看您的 vsys 的活动 
SA。

WebUI

VPNs > Monitor Status

CLI

enter vsys clothing_store
(clothing_store) get sa active
(clothing_store) exit
Vsys 和虚拟专用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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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IKE Cookie
仅可通过 CLI 查看 IKE cookie。

以安全设备的系统管理员身份，可查看该系统的所有 IKE cookie，其为根加上 vsys 
IKE cookie。通过 get ike cookie 命令可从 CLI 对其进行查看。

在以下范例中，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查看 IKE cookie。

WebUI

不可用。

CLI

get ike cookie

以 vsys admin 身份，通过进入 vsys 环境，然后输入 get ike cookie 命令可以查看
您管理的 vsys 的 IKE cookie。

在以下范例中，查看您管理的 vsys 的 IKE cookie，card_shop。

WebUI

不可用。

CLI

enter vsys card_shop
(card_shop) get ike cookie
(card_shop) exit

策略时间表

在 vsys 环境中，vsys admin 可计划在其中策略处于活动状态的单个或循环的时
间槽。

创建新策略时，vsys admin 可创建时间表，然后将其绑定到一个或多个现有策
略。会话将在时间表超时时超时。

本节说明以下任务 : 

第 26 页上的“创建策略时间表”

第 27 页上的“将策略时间表绑定到策略”

第 27 页上的“查看策略时间表”

第 28 页上的“删除策略时间表”

创建策略时间表
以 vsys admin 身份可对策略处于活动状态的次数是仅仅一次还是反复多次做出计
划。可为时间表配置有意义的名称以及起始和停止时间。也可附上注释。

在以下范例中，为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00 到 11:30 和下午 1:00 到 5:00 的循
环服务限制配置时间表。时间表设置时间限制，策略设置服务限制。进入 vsys 环
境，然后在 vsys 环境中执行配置。
策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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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Objects > Schedules > 单击 New 并填写时间表表单，然后单击 OK。

CLI

device(hr)-> 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M recurrent monday start 8:00 stop 11:30 
start 13:00 stop 17:00

device(hr)-> 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Tu recurrent tuesday start 8:00 stop 11:30 
start 13:00 stop 17:00

device(hr)-> 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W recurrent wednesday start 8:00 stop 11:30 
start 13:00 stop 17:00

device(hr)-> 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Th recurrent thursday start 8:00 stop 11:30 
start 13:00 stop 17:00

device(hr)-> 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F recurrent friday start 8:00 stop 11:30 start 
13:00 stop 17:00

device(hr)-> save

将策略时间表绑定到策略
可在创建策略时将时间表附给策略，或者可随后在 WebUI 中绑定时间表。

在本范例中，配置一个从 Trust 到 Untrust 的新策略，并设置源和目标通讯簿条目。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Policies: 选择区段，然后单击 New。配置策略后，单击 Advanced: 在页面底
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Schedule，然后单击 OK。

CLI

device(hr)->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mpany any http deny schedule 
restrictionM

device(hr)->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mpany any http deny schedule 
restrictionTu

device(hr)->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mpany any http deny schedule 
restrictionW

device(hr)->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mpany any http deny schedule 
restrictionTh

device(hr)->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company any http deny schedule 
restrictionF

device(hr)-> save

查看策略时间表
可在 WebUI 或 CLI 中查看配置的时间表。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Objects > Schedules

CLI

device(hr)-> get scheduler
策略时间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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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策略时间表
在以下范例中，以 vsys admin 身份登录，删除名为 restrictionW 的时间表。

WebUI

Vsys > Configure > Enter

Objects > Schedules: 单击 Remove。

CLI

device(hr)-> unset scheduler restrictionW
策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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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分类

本章介绍 ScreenOS 如何对信息流进行分类。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30 页上的“概述”

第 30 页上的“将信息流分类”

第 30 页上的“分类直通信息流”

第 35 页上的“专用和共享接口”

第 37 页上的“导入和导出物理接口”

第 37 页上的“将物理接口导入到虚拟系统”

第 38 页上的“从虚拟系统导出物理接口”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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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ScreenOS 将其接收的每一个数据包分类，以便将其传输到适当的虚拟系统 
(vsys)。安全设备接收两种用户信息流，并以两种不同方式将其分类 : 

发往系统本身的 IP 地址的信息流，如加密 VPN 信息流以及发往 MIP 或 VIP 的
信息流

发往设备之外的 IP 地址的信息流

将信息流分类
对于发往安全系统上的某一对象 (VPN、MIP 或 VIP) 的信息流，此系统通过该对象
与在其中配置该对象的 vsys 间的关联来确定信息流所属的 vsys。但在 untrusted 
接口上配置的 VIP 始终会分配给根 vsys。图 3 显示了信息流的排序方式。

图 3:  VPN、MIP 和 VIP 关联

入站信息流也可以通过 VPN 通道抵达 vsys ；但是，如果外向接口是共享接口，则
不能为 vsys 以及到同一远程站点的根系统创建 AutoKey IKE VPN 通道。

分类直通信息流
对于发往不在安全设备上的 IP 地址的信息流 ( 即通常所说的“直通信息流”)，设
备采用通过基于 VLAN 和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而实现的技术。基于 VLAN 的信息
流分类使用帧头中的 VLAN 标记来标识入站信息流所属的系统。基于 IP 的信息流
分类使用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来标识信息流所属的系统。
安全设备用于确定数据包所属的系统的过程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 

1. 入口接口 / 源 IP 信息流分类

安全设备检查入口接口是专用接口还是共享接口。

a. 如果入口接口是某 vsys ( 例如 "v-i") 的专用接口，则安全设备会将信息流
与该接口专属的系统相关联。

ethernet1/2、 Root 中的 Untrust 区段、
vsys1 和 vsys2 共享此接口。

入站信息到达
共享接口。

由于 VPN 对象是在 vsys1 中配置的，所
以发送到该对象的信息流属于 vsys1。

由于 MIP 对象是在 vsys2 中配置的，所
以发送到该对象的信息流属于 vsys2。

VIP 对象始终向根 vsys 发送信息流。

ROOT

VSYS1

VSYS2

VPN

MIP

VIP

注意 : VLAN 标记要求使用子接口。子接口必须是系统专用的，这一点与共享接口相
反，共享接口由所有系统共享。

注意 : 有关共享接口和专用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专用和共享接口”。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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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入口接口是共享接口，安全设备将使用 IP 分类检查源 IP 地址是否与
特定的 vsys 相关联。请参阅图 4。

如果源 IP 地址未与特定的 vsys 相关联，则入口 IP 分类失败。

如果源 IP 地址与特定的 vsys 相关联，则入口 IP 分类成功。

图 4:  步骤 1 - 入口接口和源 IP 信息流分类

2. 出口接口 / 目标 IP 信息流分类

安全设备检查出口接口是专用接口还是共享接口。

a. 如果出口接口是某 vsys ( 例如 "v-e") 的专用接口，则安全设备会将信息流
与该接口专属的系统相关联。请注意，untrusted 接口上的 VIP 信息流始终
路由到根 vsys。

b. 如果出口接口是共享接口，安全设备将使用 IP 分类检查目标 IP 地址是否
与特定的 vsys 相关联。请参阅图 5。

如果目标 IP 地址未与特定的 vsys 相关联，则出口 IP 分类失败。

检查入口
接口

共享
接口 ?

检查源 IP 
分类

源 IP 是否
已分类 ?

将数据包与入口接口
vsys ("v-i") 相关联

将数据包与已分类
IP vsys ("v-i") 相关联

入口接口 / 源 IP
分类失败

* IEEE 802.1X 中介绍了 “LAN 上的可扩展认证协议” (EAPOL)。
创建此协议是用于封装 EAP 消息，以便在局域网中进行传输。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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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标 IP 地址与特定的 vsys 相关联，则出口 IP 分类成功。

图 5:  步骤 2 - 出口接口 / 目标 IP 信息流分类

3. Vsys 信息流分配

根据入口接口 / 源 IP (I/S) 和出口接口 / 目标 IP (E/D) 信息流分类的结果，安全
设备确定信息流所属的 vsys。请参阅图 6。

a. 如果 I/S 信息流分类成功，但 E/D 信息流分类失败，则安全设备将策略组
和路由表用于与入口接口或源 IP 地址关联的 vsys ( 例如，名为 "v-i" 的 
vsys)。

当允许从 vsys 发往互联网等公用网的出站信息流时，I/S 信息流分类尤为
有用。

检查出口
接口

是

否

是

否

共享
接口 ?

检查目标 IP 
分类

目标 IP 是否
已分类 ?

将数据包与已分类 
IP vsys ("v-e") 相关联

出口接口 / 目标 IP
分类失败

将数据包与出口接口 
vsys ("v-e") 相关联

* IEEE 802.1X 中介绍了 “LAN 上的可扩展认证协议” (EAPOL)。
创建此协议是用于封装 EAP 消息，以便在局域网中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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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 E/D 信息流分类成功，但 I/S 信息流分类失败，则安全设备将策略组
和路由表用于与出口接口或目标 IP 地址关联的 vsys ( 例如，名为 "v-e" 的 
vsys)。请注意，untrusted 接口上的 VIP 信息流始终路由到根 vsys。

当允许从互联网等公用网发往 vsys 中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的入站信息流
时，E/D 信息流分类尤为有用。

c. 如果两种分类尝试都成功并且关联的虚拟系统相同，则安全设备将策略组
和路由表用于该 vsys。

可以使用 I/S 和 E/D 两种 IP 信息流分类来允许从一个区段的特定地址发往
同一 vsys 另一个区段的特定地址的信息流。

d. 如果两种分类尝试都成功，但关联的虚拟系统不同，并且接口被绑定到同
一共享安全区段，则安全设备先将策略组和路由表用于 I/S vsys，然后再
用于 E/D vsys。

当同一共享区段出现信息流时，ScreenOS 支持区段内部 intervsys 信息
流。安全设备先应用 "v-i" 策略组和路由表，在 Untrust 接口上回传信息
流，然后再应用 "v-e" 策略组和路由表。如果单个公司使用一个不同内部
部门的不同虚拟系统所共享的内部区段，并且希望允许不同部门之间的信
息流，则此类区段内部信息流可能很常见。

e. 如果两种分类尝试都成功，但关联的虚拟系统不同，并且接口被绑定到不
同的共享安全区段，则安全设备会丢弃数据包。

f. 如果两种分类尝试都成功，但关联的虚拟系统不同，并且入口接口和出口
接口被绑定到不同虚拟系统的专用区段，则安全设备会先应用 "v-i" 策略
组和路由表。然后再在 Untrust 接口上回传信息流，之后再应用 "v-e" 策略
组和路由表。( 请参阅第 61 页上的“在虚拟系统之间通信”)。

ScreenOS 支持专用安全区段之间的区段内部 intervsys 信息流。

g. 如果两种分类尝试都失败，则安全设备丢弃数据包。

注意 : ScreenOS 不支持共享安全区段之间的区段内部 intervsys 信息流。您不能使用定
制区段来代替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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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步骤 3 - Vsys 信息流分配

是

否E/D 分类
是否成功 ?

应用 vsys "v-i" 策略组
和路由表

是

否I/S 分类
是否成功 ?

是

否E/D 分类
是否成功 ?

应用 vsys "v-e" 策略组
和路由表

是

否
同一 vsys?

是

否共享
区段 ?

应用 vsys "v-i" 策略组和
路由表，然后应用 vsys 
"v-e" 策略组和路由表

使用 vsys "v-i"/"v-e"
策略组和路由表

是

否区段内部
信息流 ? 丢弃数据包

应用 vsys "v-i" 策略组和
路由表，然后应用 vsys 
"v-e" 策略组和路由表

IEEE 802.1X 中介绍了 “局域网上的可扩展认证协议” (EAPOL)。
创建该协议是用于封装 EAP 消息，以便在 LAN 中进行传输。

丢弃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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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和共享接口
发往专用接口和发往共享接口的入站信息流的分类方法不同。

专用接口

系统 ( 虚拟系统和根系统 ) 可以拥有多个专门由系统自己使用的接口或子接口。此
类接口不可为其它系统所共享。

您可以按照以下说明将接口专用于某系统 : 

当在根系统中配置物理接口、子接口、冗余接口或聚合接口并将其绑定到不可
共享区段时，该接口仍将专用于根系统。

在将某物理或聚合接口导入到 vsys 中并将其绑定到共享的 Untrust 区段或 
Trust-vsys_name 区段时，此接口将变成该 vsys 的专用接口。

当在某 vsys 中配置子接口时，此接口将专属于该 vsys。

共享接口

系统 ( 虚拟系统和根系统 ) 可以与另一个系统共享接口。对于可共享的接口，必须
在根级对其进行配置并将其绑定到共享虚拟路由器中的共享区段。缺省情况下，预
先定义的 untrust-vr 为共享虚拟路由器，预先定义的 Untrust 区段为共享区段。因
此，vsys 可以共享任何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根级物理接口、子接口、冗余接口或
聚合接口。

要在 Untrust 区段以外的某一区段创建共享接口，必须在根级将该区段定义为共享
区段。要做到这一点，该区段必须属于某一共享虚拟路由器，如 untrust-vr 或定义
为可共享的其它任何根级虚拟路由器。然后，在将根级接口绑定到此共享区段时，
该接口将自动变成共享接口。

共享虚拟路由器可支持共享和不可共享的根级安全区段。您可以将绑定到共享虚拟
路由器的根级区段定义为可共享或不可共享。任何绑定到共享虚拟路由器并且定义
为可共享的根级区段都将变成共享区段，也可供其它虚拟系统使用。

任何绑定到共享虚拟路由器并且定义为不可共享的根级区段仍为专用区段，仅供根
系统使用。如果将 vsys 级区段绑定到专用于该 vsys 的虚拟路由器或在根系统中创
建的共享虚拟路由器，则该区段仍为专用区段，仅供为其创建该区段的 vsys 使用。

共享区段可以支持共享接口和专用接口。任何绑定到共享区段的根级接口都将成为
共享接口，也可供虚拟系统使用。任何绑定到共享区段的 vsys 级接口仍为专用接
口，仅供为其创建该接口的 vsys 使用。

注意 : 当系统中具备专用子接口时，安全设备必须采用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方法来
正确分类入站信息流。

注意 : 为使共享区段选项可用，安全设备必须在第 3 层 ( 路由模式 ) 运行，这意味着必
须事先将 IP 地址至少分配给一个根级接口。

要创建虚拟路由器，必须获得 vsys 许可密钥，它使您可以定义要在 vsys 或根系
统中使用的虚拟系统、虚拟路由器和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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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共享区段仅可供在其中创建该区段的系统使用，并且仅支持该系统的专用接
口。所有 vsys 级区段都是不可共享区段。

要创建共享接口，必须先创建一个共享虚拟路由器 ( 或使用预先定义的 
untrust-vr)，再创建一个共享安全区段 ( 或使用预先定义的 Untrust 区段 )，然后将
此接口绑定到共享区段。必须在根系统中执行所有三个步骤。

WebUI 和 CLI 中的选项如下所示 : 

1. 要创建共享虚拟路由器 :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New: 选择 Shared and accessible by 
other vsys 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vrouter name name_str
set vrouter name_str shared

( 不可将现有共享虚拟路由器改为不共享，除非先删除所有的虚拟系统。但
是，可以随时将非共享虚拟路由器改成共享虚拟路由器。)

2. 要创建共享区段，在根级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CLI

set zone name name_str
set zone zone vrouter sharable_vr_name_str
set zone zone shared

3. 要创建共享接口，在根级执行以下操作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或 Edit，用于现有接口 ): 配置该接口并将其绑
定到共享区段，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zone shared_zone_name_str

当两个或更多虚拟系统共享一个接口时，安全设备必须采用基于 IP 的信息流
分类方法来正确分类入站信息流。( 有关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的详细信息，包
括演示如何为多个 vsys 对其进行配置的示例，请参阅第 69 页上的“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注意 : 在本版发行时，只能通过 CLI 定义共享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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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导出物理接口

您可以使一个或多个物理接口专用于某一 vsys。事实上，是将物理接口从根系统
导入到虚拟系统中。将物理接口导入到 vsys 后，该接口即由该 vsys 专用。

将物理接口导入到虚拟系统
在此例中，作为根管理员，您将物理接口 ethernet4/1 导入到 vsys1 中。将其绑定
到 Un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1.1.1/24。

WebUI

1. 输入 Vsys1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1)。

2. 导入和定义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单击 Import ( 对于 ethernet4/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3. 退出 Vsys1
单击 Exit Vsys 按钮 ( 在菜单栏的底部 ) 返回到根级。

CLI

1. 输入 Vsys1
device-> enter vsys vsys1

2. 导入和定义接口
device(vsy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import
device(vsy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zone untrust
device(vsy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ip 1.1.1.1/24
device(vsys1)-> save

3. 退出 Vsys1
device(vsys1)-> exit

注意 : 在将接口导入到虚拟系统前，该接口必须处于根级的 Null 区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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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拟系统导出物理接口
在此例中，将物理接口 ethernet4/1 绑定到 vsys1 中的 Null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
址 0.0.0.0/0。然后将接口 ethernet4/1 导出到根系统。

WebUI

1. 输入 Vsys1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1)。

2. 导出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Null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单击 Export ( 对于 ethernet4/1)。

( 现在，接口 ethernet4/1 可以在根系统或另一个 vsys 中使用了。)

3. 退出 Vsys1
单击 Exit Vsys 按钮 ( 在菜单栏的底部 ) 返回到根级。

CLI

1. 输入 Vsys1
device-> enter vsys vsys1

2. 导出接口
device(vsys1)->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ip
device(vsys1)->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zone
device(vsys1)->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4/1 import
This command will remove all objects associated with interface, continue? y/[n]
device(vsys1)-> save

( 现在，接口 ethernet4/1 可以在根系统或另一个 vsys 中使用了。)

3. 退出 Vsys1
device(vsys1)-> exit
导入和导出物理接口



第 3 章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本章介绍虚拟系统的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第 40 页上的“概述”

第 40 页上的“VLAN”

第 41 页上的“使用 Vsys 的 VLAN” 

第 42 页上的“配置第 2 层虚拟系统”

第 59 页上的“定义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第 61 页上的“在虚拟系统之间通信”

第 65 页上的“VLAN 再标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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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当采用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时，安全设备使用 VLAN 标记将信息流方向引导至
与不同系统绑定的各种子接口。

缺省情况下，vsys 具有两个安全区段 - 共享的 Untrust 区段以及自身的 Trust 区
段。每个 vsys 都可以与根系统以及其它虚拟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接口。vsys 还
可以拥有自己的子接口或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专用物理接口 ( 从根系统导入 )。

VLAN
图 7 显示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每个 VLAN 都通过子接口绑定到某一系统。使
用 set interface interface.subid tag vlanid zone zone_name CLI 命令将 VLAN 标记分
配给子接口。

如果 vsys 与根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接口并且拥有绑定到其 Trust-vsys_name 区段
的子接口，则必须将此 vsys 与 Trust-vsys_name 区段中的 VLAN 联系起来。如果此 
vsys 本身还拥有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子接口，还必须将此 vsys 与 Untrust 区段中
的另一 VLAN 联系起来。

图 7: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子接口源于物理接口，随后将充当中继端口。中继端口允许第 2 层网络设备通过
单个物理端口捆绑来自多个 VLAN 的信息流，并按帧头中的 VLAN 标识符 (VID) 对
各个数据包进行分类。VLAN 中继允许一个物理接口支持多个逻辑子接口，每个逻
辑子接口必须以唯一的 VLAN 标记进行标识。内向以太网帧中的 VLAN 标识符 ( 标

注意 : ScreenOS 支持符合 IEEE 802.1Q VLAN 标准的 VLAN。

可以通过将物理接口从根系统导入到虚拟系统的方式来使其专用于该虚拟系统。
( 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导入和导出物理接口”)。当使用物理接口时，该接口上
的信息流无需 VLAN 标记。

ROOT

VSYS1

VSYS2

VSYS3

注意 : 图中显示的所有虚拟系统均共享 Untrust 区段接口。
它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子接口或专用物理接口。

各 vsys 中的 Trust 区段
及虚拟路由器

vsys1-vr

vsys2-vr 

vsys3-vr 
Trust-
vsys3vlan3 

vlan2

vlan1 Trust-
vsys1

Trust-
vsys2

到 VLAN3 (vsys3)
到 VLAN2 (vsys2)
到 VLAN1 (vsys1)

内部 VLAN 感知交换机

中继端口
到外部路由器

UNTRUST-VR

共享的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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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 指示其要发往的预定子接口 ( 以及由此而及的系统 )。当将 VLAN 与某一接口
或子接口联系起来时，安全设备自动将该物理端口定义为中继端口。当在“透明”
模式下使用根级 VLAN 时，必须使用以下 CLI 命令以手动方式将所有物理端口定义
为中继端口 : set interface vlan1 vlan trunk。

使用 Vsys 的 VLAN
当 vsys 使用绑定到 Trust-vsys_name 区段的子接口 ( 非专用物理接口 ) 时，
Trust-vsys_name 区段中的内部交换机和内部路由器必须能够支持 VLAN。如果在某
一物理接口上创建了多个子接口，则必须将连接交换机的端口定义为中继端口并使
其成为使用该端口的所有 VLAN 中的成员。

当 vsys 使用绑定到共享 Untrust 区段的子接口 ( 非共享接口或专用物理接口 ) 时，
接收其入站和出站信息流的外部交换机和外部路由器必须能够支持 VLAN。路由器
会对内向帧进行标记，以便当内向帧到达安全设备时，路由器可以将其导向正确的
子接口。

虽然 vsys 不能处于“透明”模式 ( 因为它要求接口或子接口 IP 地址必须唯一 )，
但根系统可以处于“透明”模式下。要使根系统在“透明”模式下运行时支持 
VLAN，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以使绑定到第 2 层安全区段的物理接口能够充当中继
端口 : set interface vlan1 vlan trunk。有关使用 vsys 的 VLAN 范例，请参阅
图 8。

要为 vsys 创建 VLAN，根级管理员必须执行以下三个任务 : 

1. 进入 vsys。

2. 定义一个子接口。

3. 将该 vsys 与 VLAN 关联。

图 8:  使用 Vsys 的 VLAN 范例

VLAN 感知设备

注意 : vsys 既可以与根系统共享路由器，也可以使用自己的路由器。如果虚
拟系统具有绑定到 Untrust 和 Trust-vsys_name 区段的子接口，外部和内部交换
机必须是 VLAN 感知式交换机。

互联网

Untrust 区段
( 共享 )

外部
路由器

外部
交换机

内部
交换机

根

vsys 1

vsys 2

vlan2

vlan1

LAN安全设备

内部
路由器

Trust 区段 
( 根 )

Trust-vsys1
区段

Trust-vsys2
区段

注意 : 当根系统处于“透明”模式下时，它不能支持虚拟系统。但是，它可以在“透
明”模式下支持根级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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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第 2 层虚拟系统

在“透明”模式下配置虚拟系统时，安全设备的作用非常像第 2 层交换机或桥接
器。通过安全设备的数据包将根据数据包头中的虚拟局域网 (VLAN) 标记与唯一的
虚拟系统 (vsys) 组合。数据包分组后，便会执行策略查找，然后通过安全设备发送
数据包，而不对数据包进行修改。

在安全设备上，可将安全系统逻辑划分成多个虚拟系统，以提供多客户式托管服
务。每个 vsys 都是设备内唯一的安全域。每个 vsys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管理员 ( 称为
“虚拟系统管理员”或 "vsys admin")，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自己的对象 ( 例如地址
簿、用户列表、自定义服务和策略 ) 使自己的安全域个性化。然后，管理员可以使
用这些对象为 vsys 内的信息流或一个 vsys 和其它安全域之间的信息流定义策略。

下图显示了安全设备如何使用 vsys 策略组将数据传输至可信任的 VLAN。图中的
数字代表数据传输的顺序。

透明模式下的虚拟系统按照 VLAN 标记进行分类。在系统上，VLAN 标记的范围分
配给 VLAN 组对象，该对象然后被分配给适用于分配给 vsys 的端口的安全区段。
然后，进入安全系统的信息流会根据 VLAN 标记针对 vsys 分类。信息流进入 vsys 
后，系统将使用配置的安全区段和策略实施信息流。安全设备在透明模式下可以支
持多达 500 个虚拟系统。有关 VLAN 和 vsy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 页上的“虚
拟系统”。

ScreenOS 还提供了一个管理接口，可在该接口绑定到 vlan 区段时对 vsys 进行管
理。当您创建 vsys 时，安全设备会自动创建管理区段 vlan。对于单个 vsys，可将
多个接口绑定到管理区段。VLAN 管理接口在 vsys 内部创建，这样 vsys 管理员便
可以使用唯一的 IP 地址和 VLAN ID 管理虚拟系统。利用此管理接口可在远程或本
地管理虚拟系统。

只有根管理员可以创建 vsys 并为其分配资源。然后，根管理员或 vsys 管理员可以
使用 CLI 或 WebUI 创建和维护 vsys 配置。

安全设备 多支持 4094 个 VLAN，它们在 vsys 中按照 VLAN 标记方式进行分类。可
为每个 vsys 分配 2 至 4094 个 VLAN ；但是，某个 VLAN 分配给一个 vsys 后，就不
能再在其它 vsys 中使用。根系统标识为 vlan1。使用单个 8G2 安全端口模块 (SPM) 
时， 多可以配置两个 4 端口聚合接口 ( 四个可信任端口和四个不可信端口 )。将 
VLAN 分配给聚合接口可在每个方向提供 2Gps 的通信带宽，每个“专用集成电路”
(ASIC) 的双向通信 大带宽为 4Gps。

5. PC 1 仍被标记为 
VLAN 100-199。

6. PC 1 未标记。

Agg 1 Agg 2

e2/1
e2/2

e2/5
e2/6

4. 执行完策略查找后，Vsys music 将
数据包发送到共享的 Untrust 区段。

3. PC 1 被标记为 
VLAN 100-199。

2. 交换机对数据包进行标记并
将其转发给安全设备。

1. VLAN it_music 中的 PC 1 
将数据包发送到交换机，
但不标记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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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 SPM 包含两个 ASIC。端口 ethernet2/1 至 ethernet2/4 使用一个 ASIC，端口 
ethernet2/5 至端口 ethernet2/8 使用另一个 ASIC。从端口 ethernet2/1 开始，聚合
接口必须成对配置。下表列出了分配的聚合端口。

表 4:  8G SPM

如果使用的是 8G2 SPM 和 5000M2 管理模块，则必须使用下表显示的配置。

表 5:  8G2 SPM

范例 1: 配置单个端口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配置为在透明模式下支持 vsys music。此 vsys 与根系统共享 
L2-music-Untrust 区段。下图显示了安全设备保护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方式。必
须先将 VLAN 导入到 vsys 才能对其进行标记。

图 9:  单个端口

aggregate 1 ethernet 2/1 和 ethernet 2/2

aggregate 2 ethernet 2/3 和 ethernet 2/4

aggregate 3 ethernet 2/5 和 ethernet 2/6

aggregate 4 ethernet 2/7 和 ethernet 2/8

aggregate1 ethernet 2/1 和 ethernet 2/2
ethernet 2/3 和 ethernet 2/4

aggregate 2 ethernet 2/3 和 ethernet 2/4
ethernet 2/7 和 ethernet 2/8

L2-music-Untrust 区段
it_music

tac_music

it_games

区段

L2-music-Trust 区段

内部交换机外部路由器

vsys
musice 2/1

路由器、安全设备和交换机使用 VLAN 标记
进行信息流分类。

VLAN 感知内部交换机VLAN 感知外部交换机 安全设备

L2-music Trust 区段

e 2/5互联网

L2-music Untrust 区段

VLAN 感知设备 L2-games-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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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一个透明模式虚拟系统 (vsys) 包括以下步骤 : 

1. 使用 vsys admin 名称和密码创建名为 music 的 vsys。

2. 从根系统导入 ( 分配 ) VLAN 标记，以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3. 创建一个 VLAN 组，其中包含各端口支持的 VLAN 标记。

4. 创建两个第 2 层区段，一个用于 Trust 端口，一个用于 Untrust 端口。

5. 将 VLAN 组绑定到端口。

6. 为 vsys music 配置策略。本例中配置的策略将执行以下操作 : 

a. 允许 HTTP 信息流从 L2-music-Un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Trust 区段

b. 拒绝所有其它信息流从 L2-music-Un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Trust 区段

c.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L2-music-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Untrust 区段

7. 创建管理接口。VLAN 管理接口在 vsys 内部创建，因而 vsys 管理员可以使用
唯一的 IP 地址和 VLAN ID 管理 vsys。

WebUI

1. 创建 Vsys Music
Vsys > Configur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music
Vsys Admin Name: vsys_music
Vsys Admin New Password: xyz
Confirm New Password: xyz

2. 导入 VLAN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_music)

Network > Vlan > Impor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ssign: 

Import Vlan ID: 
Start: 100 
End: 199

注意 : 只有根管理员可以配置虚拟系统、VLAN 标记和第 2 层区段；但是，根管理员和 
vsys 管理员都可以设置管理接口和策略。根管理员可以访问安全设备中的任何 
vsys。vsys 管理员只能访问分配给在其中创建策略的 vsys 的 vsys。

注意 : 具有安全设备的 ScreenOS 5.0-L2V 可支持多达 500 个虚拟系统。
配置第 2 层虚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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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绑定端口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it_music) > Por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dd: 

port: ( 选择 ) ethernet2/5
zone: ( 选择 ) L2-music-Trust
port: ( 选择 ) ethernet2/1
zone: ( 选择 ) L2-music-Untrust

4. 策略

Policies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 选择 ) HTTP
Action: ( 选择 ) Permit

Policies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 选择 ) ANY
Action: ( 选择 ) Deny

Policies (From: L2-music-Trust, To: L2-music-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 选择 ) ANY
Action: ( 选择 ) Permit

5. 创建管理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VLAN) > New: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lan: 199
IP Address/Netmask: 1.0.1.199/24
Management: ( 取消选择 )
WebUI: ( 选择 )
Telnet: ( 选择 )
Ping: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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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创建 Vsys Music
device-> set vsys 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name vsys_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password xyz
device(music)-> save 

2. 导入 VLAN 标记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00 199

3. 创建 VLAN 组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name it_music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it_music 100 199

4. 创建第 2 层区段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Trust L2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Untrust L2

5. 绑定端口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ethernet2/5 group it_music zone L2-music-Trust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ethernet2/1 group it_music zone L2-music-Untrust

6. 配置策略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any any any 
deny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Trust to L2-music-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7. 创建管理接口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zone vlan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ip 1.0.1.199/24
device(music)-> un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web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telnet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ping
device(music)-> save 
device(music)-> exit

( 可选 ) 获取 VLAN 组
device-> get vlan group it_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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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范例 2: 配置两个具有单独 Untrust 区段的 4 端口聚合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配置为在“透明”模式下支持两个虚拟系统 (vsys music 和 
vsys games)。这两个虚拟系统具有单独的安全区段。Vsys music 由 VLAN it_music 
和 tac_music 组成。Vsys games 由 VLAN it_games 组成。图 10 显示了安全设备保
护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方式。必须先将 VLAN 导入到 vsys 才能对其进行标记。

图 10:  具有单独 Untrust 区段的两个 4 端口聚合

配置具有两个 4 端口聚合的透明模式虚拟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 

1. 在根管理级设置聚合端口。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3. 使用 vsys admin 名称和密码创建名为 music 的 vsys。

4. 从根系统导入 ( 分配 ) VLAN 标记，以对 vsys music 的信息流进行分类。

5. 创建 VLAN 组，其中包含 vsys music 所支持的各端口的 vsys 标记。

6. 为 vsys music 中的 Trust 和 Untrust 接口创建第 2 层区段。

7. 将聚合端口绑定到 vsys music 中的 VLAN 组。

8. 为 vsys music 中的 L2-music-Trust 区段设置 IP 地址。

L2-music-Untrust1 区段

L2-games-Untrust1 区段

it_music

tac_games
tac_music

vsys games

根 vsys

vsys music
外部交换机

it_music

L2-music-Trust1 区段

VLAN 感知设备 L2-music-Trust2 区段

路由器、安全设备和交换机使用 VLAN 标记
进行信息流分类。

VLAN 感知内部交换机VLAN 感知外部交换机 安全设备

V1-Untrust 区段

L2-music-Trust 1

L2-games Trust 2

it_games

tac_music

注意 : 只有根管理员可以配置虚拟系统、VLAN 标记和第 2 层区段或绑定聚合端口；但
是，根管理员和 vsys 管理员都可以设置策略和管理模块。根管理员可以访问安全
设备中的任何 vsys。vsys 管理员只能访问分配给在其中创建策略的 vsys 的 
vsys。

内部交换机

Agg 1 Ag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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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 vsys music 配置策略。本例中配置的策略将执行以下操作 : 

a. 允许 HTTP 信息流从 L2-music-Untrust 区段流向 10.0.1.200

b. 拒绝所有其它信息流从 L2-music-Un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Trust 区段

c.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L2-music-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Untrust 区段

10. 创建管理接口。VLAN 管理接口在 vsys 内部创建，因而 vsys 管理员可以使用
唯一的 IP 地址和 VLAN ID 管理 vsys。

11. 使用 vsys admin 名称和密码创建名为 games 的 vsys。

12. 从根系统导入 ( 分配 ) VLAN 标记，以对 vsys games 的信息流进行分类。

13. 创建 VLAN 组，其中包含 vsys games 所支持的各端口的 vsys 标记。

14. 为 vsys games 中的 Trust 和 Untrust 接口创建第 2 层区段。

15. 将聚合端口绑定到 vsys games 中的 VLAN 组。

16. 为 vsys games 配置策略。本例中配置的策略将执行以下操作 : 

a. 允许 ftp 信息流从 L2-games-Untrust 区段流向 L2-games-Trust 区段

b. 拒绝所有其它信息流从 L2-games-Untrust 区段流向 L2-games-Trust 区段

c.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L2-games-Trust 区段流向 L2-games-Untrust 区段

17. 创建管理接口。

注意 : ScreenOS 支持多达 500 个虚拟系统。

注意 : 在本例中，每个 WebUI 部分仅列出了进入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要查看需要
为所有 WebUI 部分设置的特定参数和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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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在根中设置聚合端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右侧下拉列表中选择 Aggregate IF) > New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5)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7)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8)

3. 创建 Vsys Music
Vsys > Configure > New

4. 导入 VLAN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_music)

Network > Vlan > Import

5. 创建组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6. 创建第 2 层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7. 绑定聚合端口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it_music) > Port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tac_music) >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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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 IP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V1-Untrust ( 在下拉菜单中选
择 )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From: L2-music-Trust To: 
L2-music-Untrust > New

9. 策略

Policies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music-Trust, To: L2-music-Untrust) > New

10. 创建管理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VLAN) > New

11. 创建 Vsys Games
Vsys > Configure > New 

12. 导入 VLAN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_games)

Network > Vlan > Import

13. 创建组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14. 创建第 2 层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15. 绑定聚合端口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games) > Port

16. 策略

Policies (From: L2-games-Untrust, To: L2-games-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games-Untrust, To: L2-games-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games-Trust, To: L2-games-Untrust) > New

17. 创建管理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VLAN)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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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在根中设置聚合端口
device-> set interface aggregate1 zone null
device-> set interface aggregate2 zone null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3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4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5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6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7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aggregate aggregate2

3. 创建 Vsys Music
device-> set vsys 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name vsys_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password xyz
device(music)-> save 

4. 导入 VLAN 标记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00 199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033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133

5. 创建 VLAN 组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name it_music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it_music 100 199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name tac_music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tac_music 1033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tac_music 1133

6. 创建第 2 层区段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Trust L2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Untrust L2

7. 绑定聚合端口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it_music zone L2-music-Trust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1 group it_music zone L2-music-Untrust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tac_music zone L2-music-Trust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1 group tac_music zone L2-music-Untrust

8. 设置 IP 地址
device(music)-> set address L2-music-Trust 10.0.1.200 10.0.1.200 
255.255.255.0

9. 配置策略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any 10.0.1.200 
http permit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any any http 
permit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Untrust to L2-music-Trust any any any 
deny
device(music)-> set policy from L2-music-Trust to L2-music-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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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创建管理接口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033 zone vlan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033 ip 1.0.0.33/24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zone vlan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ip 1.0.1.199/24
device(music)-> un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ping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https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telnet
device(music)-> save 
device(music)-> exit

( 可选 ) 获取 VLAN 组
device-> get vlan group it_music
device-> get vlan group tac_music

11. 创建 Vsys Games
device-> set vsys games
device(games)-> set admin name vsys_games
device(games)-> set admin password abc
device(games)-> save

12. 导入 VLAN 标记
device(games)-> set vlan import 200,250

13. 创建 VLAN 组
device(games)-> set vlan group name games
device(games)-> set vlan group games 200,250

14. 创建第 2 层区段
device(games)-> set zone name L2-games-Trust L2
device(games)-> set zone name L2-games-Untrust L2

15. 绑定聚合端口
device(games)->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games zone L2-games-trust
device(games)-> set vlan port aggregate1 group games zone L2-games-Untrust

16. 配置策略
device(games)-> set policy from L2-games-Untrust to L2-games-Trust any any ftp 
permit
device(games)-> set policy from L2-games-Untrust to L2-games-Trust any any any 
deny
device(games)-> set policy from L2-games-Trust to L2-games-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17. 创建管理接口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zone vlan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ip 1.0.0.20/24
device(games)-> un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web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telnet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ping
device(games)-> save
device(games)-> exit

( 可选 ) 获取 VLAN 组
device-> get vlan group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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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范例 3: 配置两个共享一个 Untrusted 区段的 4 端口聚合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配置为在“透明”模式下支持两个虚拟系统 (vsys music 和 
vsys games)。这两个虚拟系统与根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Vsys music 由 VLAN 
it_music 和 tac_music 组成。Vsys games 由 VLAN it_games 组成。图 11 显示了安
全设备保护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的方式。必须先将 VLAN 导入到 vsys 才能对其进
行标记。

图 11:  两个共享一个 Untrusted 区段的 4 端口聚合

配置具有两个聚合端口和一个共享 Untrust 区段的两个透明模式虚拟系统包括以下
步骤 : 

1. 在根管理级设置聚合端口。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3. 使用 vsys admin 名称和密码创建名为 music 的 vsys。

4. 从根系统导入 VLAN 标记，以对 vsys music 的信息流进行分类。

5. 创建 VLAN 组，其中包含 vsys music 所支持的各端口的 vsys 标记。

6. 为 vsys music 的 Trust 接口创建第 2 层区段。

7. 将聚合端口绑定到 vsys music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中的 VLAN 组。

V1-Untrust 区段

it_music
tac_music

it_games

L2-music-Trust2 区段

L2-music-Trust1 区段

内部
交换机

外部
交换机

根 vsys

vsys music
vsys games

Agg 1 Agg 2

VLAN 感知设备

路由器、安全设备和交换机使用 VLAN 标记
进行信息流分类。

VLAN 感知内部交换机VLAN 感知外部交换机 安全设备

V1-Untrust 区段

L2-music-Trust 1

L2-games Trust 2

注意 : 只有根管理员可以配置虚拟系统、VLAN 标记和第 2 层区段或绑定聚合端口；但
是，根管理员和 vsys 管理员都可以设置策略和管理模块。根管理员可以访问安全
设备中的任何 vsys。vsys 管理员只能访问分配给在其中创建策略的 vsys 的 
v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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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 vsys music 中的每个区段设置 IP 地址。

9. 为 vsys music 配置策略。本例中配置的策略将执行以下操作 : 

a.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10.0.1.200 流向 10.0.1.100

b.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10.0.1.201 流向 10.0.1.101

c. 拒绝所有信息流从 V1-Untrust 区段流向 L2-music-Trust 区段

10. 创建管理接口。VLAN 管理接口在 vsys 内部创建，因而 vsys 管理员可以使用
唯一的 IP 地址和 VLAN ID 管理 vsys。

11. 使用 vsys admin 名称和密码创建名为 games 的 vsys。

12. 从根系统导入 VLAN 标记，以对 vsys games 的信息流进行分类。

13. 创建 VLAN 组，其中包含 vsys games 所支持的各端口的 vsys 标记。

14. 为 vsys games 的 Trust 接口创建第 2 层区段。

15. 将聚合端口绑定到 vsys games 中的 VLAN 组。

16. 为 vsys games 中的每个区段设置 IP 地址。

17. 为 vsys games 配置策略。本例中配置的策略将执行以下操作 : 

a.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20.0.1.200 流向 20.0.1.100

b. 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20.0.1.201 流向 20.0.1.101

c. 拒绝所有信息流从 V1-Untrust 区段流向 L2-games-Trust1 区段

18. 创建管理接口。

注意 : ScreenOS 5 支持多达 500 个虚拟系统。

注意 : 在本例中，每个 WebUI 部分仅列出了进入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要查看需要
为所有 WebUI 部分设置的特定参数和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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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
WebUI

1. 在根中设置聚合端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Aggregate IF 四次 )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到 aggregate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到 aggregate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3 到 aggregate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4 到 aggregate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5 到 aggregate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6 到 aggregate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7 到 aggregate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8 到 aggregate2)

3. 创建 Vsys Music
Vsys > Configure > New

4. 导入 VLAN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_music)

Network > Vlan > Import

5. 创建组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100-199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1033-1033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1133-1133

6. 创建第 2 层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L2-music-Trust1

Network > Zones > New: L2-music-Trust2

7. 绑定聚合端口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music) > Port

8. 设置 IP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V1-Un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L2-music-Trust1)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L2-music-Tru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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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策略

Policies (From: L2-music-Trust1, To: V1-Un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L2-music-Trust2, To: V1-Untrust) > New

Policies (From: V1-Untrust, To: L2-music-Trust2) > New

Policies (From: V1-Untrust, To: L2-music-Trust1) > New

10. 创建管理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VLAN) > New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VLAN) > New

11. 创建 Vsys Games
Vsys > Configure > New

12. 导入 VLAN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_games)

Network > Vlan > Import

13. 创建组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200-299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50-50

14. 创建第 2 层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L2-games-Trust1

Network > Zones > New: L2-games-Trust2

15. 绑定聚合端口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 games) > Port

16. 设置 IP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 在右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V1-Untrust) > New

17. 策略

Policies (From: L2-games-Trust1, To: V1-Untrust) > New

18. 创建管理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VLAN) > New

CLI

1. 在根中设置聚合端口
device-> set interface aggregate1 zone null
device-> set interface aggregate2 zone null

2. 将接口绑定到聚合端口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3 aggregate aggregate1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4 aggregate aggreg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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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5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6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7 aggregate aggregate2
de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8 aggregate aggregate2

3. 创建 Vsys Music
device-> set vsys 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name vsys_music
device(music)-> set admin password xyz
device(music)-> save 

4. 导入 VLAN 标记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00 199
device(music)-> set vlan import 1033

5. 创建 VLAN 组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name music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music 100 199
device(music)-> set vlan group music 1033

6. 创建第 2 层区段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Trust1 L2
device(music)-> set zone name L2-music-Trust2 L2

7. 绑定聚合端口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music zone L2-music-Trust1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music zone L2-music-Trust2
device(music)-> set vlan port aggregate1 group music zone V1-Untrust

8. 设置 IP 地址
device(music)-> set address V1-Untrust 10.0.1.100 10.0.1.100 
255.255.255.255
device(music)-> set address V1-Untrust 10.0.1.101 10.0.1.101 
255.255.255.255
device(music)-> set address L2-music-Trust1 10.0.1.200 10.0.1.200 
255.255.255.255
device(music)-> set address L2-music-Trust2 10.0.1.201 10.0.1.201 
255.255.255.255

9. 配置策略
device(music)-> set policy id 1 from L2-music-Trust1 to V1-Untrust 10.0.1.200 
10.0.1.100 any permit
device(music)-> set policy id 2 from L2-music-Trust2 to V1-Untrust 10.0.1.201 
10.0.1.101 any permit
device(music)-> set policy id 3 from V1-Untrust to L2-music-Trust2 any any any deny
device(music)-> set policy id 4 from V1-Untrust to L2-music-Trust1 any any any deny

10. 创建管理接口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033 zone vlan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033 ip 1.0.0.33/24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zone vlan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ip 1.0.1.199/24
device(music)-> un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web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telnet
device(music)-> set interface vlan199 manage ping
device(music)-> save 
device(music)->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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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 ) 获取 VLAN 组
device-> get vlan group music

11. 创建 Vsys Games
device-> set vsys games
device(games)-> set admin name vsys_games
device(games)-> set admin password abc
device(games)-> save

12. 导入 VLAN 标记
device(games)-> set vlan import 200 299
device(games)-> set vlan import 50

13. 创建 VLAN 组
device(games)-> set vlan group name games
device(games)-> set vlan group games 200 299
device(games)-> set vlan group games 50

14. 创建第 2 层区段
device(games)-> set zone name L2-games-Trust1 L2
device(games)-> set zone name L2-games-Trust2 L2

15. 绑定聚合端口
device(games)->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games zone L2-games-Trust1
device(games)-> set vlan port aggregate2 group games zone L2-games-Trust2
device(games)-> set vlan port aggregate1 group games zone V1-Untrust

16. 设置 IP 地址
device(games)-> set address V1-Untrust 20.0.1.100 20.0.1.100 
255.255.255.255
device(games)-> set address V1-Untrust 20.0.1.101 20.0.1.101 
255.255.255.255
device(games)-> set address L2-games-Trust1 20.0.1.200 20.0.1.200 
255.255.255.255
device(games)-> set address L2-games-Trust2 20.0.1.201 20.0.1.201 
255.255.255.255

17. 配置策略
device(games)-> set policy id 1 from L2-games-Trust1 to V1-Untrust 20.0.1.200 
20.0.1.100 any permit
device(games)-> set policy id 2 from L2-games-Trust1 to V1-Untrust 20.0.1.201 
20.0.1.101 any permit
device(games)-> set policy id 3 from V1-Untrust to L2-games-Trust1 any any any 
deny

18. 创建管理接口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zone vlan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ip 1.0.0.20/24
device(games)-> un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web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telnet
device(games)-> set interface vlan300 manage ping
device(games)-> save
device(games)-> exit

( 可选 ) 获取 VLAN 组
device-> get vlan group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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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Trust-vsys_name 区段子接口将 vsys 链接到其内部的 VLAN。Untrust 区段子接口将 
vsys 链接到公共 WAN，通常是互联网。子接口具有以下属性 : 

唯一的 VLAN ID ( 从 1 到 4095)

公用或私有 IP 地址 ( 缺省情况下，IP 地址是私有的 )

A、B 或 C 类子网的网络掩码

相关联的 VLAN

vsys 可以有一个 Untrust 区段子接口和多个 Trust-vsys_name 区段子接口。如果虚
拟系统本身没有 Untrust 区段子接口，它将共享根级 Untrust 区段接口。安全设备
还支持子接口、根级 VLAN 以及符合 IEEE 802.1Q 的 VLAN 标记。

图 12:  VLAN 子接口

VLAN 标记是以太网帧头内的添加位，指示特定 VLAN 中的成员关系。通过将 VLAN 
绑定到 vsys，此标记还可确定帧所属的 vsys，从而确定出适用于该帧的策略。如果 
VLAN 未绑定到 vsys，则在安全设备的根系统中设置的策略将应用到该帧。

根级管理员可以创建 VLAN、为其分配成员以及将其绑定到 vsys。[ 为 VLAN 指定
成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 ( 协议类型、MAC 地址、端口号 ) 完成，此内容超出了本文
档的范围 ]。虚拟系统管理员 ( 如果有的话 ) 接着可以通过创建地址、用户、服
务、VPN 和策略来管理虚拟系统。如果没有虚拟系统管理员，将由根级管理员执
行这些任务。

注意 : 有关公开和私有 IP 地址的信息，请参阅第 2-41 页上的“公共 IP 地址”和第 2-42 
页上的“私有 IP 地址”。

vsys1 与根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接口。
vsys2 和 vsys100 本身具有绑定到 
Untrust 区段的专用子接口。

根系统具有绑定到其 Trust 区段
的物理接口和子接口。

vsys1 具有三个绑定到其 
Trust-vsys1 区段的子接口，每
个子接口都通往不同的 VLAN。

vsys2 具有两个绑定到其 
Trust-vsys2 区段的子接口，每个
子接口都通往不同的 VLAN。

vsys100 具有一个绑定到其 
Trust-vsys100 区段的子接口。

注意 : 各物理接口上的所有 VLAN ID 都必须唯一。

if = 物理接口
sif = 子接口

互联网

根

vsys1

vsys2

vsys100

安全设备

 LAN
 VLAN.1

 VLAN.2
 VLAN.3
 VLAN.4

 VLAN.5
 VLAN.6

VLAN.292

 if  if
 sif

 sif
 sif
 sif

 sif sif

 sif  sif

 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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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将为在第 4 页上的“创建 Vsys 对象和 Admin”中创建的三个虚拟系统 - 
vsys1、vsys2 和 vsys3 定义子接口和 VLAN 标记。前两个子接口用于两个在 NAT 模
式下运行的私有虚拟系统，第三个子接口用于在“路由”模式下运行的公用虚拟系
统。子接口为 10.1.1.1/24、10.2.2.1/24 和 1.3.3.1/24。在 ethernet3/2 上创建所有
三个子接口。

所有三个虚拟系统都与根系统共享 Untrust 区段及其接口 (ethernet1/1; 
1.1.1.1/24)。Untrust 区段位于 untrust-vr 路由域中。

WebUI

1. Vsys1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 对于 ethernet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3/2.1
Zone Name: Trust-vsys1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VLAN Tag: 1

2. Vsys2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2)。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 对于 ethernet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ethernet3/2.2
Zone Name: Trust-vsys2
IP Address/Netmask: 10.2.2.1/24
VLAN Tag: 2

注意 : 如果根级管理员未将 VLAN 关联到虚拟系统，VLAN 将在安全设备的根系统中
运行。

vsys 中的所有子网都不能彼此相连；也就是说，在同一 vsys 的子网中，不得有
重叠的 IP 地址。例如 : Subinterface1 (10.2.2.1 255.255.255.0) 和 Subinterface2 
(10.2.3.1 255.255.255.0) 彼此不相连，将链接到可接受的子网。

但是，具有以下子接口的子网相互重叠，因而在同一 vsys 中是不可接受的 : 
Subinterface1 (10.2.2.1 255.255.0.0) 和 Subinterface2 (10.2.3.1 255.255.0.0)。

不同 vsys 中子网的地址范围可以重叠。

注意 : 可以定义在“路由”模式或 NAT 模式下运行的虚拟系统。缺省为 NAT 模式，因
而在本例中创建前两个子接口时无需指定 NAT。
定义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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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sys3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Vsys > Configure > 单击 Enter ( 对于 vsys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 对于 ethernet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ethernet3/2.3
Zone Name: Trust-vsys3
IP Address/Netmask: 1.3.3.1/24
VLAN Tag: 3

选择 Interface Mode: Route，然后单击 OK。

单击 Exit Vsys 以返回根级。

CLI

1. Vsys1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device-> enter vsys vsys1
device(vsy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1 zone trust-vsys1
device(vsys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1 ip 10.1.1.1/24 tag 1
device(vsys1)-> save
device(vsys1)-> exit

2. Vsys2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device-> enter vsys vsys2
device(vsys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2 zone trust-vsys2
device(vsys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2 ip 10.2.2.1/24 tag 2
device(vsys2)-> save
device(vsys2)-> exit

3. Vsys3 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device-> enter vsys vsys3
device(vsys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3 zone trust-vsys3
device(vsys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3 ip 1.3.3.1/24 tag 3
device(vsys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3 route
device(vsys3)-> save
device(vsys3)-> exit

在虚拟系统之间通信

不限制 vsys 中的 VLAN 成员彼此间的通信访问。不同虚拟系统的 VLAN 成员彼此
间不能通信，除非协同的 vsys 管理员特别配置了策略，允许各自系统的成员间可
以互相通信。

注意 : 可以定义在“路由”模式或 NAT 模式下运行的虚拟系统。缺省为 NAT 模式，因
而在本例中创建前两个子接口时无需指定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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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级 VLAN 间的信息流在由根级策略设置的参数范围内运行。虚拟系统 VLAN 间的
信息流在由协同虚拟系统策略设置的参数范围内运行。安全设备只传递允许离开始
发虚拟系统的信息流和允许进入目标虚拟系统的信息流。换言之，两个虚拟系统的
虚拟系统管理员都必须设置策略，允许信息流以正确的方向 ( 外向和内向 ) 流动。

在图 13 中所示的配置范例中，vsys1 和 vsys2 的管理员 ( 请参阅第 59 页上的“定
义子接口和 VLAN 标记”) 设置了策略来启用 VLAN1 中的工作站 (work_js，IP 地址
为 10.1.1.10/32) 与 VLAN2 中的服务器 (ftp_server，IP 地址为 10.2.2.20/32) 之间
的通信。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这两者就可以进行连接 : 

vsys1 的虚拟系统管理员设置的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vsys1 中的工作站流到 
Un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

vsys2 的虚拟系统管理员设置的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中的工作站流
到 Trust-vsys2 中的服务器。

安全设备上内部接口前的网络设备是第 2 层交换机。这将迫使信息流从 VLAN1 转
向 VLAN2，以通过交换机到达用于第 3 层路由选择的安全设备。如果网络设备是
第 3 层路由器，则 VLAN1 和 VLAN2 间的信息流就可以通过此路由器，同时绕过
安全设备上设置的所有策略。

vsys1 和 vsys2 管理员还会设置相应的路由。共享的 Untrust 区段位于 vsys1 和 
vsys2 的 untrust-vr 及 Trust 区段中。

图 13:  InterVsys 通信

WebUI

1. Vsys1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work_j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0/32
Zone: Trust-vsys1

注意 : 在根系统中设置的策略和在虚拟系统中设置的策略不会相互影响。

安全设备

Vsys1

Vsys2

第 2 层交换机

VLAN 1

VLAN 2

work_js 
10.1.1.10/32

ftp_server 
10.2.2.20/32
在虚拟系统之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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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20/32
Zone: Untrust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1.1.0/24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vsys1-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vsys1-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vsys1,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ork_j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_server

Service: FTP-Get
Action: Permit

2. Vsys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ftp_server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2/32
Zone: Trust-vsys2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work_js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10/32
Zone: Untrust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vsys2-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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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vsys2-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Next Hop Virtual Router Name: ( 选择 ); untrust-vr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vsys2)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work_js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_server

Service: FTP-Get
Action: Permit

CLI

1. Vsys1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vsys1 work_js 10.1.1.10/32
set address untrust ftp_server 10.2.2.20/32

路由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1.1.0/24 vrouter vsys1-vr
set vrouter vsys1-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vsys1 to untrust work_js ftp_server ftp-get permit
save

2. Vsys2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vsys2 ftp_server 10.2.2.20/32
set address untrust work_js 10.1.1.10/32

路由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10.2.2.0/24 vrouter vsys2-vr
set vrouter vsys2-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Vsys2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vsys2 work_js ftp_server ftp-get permit
save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选中 IP Classification 复选框，然后
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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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再标记

VLAN 再标记使用户可以有选择地筛选 VLAN 之间的流量。为此，需要在内向和外
向信息流的直接路径之外放置一个安全设备 ( 请参阅 图 14)，并配置第 2 层交换
机，以将所要屏蔽的 VLAN 的信息流重定向到安全设备。其间，进出其它 VLAN 的
信息流直接通过交换机。这样，既可以只屏蔽对网络构成潜在威胁的信息流，又避
免了所有 VLAN 信息流都通过安全设备可能会对吞吐量造成的任何影响。唯一的要
求是再标记的信息流必须来自具有不同 ID 的 VLAN，也就是说来自 VLAN 10 的信
息流不能再标记给带相同 ID 的另一个 VLAN。

在安全设备上，创建双向 VLAN 再标记对象并指定该对象要屏蔽信息流的两个 
VLAN，这样即可配置 VLAN 再标记。( 还必须将其绑定到某个接口并创建一个策
略。) 例如，以下命令创建一个称为 secure_vlan 的 VLAN 标记对象，其在 VLAN 
10 和 VLAN 20 之间再标记信息流 : 

set vlan retag name secure_vlan 10 20

安全设备将此再标记对存储在散列表中，并在收到其中一个 VLAN 的信息流时引用
它。还必须将相应的 VLAN 标记分配给连接到安全设备的第 2 层交换机上的端口。

图 14 对此方案做了说明。

图 14:  VLAN 再标记操作

第 2 层交换机E2/1

E2/2

V10

V20

安全设备

互联网

安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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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在本例中，创建一个称为 v10 的 VLAN 组，并将内向接口分配给区段 V1-Untrust，
外向接口分配给区段 V1-Trust。然后创建一个允许所有信息流进出这些区段的安全
策略。 后，创建一个称为 secure_vlan 的双向 VLAN 再标记对象以屏蔽 VLAN 10 
和 VLAN 20 之间的信息流，并将其绑定到 V1-Trust 接口。

WebUI

本例显示了根级的 VLAN 再标记配置。要配置现有 vsys，必须首先进入该 vsys。
要进入 vsys，请转到 : Vsys > Configure > Enter (vsys 名称 )，然后按如下方式配
置 VLAN 再标记 : 

Network > VLAN >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VLAN Group Name: v10
Start: 10
End: 10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组 v10) > Por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dd: 

Port: ( 选择 ethernet2/1)
Zone: ( 选择 V1-Trust)

Network > VLAN > Group > Edit ( 对于组 v10) > Port: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dd: 

Port: ( 选择 ethernet2/2)
Zone: ( 选择 V1-Untrust)

Network > VLAN > Retagging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secure_vlan
From Vlan: 10
To Vlan: 20

Network > VLAN > Retagging Bind>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 选择 ) ethernet2/1
Binding: ( 选择 ) secure_vlan

注意 : 尽管 WebUI 会指示 From Vlan 和 To Vlan，但上述配置提供了双向再标记，
也就是说来自 VLAN 10 的信息流再标记为 ID 20，来自 VLAN 20 的信息流再标记
为 ID 10。
VLAN 再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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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本例显示了根级的 VLAN 再标记配置。使用以下命令从根级进入现有的 vsys: enter 
vsys name_str，然后 按如下方式配置 VLAN 标记 :

set vlan group name v10
set vlan group v10 10 10
set vlan port eth2/1 group v10 zone v1-trust
set vlan port eth2/2 group v10 zone v1-untrust

set policy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vlan retag name secure_vlan 10 20
set vlan port eth2/1 retag secure_vlan

要在命令行接口中查看 VLAN 再标记信息，请使用 get vlan retag name [ name | all ] 
命令。

注意 :要在现有 Vsys 中使用 VLAN，必须在创建 VLAN 组之前从根 Vsys 导入 VLAN 
ID。要在上例中实现此目的，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vlan import 10 10。在 WebUI 
中，进入 vsys 然后转到 Network > Vlan >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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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本章介绍虚拟系统的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69 页上的“概述”

第 70 页上的“为根系统指定 IP 范围”

第 71 页上的“配置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概述

图 15 显示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如何允许您不用 VLAN 而使用虚拟系统。安全设备
使用 IP 地址 ( 而不是 VLAN 标记 ) 将信息流分类，从而将子网或 IP 地址范围与特
定系统 ( 根或 vsys) 联系起来。单独采用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方法将信息流分类，
所有系统共享以下各项 : 

untrust-vr 和用户定义的 internal-vr

Untrust 区段和用户定义的内部区段

Untrust 区段接口和用户定义的内部区段接口

注意 : 即使将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方法用于内部信息流，但对于外部信息流，所有
系统都将使用共享的 Untrust 区段以及共享的 Untrust 区段接口 ( 除非系统有专用
接口 )。可以采取混合方法，在一边使用共享接口，在另一边使用专用接口 (具有 
VLAN 标记 )。基于 VLAN 和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可以同时在同一系统内或不同
系统间共存。
概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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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为根系统指定 IP 范围

要为根系统或先前创建的虚拟系统指定子网或 IP 地址范围，必须在根级执行以下
任一操作 : 

WebUI

Network > Zones > Edit (对于 zone) > IP Classificatio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ystem: ( 选择 root 或 vsys_name_str)
Address Type: ( 选择 Subnet 并输入 ip_addr/mask，或选择 Range 并输入 

ip_addr1 - ip_addr2)

CLI

set zone zone ip-classification net ip_addr/mask { root | vsys name_str }
set zone zone ip-classification range ip_addr1-ip_addr2 { root | vsys name_str }

由于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方法要求使用共享安全区段，所以虚拟系统不能使用重
叠的内部 IP 地址，但对于基于 VLAN 的信息流分类方法却可行。此外，由于所有
系统共享相同的内部接口，所以该接口的运行模式必须是 NAT 或“路由”模式；
不可以将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混合用于不同的系统。从这层意义而言，基于 
IP 的方法的寻址方案就不如更常用的基于 VLAN 的方法所允许的方案灵活。

共享虚拟路由器、安全区段和接口自然就不如每一 vsys 专用一个内部虚拟路由
器、内部安全区段以及内部和外部接口安全。当所有虚拟系统共享同样的接口时，
某一 vsys 中的 vsys 管理员可以使用 snoop 命令收集有关另一 vsys 的通信活动的
信息。此外，由于在内部方也可以进行 IP 欺骗，我们建议您禁用共享内部接口上
的 IP 欺骗 SCREEN 选项。在决定使用哪种信息流分类方案时，必须在基于 IP 方法
提供的管理便利性与基于 VLAN 方法提供的增强安全性和更大的寻址灵活性之间进
行权衡。

ROOT

VSYS1

VSYS2

VSYS3

到 vsys3
到 vsys2
到 vsys1到外部路由器

共享的 UNTRUST-VR

中继端口

共享的 INTERNAL-VR共享
Untrust 区段

接口
210.1.1.1/24

共享
内部区段

接口
10.1.0.1/16

共享
内部
区段

内部交换机

注意 : 所有系统都共享 Untrust 和内部区段、 Untrust 和内部区段接口，
以及 untrust-vr 和 internal-vr。

共享的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vsys1
10.1.1.0/24

vsys2
10.1.2.0/24

vsys3
10.1.3.0/24
为根系统指定 IP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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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在此例中，将为在第 4 页上的“创建 Vsys 对象和 Admin”中创建的三个虚拟系统
设置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将 trust-vr 定义为可共享。创建新区段，将其命名为 
Internal 并绑定到 trust-vr。然后让 Internal 区段可共享。将 ethernet3/2 绑定到共
享的 Internal 区段，为其分配 IP 地址 10.1.0.1/16，并选择 NAT 模式。

将 ethernet1/2 绑定到共享的 Un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210.1.1.1/24。
Untrust 区段中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为 210.1.1.250。Internal 和 Untrust 区段都在共
享的 trust-vr 路由域中。

子网及其各自的 vsys 联系如下所示 : 

10.1.1.0/24 - vsys1

10.1.2.0/24 - vsys2

10.1.3.0/24 - vsys3

WebUI

1. 虚拟路由器、安全区段和接口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选中 Shared and 
accessible by other vsys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Internal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Zone Type: Layer 3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选中 Share Zone 复选框，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Internal
IP Address/Netmask: 10.1.0.1/1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ethernet1/2
Gateway IP Address: 210.1.1.250
配置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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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ust 区段的 IP 分类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 IP Classification: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ystem: vsys1
Address Type: 

Subnet: ( 选择 ); 10.1.1.0/24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 IP Classification: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ystem: vsys2
Address Type: 

Subnet: ( 选择 ); 10.1.2.0/24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 IP Classification: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System: vsys3
Address Type: 

Subnet: ( 选择 ); 10.1.3.0/24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Internal): 选中 IP Classification 复选框，然后
单击 OK。

CLI

1. 虚拟路由器、安全区段和接口
set vrouter trust-vr shared
set zone name Internal
set zone Internal shared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zone Internal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ip 10.1.0.1/16
set interface ethernet3/2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210.1.1.1/24

2.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1/2 gateway 210.1.1.250

3. Trust 区段的 IP 分类
set zone Internal ip-classification net 10.1.1.0/24 vsys1
set zone Internal ip-classification net 10.1.2.0/24 vsys2
set zone Internal ip-classification net 10.1.3.0/24 vsys3
set zone Internal ip-classification
save
配置基于 IP 的信息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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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11 卷 : 高可用性概述了“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并说明了如何对冗余组
中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进行电缆连接、配置和管理，从而使用 NSRP 提供
高可用性 (HA) 服务。此外还将介绍 NSRP-Lite，它是不支持“执行对象”(RTO) 同
步的 NSRP 的简化版。

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NetScreen 冗余协议”介绍如何对冗余组中的 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进行电缆连接、配置和管理，从而使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提供高可用性 (HA)。

第 2 章，“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介绍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接口冗
余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第 3 章，“故障切换”介绍设备、虚拟安全设备 (VSD) 组和虚拟系统的故障切
换配置。还介绍如何监控特定对象以确定设备或 VSD 组的故障切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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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vi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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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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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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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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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ix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mailto: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x
 技术文档和支持



第 1 章

NetScreen 冗余协议

本章介绍“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的组件并详细说明如何使用 NSRP 支持高
可用性 (HA)。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 页上的“高可用性概述”

第 3 页上的“NSRP 概述”

第 10 页上的“NSRP 集群”

第 19 页上的“VSD 组”

第 23 页上的“配置范例”

高可用性概述

高可用性 (HA) 为将网络中的设备出现故障的可能性降至 低提供了一种方法。由
于所有网络信息都要流经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所以需要确保该设备在发生
故障时有备份设备，从而尽可能减少网络中的故障点。

以 HA 对的形式设置安全设备可减少网络设计中的可能故障点。通过在安全设备的 
HA 对的任一端设置冗余交换机，可以消除其它的潜在故障点。

为了 HA 正常起到网络防火墙的作用，必须将安全设备放置在所有区段间流量都必
须通过的单一点上，如图 2 中所示。
高可用性概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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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有区段间信息流均流经防火墙

安全设备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时，可以将冗余集群中的两台设备都配置为主
动，通过具有负载均衡能力的路由器，运行诸如“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VRRP) 
等协议，共享它们之间分配的流量。通过使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创建
两个虚拟安全设备 (VSD) 组，每个组都具有自己的虚拟安全接口 (VSI)，即可实现
此目的。

表 1 显示了在两台安全设备上均启用了 NSRP 时可用的 HA 功能 : 

表 1:  HA 功能

HA 功能 NSRP-Lite NSRP

退回拨号

主动 / 被动 是 是

双主动 否 是

双主动全网状 否 是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用户定义的
区段

Trust 区段
高可用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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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P 概述

当安全设备在第 3 层 (NAT 或“路由”模式 ) 或第 2 层 (“透明”模式 ) 中运行时，
它可以是双主动或主动 / 被动“NetScreen 冗余协议”(NSRP) 配置。要管理任一模
式的备份设备，必须使用为每个安全区段接口设置的管理 IP 地址。在 NSRP 集群
中设置安全设备时，该设备自动创建 VSD 组 0 并将物理接口转换为用于 VSD 组 0 
的“虚拟安全接口”(VSI)。NSRP 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单一故障点。在集群成员之间
传递的所有 NSRP 信息都是通过两个 HA 接口传递的。

WebUI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Synchronization，然后
单击 Apply。

CLI

1. 绑定 NSRP 集群和 VSD 组
set nsrp cluster id number

2. 启用自动 RTO 同步
set nsrp rto sync all

3. 配置端口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zone ha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zone ha

注意 : 除 VSD 组 0 以外，不能在 VSI 上为任何 VSD 组设置一个管理 IP 地址。

注意 : 在 NSRP 起作用前，必须首先按设备硬件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说明将两台安全设
备用电缆连接起来。另外，如果要维持 NSRP 集群中安全设备的一个或多个物理
接口的管理流量的网络连接，在启用 NSRP 前，应首先按第 3-28 页上的“设置多
个接口的管理 IP”中的说明为这些接口设置管理 IP 地址。
NSRP 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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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P 缺省设置

NSRP-Lite
NSRP-Lite 支持选择的 NSRP 功能，并且仅受某些在路由或 NAT 模式下运行 
ScreenOS 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平台支持。NSRP-Lite 允许以下情况 : 

仅限主动 / 被动配置 

配置同步同步 ( 缺省情况下不同步 )

由于未启用 RTO 同步，发生故障切换时用户会话和 VPN 连接中断。

NSRP 缺省设置 值

VSD 组信息 VSD group ID: 0

Device priority in the VSD group: 100

Preempt option: disabled

Preempt hold-down time: 0 seconds

Initial state hold-down time: 5 seconds

Heartbeat interval: 1000 milliseconds

Lost heartbeat threshold: 3

Master (Primary) always exist: no

RTO 镜像信息 RTO synchronization: disabled

Heartbeat interval: 4 seconds

Lost heartbeat threshold: 16

NSRP 链接信息 Number of gratuitous ARPs: 4

NSRP encryption: disabled

NSRP authentication: disabled

Track IP: none

Interfaces monitored: none

Secondary path: none

HA link probe: none

Interval: 15

Threshold: 5

注意 : 用于指示 VSI 的惯例为 interface_name:VSD_group_ID。例如，以下指示用于 VSD 
组 1 的冗余接口 red1 为 VSI: red1:1。但是，如果 VSD 组 ID 为 0，则不指定 VSD 
组 ID。例如，如果用于 VSD 组 0 的冗余接口 red2 为 VSI，则它仅显示为 red2。

注意 : 必须重新建立 VPN 通道。建议您在 VPN 通道上启用具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
控，以便 VPN 通道自动对自身进行重建。
NSRP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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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NSRP-Lite 设置

如果设备 A 或 ISP A 出现故障，则设备 B 将成为主设备，而设备 A 将成为备份设
备 ( 或者在出现内部系统故障时变得不可操作 )。请参阅图 4。

图 4:  NSRP-Lite 故障切换

互联网

交换机

ISP BA

主设备 A 备份设备 B

本地网络

交换机

BAISP

设备 A 出现故障

交换机 主设备 B备份设备 A主设备 B备份设备 A

本地网络 本地网络

互联网

ISP A 出现故障

互联网

B

NSRP 概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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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P-Lite 缺省设置
NSRP-Lite 的基本配置使用以下缺省设置 : 

表 2:  缺省 NSRP-Lite 设置

基本 NSRP 设置
如果将两个接口 ( 千兆位或百兆位 ) 绑定到 HA 区段上，则编号较小的接口变为控
制链接，而编号较大的接口变为数据链接。例如，如果仅将 ethernet8 绑定到 HA 
区段上，则 ethernet8 变为控制链接。如果再将 ethernet7 绑定到 HA 区段上，则 
ethernet7 变为控制链接 ( 因为 ethernet7 的编号比 ethernet8 小 )，ethernet8 变为
数据链接。

在没有专用 HA 接口的安全设备上，必须将一个或两个物理以太网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上。如果将一个千兆位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上，则该 HA 链接同时支持控制和
数据消息。如果将一个百兆位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上，则该 HA 链接将仅支持控制
消息。

控制链接消息

有两种控制消息 : 心跳信号和 HA 消息。

心跳信号 : 定时发送心跳信号可在 NSRP 集群成员、VSD 组成员和 RTO 镜像之间
建立和维持通信。心跳信号不断通告发送方成员的状态、其系统的使用状况以及
网络的连通性。表 3 介绍了三种心跳信号消息。

设置 缺省值

Configure sync disabled

RTO sync N/A

VSD 组信息 VSD group ID: 0

Device priority in the VSD group: 100

Preempt option: disabled

Preempt hold-down time: 0 seconds

Initial state hold-down time: 5 seconds

Heartbeat interval: 1000 milliseconds

Lost heartbeat threshold: 3

NSRP 链接信息 Number of gratuitous ARPs: 4

NSRP encryption: disabled

NSRP authentication: disabled

Interfaces monitored: none

Secondary path: none

注意 : 可以将三个以上的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但是，只有前三个条目可以配置为 HA 
链接。
NSRP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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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心跳信号消息说明

HA 消息 : 两种 HA 消息如下 : 

配置消息 - 主设备向其它 VSD 组成员发送的网络和配置设置

RTO 消息 - 主设备向其它 RTO 镜像发送的 RTO

HA 消息中包括在不引起服务中断的情况下而使备份设备变为主设备的信息。

数据链接消息

数据消息为穿越防火墙的 IP 数据包，VSD 组中的备份必须将它们转发给作为主设
备的设备。当数据包到达双主动配置中安全设备的接口时，该设备首先识别哪个 
VSD 组必须处理该数据包。如果收到数据包的设备是识别 VSD 组的主设备，它自
己将处理该数据包。如果该设备不是主设备，它会通过 HA 数据链接将数据包转发
给主设备。

例如，一个负载均衡路由器可能会在会话中向设备 A (VSD 组 1 的主设备 ) 发送第
一个数据包，该设备会在其会话表中创建一个条目。如果路由器通过轮询方式 ( 即，
路由器依次向安全设备发送每个数据包 ) 发送数据包来执行负载均衡，则该路由器
可能将下一数据包发送到设备 B (VSD 组 1 的备份设备 )。因为在设备 A 中存在一
个会话条目，所以设备 B 通过数据链路将数据包转发给设备 A，由它来进行处理。

仅在安全设备处于“路由”模式中的双主动配置时，入站数据包才会通过数据链接
转发。当处于 NAT 模式时，虽然接收返回出站数据包的安全设备可能会通过数据
链接将其转发给具有该数据包所属会话条目的设备，但是路由器总是将进入数据包
发送到 MIP、VIP 或 VPN 通道网关。此种数据包转发方式产生了一个 "h" 形的路
径。像字母 h 的笔划一样，入站数据包通过一个设备直接发送，但是出站数据包
通过其它设备发送到中途，然后通过数据链接转发给第一个设备。请参阅图 5。

心跳信号消息 说明

HA 物理链接 从 NSRP 集群每个成员的 HA1 和 HA2 接口向其它成员广播消息。这
些消息的目的是监视 HA 接口的使用状况。例如，如果一个成员没有
从 HA1 收到三个连续的心跳信号，则这些设备会将控制消息的传输
转移给 HA2。适用于所有 NSRP 配置。

VSD 从 VSD 组中每个成员的 HA1 接口广播消息。VSD 组使用这些消息来
监视其所有成员的从属状态。例如，如果主设备通告它变为不可操
作，一级备份会立刻变为 VSD 组的主设备。适用于所有 NSRP 配置。

RTO 广播从每个 HA1 接口发送的消息。发送这些消息的目的是找到一个
活动的对等方，然后发送组活动消息来维持镜像关系。例如，如果一
个设备没有从它的对等方收到 16 个连续的 RTO 心跳信号，则它会将
其状态从活动转变为固定。仅限主动 / 被动配置和主动 / 被动全网状 
NSRP 配置。

注意 : 如果从镜像组中删除了一个设备，它将进入未定义状态，并且会将一条“组拆
分”消息传送到其对等方。该对等方立即从活动状态改变为固定状态 ( 而不会等
待丢失心跳信号 ) 以超越临界值。

注意 : 如果没有数据链接，则收到数据包的安全设备立即将它丢弃。
NSRP 概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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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通过数据链接转发数据包

动态路由警告信息

如果 NSRP 集群处于动态路由环境中且您禁用数据包转发，则可能会丢失到达非活
动接口的信息流。由于安全设备无法将信息流通过数据链接转发给接口处于活动状
态的安全设备，因此会丢弃信息流。当禁用数据包转发时，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安
全设备指示属于设备次要 VSD 的接口的状态是“断开”，而不是“非活动”。此
状态信号使得路由器不会将信息流发送给这些接口。

要在 NSRP 集群中禁用数据包转发，请使用 unset nsrp data-forwarding CLI 命令。

WebUI

双链接探查

可以连接冗余 HA 接口，方法是直接用电缆将一台设备上的 HA 端口连接到另一台
设备上的 HA 端口。或者，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交换网络连接两个设备上的 HA 端
口。在图 6 所示范例中，通过两台交换机 (Switch-1a 和 Switch-1b) 将设备 -A 上的 
HA1 端口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HA1 端口。为了提供冗余 HA 接口，通过 Switch-2a 和 
Switch-2b 将设备 -A 上的 HA2 端口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HA2 端口。在以下配置中，
当 HA2 链接处理网络数据消息时，设备 -A 和设备 -B 上的 HA1 端口之间的链接处
理 NSRP 控制消息。如果设备 -A 上的 HA1 端口与 Switch-1a 之间的链接断开，则设
备 -A 将控制消息的传输转移给 HA2 端口。但是，设备 -B 会因为 HA1 端口仍处于
活动状态而不识别 HA1 链接的故障，并且拒绝由 HA2 链接上设备 -A 发出的 NSRP 
控制消息。

出站封包

入站封包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禁用数据包转发。
NSRP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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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通过交换机连接 HA 链接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形，可以配置安全设备，使其通过在 HA 链接上将 NSRP 探查
请求发送给对等方来监控 HA 链接的状态。如果收到 HA 链接上对等方的回复，则
认为该请求是成功的并且 HA 链接被假定为处于链接状态。如果在指定的限制时间
范围内未收到对等方的回复，则认为 HA 链接处于断开状态。这会使安全设备在必
要时将控制消息的传输转给可用 HA 链接，即使在任一台设备 HA 端口上都没有任
何物理故障。

在 HA 链接上发送探查请求的方法有两种 : 

管理员手动发送 - 在特定 HA 链接上发送探查，每秒一次，发送次数可指定。
如果在发送指定次数的探查后未收到对等方的回复，则认为 HA 链接处于断开
状态。探查在您执行命令之后立即发送出去。

ScreenOS 自动发送 - 在所有 HA 链接上发送探查，每秒一次。(也可以指定 HA 
区段接口和发送探查的时间间隔。) 在缺省情况下，如果连续发送五个探查而
没有收到对等方的回复，则认为链接处于断开状态；可以指定不同的临界值以
便确定链接处于断开状态的时间。请注意即使主 HA 链接处于断开状态，安全
设备也会继续在该链接上发送探查。如果主 HA 链接连接恢复且在链接上再次
收到对等方的响应，则安全设备会将控制消息的传输切换回主 HA 链接。

Switch-1a

设备 -B设备 -A

HA2HA1HA2HA1

Switch-2bSwitch-2a

数据链接 = 虚线形式电缆

控制链接 = 实线形式电缆

Switch-1b
NSRP 概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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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P 集群

NSRP 集群由一组实施相同的整体安全策略并且共享相同的配置设置的安全设备组
成。将设备分配给 NSRP 集群时，对一个集群成员的配置所作的任何更改都将传播
给其它成员。

同一 NSRP 集群的成员保持如下所述的相同设置 : 

策略和策略对象 ( 如地址、服务、VPN、用户和调度 )

系统参数 (如认证服务器设置、DNS、SNMP、系统日志、URL 阻塞、防火墙检
测选项等等 )

集群的成员不传播下列配置设置，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传播的命令

NSRP set/unset nsrp cluster id number

set/unset nsrp auth password pswd_str

set/unset nsrp encrypt password pswd_str

set/un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interface

set/unset nsrp vsd-group id id_num { mode string | preempt | priority 
number }

接口 set/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anage-ip ip_addr

set/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hy …

set/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andwidth number

set/unset interface redundant number phy primary interface

属于本地接口的所有命令

被监控对象 所有 IP 跟踪、区段监控和接口监控命令

控制台设置 所有控制台命令 (set/unset console …)

主机名 set/unset hostname name_str

SNMP set/unset snmp name name_str

虚拟路由器 set/unset vrouter name_str router-id ip_addr

清除 所有 clear 命令 (clear admin, clear dhcp, …)

调试 所有 debug 命令 (debug alarm, debug arp, …)
NSRP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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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名称
由于 NSRP 集群成员可以具有不同的主机名称，由此故障切换可破坏 SNMP 通信和
数字证书的有效性，原因是 SNMP 通信和证书的正常工作依赖于设备的主机名称。

要为所有集群成员定义一个单独的名称，请使用 set nsrp cluster name name_str 
CLI 命令。

在为安全设备配置 SNMP 主机名 (set snmp name name_str)，以及在 PKCS10 证书
请求文件中定义通用名称时使用集群名称。

所有集群成员单独名称的使用，可实现 SNMP 通信和数字证书在设备故障切换后
继续使用而不中断。

ScreenOS 允许配置下列 HA 集群配置 : 

主动 / 被动配置

双主动配置

双主动全网状配置

主动 / 被动配置

为确保信息流连续流动，可以对一个冗余集群中的两台安全设备进行电缆连接和配
置，其中一台设备用作主设备，另一台用作备份设备。主设备将其所有网络和配置
设置以及当前会话信息传播到备份设备。如果主设备出现故障，备份设备会晋升为
主设备并接管信息流处理。

在图 7 中，两台设备均处于主动 /被动配置；即主设备为主动，处理所有防火墙和 
VPN 活动，备份设备为被动，等待主设备发生故障时接管。

图 7:  主动 / 被动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 NSRP 集群名称。

注意 : 在没有专用 HA 端口的设备上，在配置 NSRP 集群前必须将该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

注意 : 仅显示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A B

主 备份

Untrust 区段

100% 的流量
流过设备 A。
设备 B 被动
等待。

Trust 区段

故障切换后，
100% 的流量
流过设备 B。Untrust 区段

BA

Trust 区段

主

NSRP 集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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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主动配置

设备 A 和设备 B 各接收 50% 的网络和 VPN 信息流。如果设备 A 出现故障，设备 
B 将成为 VSD 组 1 的主设备，同时继续作为 VSD 组 2 的主设备，处理 100% 的信
息流。图 8 显示了在双主动配置中故障切换引起的信息流重定向。

图 8:  双主动

尽管处于双主动配置的两台设备分开的会话总数不能超过单个安全设备的容量 ( 否
则，在出现故障切换时，多余的会话将丢失 )，但添加的第二台设备使可用的潜在
带宽加倍。第二台主动设备也保证两台设备都具有网络连接功能。

为更好地分配超出带宽的带宽，HA1 处理 NSRP 控制消息而 HA2 处理网络数据消
息。但是，如果任一个端口在有千兆位 HA1 和 HA2 接口的安全设备上发生故障，
则另一个活动端口会承担这两种信息流。对于必须将百兆位接口用于数据链接的安
全设备，数据链接的故障会导致仅有一个活动 HA 链接来控制消息。如果控制链接
在此类设备上发生故障，则数据链接就变成为控制链接，仅能发送和接收控制消
息。请参阅图 9。

注意 : 尽管备份设备为被动配置，即不处理信息流，但它通过连续不断地从主设备接收
配置设置和会话信息，始终与主设备保持同步。

注意 : 仅显示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A B BA
50% 的流量
流过每个设
备 - A 和 B。

主主 备份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故障切换后，
100% 的流量
流过设备 B。

注意 : 双主动配置的每台设备都可在短期内容忍流量激增超过单个设备容量的 50% 的
情况；但是，在此阶段出现故障切换时，多余的流量将丢失。
NSRP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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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专用高可用性链接和用户分配的高可用性链接

双主动全网状配置

图 10:  将容错机制引入网络

除 NSRP 集群 ( 主要负责在组成员间传播配置并通告每个成员的当前 VSD 组状态 ) 
外，还可以将设备 A 和设备 B 配置为 RTO 镜像组中的成员，该镜像组负责维持一
对设备之间执行对象 (RTO) 的同步性。主设备出现故障时，备份设备将通过维持所
有当前会话，立即在 短的服务停顿时间内担当起主设备的角色。

如果 HA1 或 HA2 之一出现故障，则会通过
另一个 HA 链接来发送控制和数据消息。

如果 ethernet7 或 ethernet8 之一发生故障，则
仅通过另一个 HA 链接来发送控制消息。

( 千兆位链接 ) ( 百兆位链接 )HA1 
控制
链接

HA2 
数据
链接

eth8 
数据
链接

eth7 
控制
链接

注意 : 如果在 HA 端口之间使用交换机，则应使用基于端口的 VLAN，它不会与先前数
据包上的 VLAN 标记发生冲突。

用户定义的区段

路由器 
( 使用 VRRP)

冗余对中的
交换机

VSD 备份状态

VSD 组 1

VSD 组 2

VSD 1 主状态

设备 A 设备 B

备份设备 (VSD 2)

冗余对中的
交换机

Trust 区段 DMZ 区段

Untrust 区段

VSD 2 备份状态 VSD 2 主状态
NSRP 集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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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加密和验证确保所有 NSRP 信息流的安全。NSRP 支持 DES 和 MD5 算
法。( 有关这些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协议”。)

如果要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监控安全设备，可从 
www.juniper.net/support 下载专用的 NSRP MIB。( 有关 SNMP 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3-66 页上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NSRP 集群认证和加密
由于 NSRP 通信的机密特性，可以通过加密和认证保障所有 NSRP 流量的安全。对
于加密和认证，NSRP 分别支持 DES 和 MD5 算法。

要启用认证或加密，必须提供集群中每台设备的密码。

WebUI

Network > NSRP > Clust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NSRP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选择 ), pswd_str
NSRP Encryption Password: ( 选择 ), pswd_str

CLI

set nsrp auth password pswd_str
set nsrp encrypt password pswd_str

执行对象
执行对象 (RTO) 是正常操作过程中在内存中动态创建的代码对象。RTO 的范例有会
话表条目、ARP 高速缓存条目、DHCP 租用和 IPSec 安全联盟 (SA) 等。出现故障切
换时，由新的主设备维持当前的 RTO 以避免服务中断，这是很关键的。

要实现此目的，由 NSRP 集群的成员备份 RTO。

注意 : RTO 是设备正常操作时在安全设备内存中动态创建的对象。RTO 允许设备了解它
周围的网络并实施其策略。RTO 的范例有 TCP/UDP 会话、IPSec 阶段 2 安全联盟 
(SA)、DHCP 分配、RSA 和 DSS 密钥对、ARP 表和 DNS 高速缓存。

注意 : 如果将 HA 电缆直接从一台安全设备连接到另一台设备 ( 即不通过一个交换机转
发其它种类的网络流量 )，则不必使用加密和认证。

注意 : 如果设备之间用电缆直接连接，则无需使用认证和加密。但是，如果通过一台连接
其它设备的交换机用电缆连接设备，则可能需要考虑执行这些额外的安全措施。

注意 : 使用策略可指定要备份的会话和不备份的会话。对于不想备份的会话的信息流，
应用 HA 会话备份选项禁用的策略。在 WebUI 中，取消选中 HA Session Backup 
复选框。在 CLI 中，在 set policy 命令中使用 no-session-backup 参数。在缺省
情况下，会话备份会启用。
NSRP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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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均从其它成员备份 RTO，这样，双主动 HA 方案中的任一 VSD 组的主设
备出现故障时，都能维持 RTO。

在当前的 ScreenOS 版本中，不必将一个或多个 RTO 镜像组配置为与 NSRP 集群中
成员的 RTO 同步。将安全设备定义为集群的一员，并指定 RTO 同步自动启用本地
设备，以便发送和接收 RTO。

在缺省情况下，NSRP 集群成员不会同步 RTO。启用 RTO 同步前，必须首先同步集
群成员之间的配置。除非集群中两个成员的配置相同，否则 RTO 同步可能会失败。

要启用 RTO 同步 : 

WebUI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Synchronization，然后
单击 Apply。

CLI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ave

要在充当 NSRP 集群中的发送方的设备上禁用 RTO 会话同步 : 

WebUI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取消选择 NSRP Session 
Synchroniza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nsrp rto-mirror session off
save

在设备上发布此命令只禁用该设备与集群中其它设备的会话同步。

RTO 镜像操作状态
两个 NSRP 集群成员发起它们的 RTO 镜像关系的过程由两种操作状态 - 设置和活
动来开发。通过这些状态的设备过程如下 : 

1. 将第一台设备添加到组中后，其状态为设置。在设置状态中，设备等待其对等
方加入组。作为 RTO 的接收方，它定期传送接收方就绪消息 
(receiver-ready)，宣布自身的可用性。作为 RTO 的发送方，它处于等待状态，
直到从具有相同集群 ID 的设备获得接收方就绪消息为止。

2. 添加对等方，并且两台设备的电缆都正确连接为 HA 后，会出现以下操作 : 

a. 接收方发送一条接收方就绪消息。

b. 发送方获得接收方就绪消息，并立即发送组活动消息，以便通知其对等方
自己的状态现在为活动。

c. 接收方然后也将自己的状态更改为活动。

注意 : 发生故障切换时，镜像主设备的设备 适合用作替换主设备，即使另一个 VSD 组
成员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在当前的 ScreenOS 版本中，与上述优先级顺序无关，
因为在一个 NSRP 集群中只能有两个设备。
NSRP 集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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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 RTO 从发送方传递到接收方外，两个活动镜像都按用户定义的间隔发送 
RTO 心跳信号，与它们的操作状态进行通信。

要定义心跳信号间隔 : 

WebUI

Network > NSRP > Link: 在 Interval 字段中输入一个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nsrp rto-mirror hb-interval number
save

如果设备没有从它的对等方收到指定的连续心跳信号，则它会将其状态从活动更改
为设置。

要定义促进状态转变所需的丢失心跳信号临界值 : 

WebUI

Network > NSRP > Link: 在 Threshold 字段中输入一个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nsrp rto-mirror hb-threshold number
save

如果要清除非活动 VSI 的会话 : 

WebUI

CLI

set nsrp rto-mirror session clear-on-inactive
save

NSRP 集群同步
将新设备添加到活动 NSRP 集群中时，必须使 VSD 组主设备的配置和文件 ( 如 PKI 
公开 / 私有密钥文件 ) 与新设备同步。同步配置和文件后，必须同步执行对象 
(RTO)。集群成员由于任何原因而无法同步后，也必须同步配置、文件和 RTO。

NSRP 允许同步下列信息 : 

文件

配置

路由

注意 : 要维持同样的 RTO 心跳信号设置，应传播 set nsrp rto-mirror hb-interval 
number 和 set nsrp rto-mirror hb-threshold number CLI 命令。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清除 rto-mirror 会话。
NSRP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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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象

系统时钟

文件同步

要同步所有文件 : 

WebUI

CLI

1. 同步文件
exec nsrp sync file from peer

或同步单个文件

exec nsrp sync file name name_str from peer

2. 重新应用所有许可
exec license-key update

要同步 PKI 对象 ( 如本地和 CA 证书、密钥对和 CRL)，请使用 CLI exec nsrp sync 
global-config save CLI 命令。

配置同步

如果在一台设备上进行任何配置更改，而集群中的另一设备重新启动 ( 或者如果所
有 HA 链接都出现故障 ) 时，配置设置就有可能变得不同步。

在缺省情况下，NSRP 集群中的设备不同步配置和文件。此设置十分有用，例如，
当要通过 NetScreen-Security Manager 来进行所有配置更改时。

要启用自动配置同步，请对集群中的所有成员使用 set nsrp config sync CLI 命令 
(WebUI 不支持此选项 )。

启用自动配置同步前，建议您先手动在集群成员间同步文件 ( 如 PKI 对象 )。如果
同步了配置，但某个集群成员却丢失了配置中引用的某个文件，则该配置对于该成
员来说将变为无效。为避免此情况的发生，请先同步文件，然后再同步配置。

要发现一台设备的配置与另一台设备的配置是否超出同步，请使用 exec nsrp sync 
global-config check-sum CLI 命令。输出结果说明两台设备的配置是在同步范围内
还是超出同步范围，并提供本地和远程设备的校验。

如果配置不同步，请使用 exec nsrp sync global-config save CLI 命令使它们重新
同步。在重新同步配置后，必须重新启动设备。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同步文件。

注意 : 只有在同步所有文件时才应用许可密钥更新。

注意 : 由于“NetScreen 可靠传输协议”(NRTP) 与 TCP 协议类似，开销较低，所以集群
中活动设备上的配置很少变得不同步。
NSRP 集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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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同步

如果使用“动态路由协议”(DRP) 路由配置的 NSRP 主动 / 被动集群内的设备上出
现故障切换，则在备份设备成为主设备并且将其路由表与其对等方汇集在一起时，
信息流将被中断。但是，如果将主设备配置为同步路由，则即使在备份设备变为主
设备并且与其对等方汇集在一起时，它仍能够继续发送信息流。

在主 NSRP 设备上配置路由同步时，需要在没有本地虚拟路由的 VSD 接口中设置
路由。除同步请求只应用到路由外，DRP 路由的同步与 RTO 镜像同步类似。

要在 NSRP 主动 / 被动集群上配置路由同步 : 

WebUI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Route Synchronization，输入 
Threshold 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nsrp rto-mirror route number
save
exec nsrp sync rto route from peer

执行对象同步

如果在集群中的一台设备上启用了 RTO 镜像同步 ( 请参阅第 37 页上的“手动同步 
RTO”)，则在设备重新启动时，RTO 会自动重新同步。但是，如果禁用 RTO 镜像
同步 ( 可能在设备上执行调试或维护 )，则再次启用 RTO 同步时，必须手动重新同
步所有 RTO。

表 5 提供了同步 RTO 所需的 CLI 命令。

WebUI

表 5:  用于 RTO 同步的 CLI 命令

系统时钟同步

NSRP 中包含一种机制，用于同步 NSRP 集群成员的系统时钟。当手动设置系统时
钟时，NSRP 时间同步机制使各成员的时钟正确地保持同步。但是，如果使用“网
络时间协议”(NTP) 设置所有集群成员上的系统时钟，然后使用 NSRP 使时钟的时
间同步，则时间就有可能变成不同步。尽管 NSRP 同步操作以秒为单位，但 NTP 
服务器却采用次秒级的定时机制。由于处理延迟可能导致每个集群成员的时间相差
几秒，所以建议您当所有集群成员均启用 NTP 时禁用 NSRP 时间同步，这样每个
成员可通过 NTP 服务器更新各自的系统时钟。要禁用 NSRP 时间同步功能，请使
用 set ntp no-ha-sync CLI 命令。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同步 RTO。

同步方法 CLI 命令

手动 exec nsrp sync rto all

选定的 RTO，如 ARP、DNS、会话或 VPN exec nsrp sync rto {...}

自动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NSRP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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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VSD 组

“虚拟安全设备”(VSD) 组是一对物理安全设备，它们共同组成一个 VSD。一台物
理设备充当 VSD 组的主设备。VSD 的“虚拟安全接口”(VSI) 被绑定到主设备的物
理接口上。另一个物理设备充当备份设备。如果主设备出现故障，则 VSD 故障切
换到备份设备，并且 VSI 绑定转移到备份设备的物理接口，该备份设备立即晋升为
主设备。

通过将两台安全设备分组到两个 VSD 组中，每台物理设备在一个组中作为主设
备，在另一个组中作为备份设备，两台设备都可作为主设备来主动处理信息流，同
时在发生故障切换时互相备份。

根据初始 NSRP 配置，优先级编号 接近 0 的 VSD 组成员成为主设备。( 缺省值
为 100。) 如果两台设备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则具有 大 MAC 地址的设备将成为
主设备。

抢先选项
通过将要成为主设备的设备设置为抢先模式，可以确定更好的优先级编号 (接近零 ) 
是否能发起故障切换。如果在该设备上启用抢先选项，则在当前主设备具有较小的
优先级号 ( 非零 ) 时，该设备变成 VSD 组的主设备。如果禁用此选项，优先级比备
份设备低的主设备可保持其位置 ( 由于内部问题或错误的网络连接方式等因素而导
致的故障切换除外 )。

使用抑制时间延迟故障切换，可防止在邻接的交换机端口忽隐忽现时快速故障切换
造成的混乱，也可确保在新的主设备可用前，周围的网络设备有足够的时间协商新
的链接。

要设置 VSD 组 : 

WebUI

Network > NSRP > VSD Group > Configuration: 

Group ID: 2
Priority: 1
Enable Preempt: ( 选择 )
Preempt Hold-down Time: 0
Status: (Read Only)

CLI

set nsrp vsd-group id 2 preempt hold-down 0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同步系统时钟。

注意 : 在当前版本中，一个 VSD 组可以有两个成员。在以后的版本中，可以有两个以上
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一台设备充当主设备，另一台设备充当一级备份设备，
其余的 VSD 组成员充当备份设备。
VSD 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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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状态
表 6 提供了 VSD 组成员的状态说明。

WebUI

表 6:  VSD 组状态

要确定初始状态抑制时间，将暂停初始化值乘以 VSD 心跳信号间隔 (暂停初始化 x 
心跳信号间隔 = 初始状态抑制时间 )。例如，如果暂停初始化值为 5，心跳信号间
隔为 1000 毫秒，则初始状态抑制时间为 5,000 毫秒，或为 5 秒 (5 x 1000 = 
5000)。

心跳信号消息
每个 VSD 组成员 ( 即使它处于初始、无资格或不可操作状态 ) 都可通过每时间间隔
发送心跳信号消息与它的组成员进行通信。这些消息使每个成员知道其它每个成员
当前的状态。心跳信号消息包括下列信息 : 

设备的设备 ID

VSD 组 ID

VSD 组成员状态 ( 主设备、一级备份或备份 )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 VSD 组成员。

状态 说明

主设备 处理发送到 VSI 的流量的 VSD 组成员的状态。它是主设备。

主备份 当主设备发生故障时，成为主设备的 VSD 组成员的状态。选择过程使用
设备优先级确定要晋升的成员。请注意，在选择新的主设备时，RTO 对
等方优先于任何其它 VSD 组成员，即使该成员具有更好的优先分级。

备份 监控一级备份的状态并在当前设备让位时，将一个备份设备选择为一级
备份的 VSD 组成员的状态。

初始 设备启动或通过 set nsrp vsd-group id id_num CLI 命令添加设备时，
VSD 组成员加入 VSD 组时的瞬间状态。要指定 VSD 组成员保持初始状
态的时间，请使用 set nsrp vsd-group init-hold number CLI 命令。

无资格 管理员有意指派一个 VSD 组成员，使其不能参与选择过程的状态。要为 
VSD 组成员设置无资格状态，请使用 set nsrp vsd-group id id_num 
mode ineligible CLI 命令。

不可操作 系统检查并确定设备有内部问题 ( 如没有处理板 ) 或网络连接问题 ( 如接
口链接失败 ) 后 VSD 组成员的状态。

注意 : 如果减少 VSD 心跳信号间隔，则应增加暂停初始化值。有关配置心跳信号间隔的
信息，请参阅第 20 页上的“心跳信号消息”。

注意 : 设备从无资格状态 ( 发出 exec nsrp vsd-group id id_num mode backup CLI 命令时 ) 
或不可操作状态 ( 系统或网络问题已修正时 ) 返回时，必须首先通过初始状态。
VS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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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优先级

RTO 对等方信息

发送 VSD 心跳信号的间隔可以配置 (200、600、800 或 1000 毫秒；缺省值为 
1000 毫秒 )。ScreenOS 还允许您配置失去心跳信号临界值，用于确定认为 VSD 组
成员丢失的时间。

要配置 VSD 组心跳信号值 : 

WebUI

CLI

set nsrp vsd-group hb-interval number
set nsrp vsd-group hb-threshold number

心跳信号消息通过 HA1 链接发送。有关 HA1 和 HA2 接口以及通过每个接口进行
通信的消息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双链接探查”。

VSI 和静态路由
创建 VSD 组后，必须将“虚拟安全接口”(VSI) 绑定到 VSD。将安全设备放置在 
NSRP 集群中时，所有安全区段接口都变成 VSD 组 0 的 VSI。对于在安全设备上配
置的每个安全区段，必须用其它 ID 将 VSI 手动指定给 VSD。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一个条目添加到它的路由表中，用于 VSI 的直接子网。
对于直接子网以外地址的静态路由，必须为每个 VSI 手动建立路由表条目，通过它
们，安全设备将流量转发到那些地址。例如，如果有两个 VSD 并且要将缺省路由
配置到 Untrust 区段中的路由器，则必须为两个 VSD 的 Untrust 区段 VSI 建立路由
表条目。如果仅在一个 VSD ( 如 VSD 0) 上设置缺省路由，则充当另一 VSD ( 如 
VSD 1) 的主设备的安全设备必须将所有发送给它的出站信息流通过 HA 数据链接
发送到充当 VSD 0 的主设备的设备。请参阅图 11。

注意 : 如果设备处于不可操作状态，并且所有 HA 链接都中断，则它既不能发送也不能
接收 VSD 心跳信号消息，除非为这些消息配置了二级路径。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 VSD 组心跳信号值。
VSD 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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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使用静态路由通过 VSI 转发信息流

如果仅在 VSD 0 上
设置了缺省路由，
则作为 VSD 1 主设
备的设备 -B 必须将
其在 Trust 区段 VSI 
接收到的出站信息
流通过 HA 数据链接
转发到设备 -A。

设备 -A 将其从 
Untrust 区段 VSI 发送
到外部路由器。

如果在 VSD 0 和 VSD 1 
上都设置了缺省路由，
则两台安全设备都会将
它们在 Trust 区段 VSI 接
收到的出站流量从自己
的 Untrust 区段 VSI 转发
到外部路由器。

主 VSD 0

备份设备 
VSD 0

设备 -B

设备 -A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设备 -B

备份设备 
VSD 1

主 VSD 1

主 VSD 0

备份设备 
VSD 0

备份设备 
VSD 1

主 VSD 1

设备 -A

Untrust 区段
VS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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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范例

要配置两个安全设备使其具有高可用性，必须用电缆将它们连接到网络并将它们互
相连接，然后用 NSRP 将它们配置为 HA。

本节提供以下 NSRP 配置范例 : 

第 23 页上的“双主动全网状 NSRP 设备的电缆连接”

第 26 页上的“创建 NSRP 集群”

第 28 页上的“配置主动 / 被动 NSRP 集群”

第 31 页上的“配置双主动 NSRP 集群”

第 37 页上的“手动同步 RTO”

第 37 页上的“配置手动链接探查”

第 37 页上的“配置自动链接探查”

双主动全网状 NSRP 设备的电缆连接
双主动全网状提供了 高级别的可用性，因为无论它是交换机、路由器还是 
Juniper Networks 设备，都能确保不存在单一故障点。每台设备均与连接交换机或
路由器之间进行双重连接。虽然不是必需的，但在每台安全设备之间也进行了双重 
HA 链接。这样，当一个 HA 链接被切断时，每台设备仍能继续通信。图 12 和
图 13 说明了两个安全设备彼此之间的电缆连接，以及它们与内部交换机和外部交
换机的冗余对之间的电缆连接。然后外部交换机通过电缆连接到运行 VRRP 的冗余
路由器对，从而完成全网状配置。图 12 显示带有专用 HA 接口的两个安全设备。
图 13 显示用网络接口处理 HA 信息流的两个安全设备。

图 12:  带有专用 HA 接口的安全设备的电缆连接

注意 : 根据部署安全设备的拓扑结构以及所使用的交换机和路由器的种类，图 12 中提
供的电缆连接可能与您的网络要求有所不同。

路由器 
( 使用 VRRP)

冗余交换机

设备 -B

Trust 区段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的 HA1 
连接到 HA1，HA2 连接到 HA2。

实线 = 主链接 
虚线 = 次链接

Untrust 区段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的物
理接口连接到外部和内部交
换机。

用电缆将外部交换机连接
到路由器。

BA

设备 -A

冗余交换机

注意 : 接口 ethernet1/1 和 ethernet1/2 
是冗余接口 red1 的成员。接口 
ethernet2/1 和 ethernet2/2 是冗余接口 
red2 的成员。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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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用电缆连接全网状配置中的 NSRP 的两个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设备 A 和设备 B: HA 链接

1.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上的 HA1 接口连接在一起。

2.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上的 HA2 接口连接在一起。

设备 A: Redundant1 (eth1/1 和 eth1/2)，Untrust 区段

3. 用电缆将 ethernet1/1 和外部交换机 A 相连接。(ethernet1/1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中冗余接口 red1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4. 用电缆将 ethernet1/2 和外部交换机 B 相连接。(ethernet1/2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中 red1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A: Redundant2 (eth2/1 和 eth2/2)，Trust 区段

5. 用电缆将 ethernet2/1 和外部交换机 C 相连接。(ethernet2/1 是绑定到 Trust 区
段中冗余接口 red2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6. 用电缆将 ethernet2/2 和外部交换机 D 相连接。(ethernet2/2 是绑定到 Trust 区
段中 red2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B: Redundant1 (eth1/1 和 eth1/2)，Untrust 区段

7. 用电缆将 ethernet1/1 和外部交换机 B 相连接。(ethernet1/1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中冗余接口 red1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8. 用电缆将 ethernet1/2 和外部交换机 A 相连接。(ethernet1/2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段中 red1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B: Redundant2 (eth2/1 和 eth2/2)，Trust 区段

9. 用电缆将 ethernet2/1 和内部交换机 D 相连接。(ethernet2/1 是绑定到 Trust 区
段中冗余接口 red2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10. 用电缆将 ethernet2/2 和内部交换机 C 相连接。(ethernet2/2 是绑定到 Trust 区
段中 red2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交换机和路由器

11. 用电缆将冗余外部交换机连接在一起。

12. 用电缆将外部交换机与冗余路由器相连接，其配置与安全设备连接到交换机所
使用的配置相同。

13. 用电缆将内部冗余交换机连接在一起。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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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用网络接口来处理 HA 链接的安全设备

将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绑定到两个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上的 HA 区段
后，如下所示，用电缆按全网状配置连接 NSRP 的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HA 链接

1.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上的 ethernet7 接口连接在一起。

2.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上的 ethernet8 接口连接在一起。

设备 A: Redundant1 (ethernet1 和 ethernet2)，Untrust 区段

3. 用电缆将 ethernet1 和外部交换机 A 相连接。(ethernet1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
段中冗余接口 red1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4. 用电缆将 ethernet2 和外部交换机 B 相连接。(ethernet2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
段中 red1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A: Redundant2 (ethernet3 和 ethernet4)，Trust 区段

5. 用电缆将 ethernet3 和内部交换机 C 相连接。(ethernet3 是绑定到 Trust 区段中
冗余接口 red2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6. 用电缆将 ethernet4 和内部交换机 D 相连接。(ethernet4 是绑定到 Trust 区段
中 red2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B: Redundant1 (ethernet1 和 ethernet2)，Untrust 区段

7. 用电缆将 ethernet1 和外部交换机 B 相连接。(ethernet1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
段中冗余接口 red1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8. 用电缆将 ethernet2 和外部交换机 A 相连接。(ethernet2 是绑定到 Untrust 区
段中 red1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设备 B: Redundant2 (ethernet3 和 ethernet4)，Trust 区段

9. 用电缆将 ethernet3 和内部交换机 D 相连接。(ethernet3 是绑定到 Trust 区段
中冗余接口 red2 上的两个物理接口之一。)

10. 用电缆将 ethernet4 和内部交换机 C 相连接。(ethernet4 是绑定到 Trust 区段中 
red2 上的另一个物理接口。)

将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绑定到每个
安全设备的 HA 区段。然后将绑定
到 HA 区段的接口用电缆连接在
一起 : 

- 设备 A 上的 eth7 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eth7

- 设备 A 上的 eth8 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eth8

注意 : 接口 ethernet1 和 ethernet2 是
冗余接口 red1 的成员。

接口 ethernet2 和 ethernet3 是冗余
接口 red2 的成员。

用电缆将每个安全设备的
物理接口连接到外部和
内部交换机。

用电缆将外部交换机连接
到路由器。

路由器
( 使用 VRRP)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DC

BA

实线 = 主链接
虚线 = 次链接

设备 -B设备 -A

冗余交换机

冗余交换机
配置范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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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和路由器

11. 用电缆将冗余外部交换机连接在一起。

12. 用电缆将外部交换机与冗余路由器相连接，其配置与安全设备连接到交换机所
使用的配置相同。

13. 用电缆将内部冗余交换机连接在一起。

创建 NSRP 集群
网络的可靠性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 重要的必备条件。要确保网络始终可用，网络
设备必须能够在出现故障时切换到冗余设备。实现此目标的 基本设置是具备在第
一个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取而代之的额外设备 ( 主动 / 被动 )。在 ScreenOS 中，在
所有 NSRP 集群中都能保证获得此冗余设备。由于 NSRP 集群成员可以具有不同的
主机名称，由此故障切换可破坏 SNMP 通信和数字证书的有效性，原因是 SNMP 
通信和证书的正常工作依赖于设备的主机名称。

要为所有集群成员定义单独的名称，请键入以下 CLI 命令 : 

set nsrp cluster name name_str

在为安全设备配置 SNMP 主机名 (set snmp name name_str)，以及在 PKCS10 证书
请求文件中定义通用名称时使用集群名称。

所有集群成员单独名称的使用，可实现 SNMP 通信和数字证书在设备故障切换后
继续使用而不中断。

在图 14 所示范例中，将设备 A 和设备 B 分组到 NSRP 集群 ID 1 中，集群名称为 
"cluster1"。也可在每台设备上指定以下设置 : 

NSRP 通信安全 : 指派密码为 725dCaIgDL 和 WiJoaw4177，创建认证和加密密
钥以保证 NSRP 通信安全。

将两台设备都分组到相同集群中并给定它们相同的认证和加密密码后，可以在设备 
A 或设备 B 上输入下列设置。( 在集群中一台设备上输入的大部分设置将传播给另
一台设备。对于不传播命令的列表，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表 4。)

接口监控 : 选择 ethernet1 ( 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 和 ethernet2 ( 绑定到 Trust 区
段 ) 以监控第 2 层网络连接。

二级链接 : 在 HA1 和 HA2 链接都停止作业时，指定 ethernet2 接口传送 VSD 
心跳信号。此功能的目的是，防止在两个 HA 链接都失败时出现多个 VSD 组
主设备。

无偿 ARP 广播 : 将 ARP 广播的数量指定为 5 ( 缺省值为 4)。出现故障切换后，
ARP 广播通知周围网络设备新的主设备的 MAC 地址。

( 这些设备上的所有接口都变成 VSD 组 0 的 VSI。在第 19 页上的“VSD 组”中创
建这些设备的第二个 VSD 组。)

注意 : 在没有专用 HA 端口的设备上，在配置 NSRP 集群前必须将该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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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NSRP 集群

WebUI ( 设备 -A)

1. NSRP 集群和通信安全

Network > NSRP > Clust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Cluster ID: 1
NSRP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选择 ), 725dCaIgDL
NSRP Encryption Password: ( 选择 ), WiJoaw4177

WebUI ( 设备 -B)

2. NSRP 集群和通信安全

Network > NSRP > Clust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Cluster ID: 1
Number of Gratuitous ARPs to Resend: 5
NSRP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选择 ), 725dCaIgDL
NSRP Encryption Password: ( 选择 ), WiJoaw4177

3. NSRP 设置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Interface > VSD ID: Device Edit Interface: 选择 
ethernet1 和 ethernet2，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Link: 从 Secondary Link 下拉列表中选择 ethernet2，然后
单击 Apply。

CLI ( 设备 -A)

1. NSRP 集群和通信安全
set nsrp cluster id 1
set nsrp auth password 725dCaIgDL
set nsrp encrypt password WiJoaw4177
save

CLI ( 设备 -B)

2. NSRP 集群和通信安全
set nsrp cluster id 1
set nsrp auth password 725dCaIgDL
set nsrp encrypt password WiJoaw4177
save

NSRP 集群 ID: 1
A

B

注意 : 可以通过 CLI 仅设置一个集群名称。
配置范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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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SRP 设置
set nsrp cluster name cluster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nsrp secondary-path ethernet2
set nsrp arp 5
save

配置主动 / 被动 NSRP 集群
在图 15 所示的范例中，用电缆将设备 -A 上的 ethernet7 连接到设备 -B 上的 
ethernet7。同样地，用电缆连接 ethernet8 接口。然后将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绑定到 HA 区段。为两台设备上的 Trust 区段接口设置管理 IP 地址 ( 设备 -A 为 
10.1.1.20，设备 -B 为 10.1.1.21)。然后将每台设备指派给 NSRP 集群 ID 1。设备
成为 NSRP 集群的成员时，它们的物理接口的 IP 地址自动变成用于 VSD 组 ID 0 的
“虚拟安全接口”(VSI) 的 IP 地址。每个 VSD 成员的缺省优先级为 100，具有较高
设备 ID 的设备变成 VSD 组的主设备。

配置设备以监控端口 ethernet1 和 ethernet3，以便在任何一个端口失去网络连接
时触发设备故障切换。也启用 RTO 的自动同步。

图 15:  基本主动 / 被动配置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ethernet8 被帮定到 HA 区段。仅当已将其绑定到其它区段时，才
有必要将其绑定到 HA 区段。此外，在没有专用 HA 端口的设备上，在配置 NSRP 
集群前必须将该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

A B

备份 ( 设备 ID: 
1032544)

Untrust 接口 
ethernet1 
物理 IP: 
210.1.1.1/24

Trust 接口 
ethernet3 
物理 IP: 
10.1.1.1/24
管理 IP: 
10.1.1.1.21

HA 接口 :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 不需要 
IP 地址 )

VSD 组 0 
Untrust 区段 VSI: 
210.1.1.1 
Trust 区段 VSI: 
10.1.1.1

主 ( 设备 ID: 
1684080)

Untrust 接口 
ethernet1 
物理 IP: 
210.1.1.1/2

Trust 接口 
ethernet3 
物理 IP: 
10.1.1.1 /24 
管理 IP: 
10.1.1.20

HA 接口 :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 不需要 
IP 地址 )

集群 ID 1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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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7):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HA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8):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HA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 IP: 10.1.1.2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2. NSRP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Interface > VSD ID: Device Edit Interface: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1: ( 选择 ); Weight: 255
ethernet3: ( 选择 ); Weight: 255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Synchronization，然后
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Cluster: 在 Cluster ID 字段中，键入 1，然后单击 Apply。

注意 : NSRP 故障切换临界值的缺省设置为 255。因此，如果权重为 255 时 ethernet1 
或 ethernet3 失败，则其故障将触发设备故障切换。

注意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 RTO 同步选项，则无法用 CLI 命令 exec nsrp sync rto all 手动
同步 RTO。如果不启用同步，RTO 将被丢弃。
配置范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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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B)

3.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7):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HA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8):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HA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Static IP: ( 出现时选择此选项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Manage IP: 10.1.1.2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4. NSRP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Interface > VSD ID: Device Edit Interface: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thernet1: ( 选择 ); Weight: 255
ethernet3: ( 选择 ); Weight: 255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Synchronization，然后
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Cluster: 在 Cluster ID 字段中，键入 1，然后单击 Apply。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7 zone ha
set interface ethernet8 zone ha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2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ip 10.1.1.2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nat

2. NSRP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nsrp cluster id 1
save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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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B)

3.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7 zone ha
set interface ethernet8 zone ha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2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ip 10.1.1.2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nat

4. NSRP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nsrp cluster id 1
save

配置双主动 NSRP 集群
在用电缆将安全设备连接在一起和连接到周围的网络设备后，即可将它们配置为 
HA。完整的双主动配置包括以下步骤 : 

1. 创建 NSRP 集群，它将自动创建 VSD 组 0

2. 在集群中创建第二个 VSD 组

3. 启用设备故障跟踪方法，如接口监控和路径监控

图 16 中所示的范例根据第 55 页上的 "save" 配置的接口而建立，在本例中，用 ID 
1 创建 NSRP 集群并将两个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命名为 "cluster1"，它们没
有配置任何用户定义的其它设置。

创建 NSRP 集群时，安全设备会自动创建 VSD 组 0。定义 VSD 组 1。指定设备 A 
的优先级，在 VSD 组 0 中为 1，在 VSD 组 1 中为 100 (缺省值)。指定设备 B 的优
先级，在 VSD 组 1 中为 1，在 VSD 组 0 中保留其缺省优先级 (100)。

注意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 RTO 同步选项，则无法用 CLI 命令 exec nsrp sync rto all 手动
同步 RTO。

被监控接口的缺省权重为 255，且缺省 NSRP 故障切换临界值为 255。因此，如
果权重为 255 时 ethernet1 或 ethernet3 失败，则其故障将触发设备故障切换。
在 CLI 中，如果未指定被监控接口的权重，则安全设备将使用缺省值 (255)。

注意 : 执行此配置后，键入 get nsrp 命令，检查设备自动创建的、并且记录在第 6 页上
的缺省 NSRP 设置。

注意 : 为启用命令传播，必须先定义每个设备上的集群 ID 号。下列设置不能传播，并
且必须在集群中的每个设备上进行配置 : VSD 组、VSD 优先级、认证和加密密
码、管理 IP 地址，以及 IP 跟踪设置。所有其它命令在集群中的设备间是可以传
播的。
配置范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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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口监控选项来监控两个冗余接口 (redundant1 和 redundant2)，以保证第 2 
层网络的连通性。如果任何受监控接口的物理主接口出现故障，该设备会立即切换
到次接口。如果两个包含受监控冗余接口成员的物理接口出现故障，则该设备会切
换到其它设备。

可以将 ethernet2/1 接口定义为 VSD 心跳信号消息的次链接，以及定义某设备发生 
5 次故障切换后无偿的 ARP 数。因为 HA 电缆直接在两个安全设备之间运行，所以 
NSRP 集群成员之间的通信不需要认证和加密。

也可以为每个 Untrust 区段 VSI 设置一个到缺省网关 (210.1.1.250) 的路由，以及为
每个 Trust 区段 VSI 设置一个到内部网络的路由。所有安全区域都在 trust-vr 路由
域中。

后，在使两台设备配置变为同步之后，启用 RTO 同步。

图 16:  主动 / 被动 NSRP 配置

注意 : VSD 组 ID "0" 不会出现在 VSD 0 的 VSI 名称中。VSI 仅由 redundant1 识别，而不是
由 redundant1:0 识别。

注意 : 冗余接口是可选的，并且双主动配置不需要冗余接口。

在此显示的地址和配置
对于两个安全设备都是
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管理 IP 
地址。

在设备 A 上，管理 IP 
为 10.1.1.21 而且是在 
redundant2 接口上。

在设备 B 上，管理 IP 
为 10.1.1.22 而且是在 
redundant2 接口上。

Untrust 区段
VSI

冗余接口

物理接口

冗余接口

Trust 区段 VSI

优先级 1

VSD 组 0

优先级 2

redundant1

redundant2

优先级 2

VSD 组 1

优先级 1

Untrust 区段

redundant2 
10.1.1.1/24

Trust 区段 
10.1.1.0/24

redundant1 
210.1.1.1/24

NSRP 
集群 ID 1

redundant1:1 
210.1.1.2/24

redundant1 
210.1.1.1/24

redundant1:1 
210.1.1.2/24

Untrust 区段中缺省
网关的 IP 地址为 
210.1.1.250。

redundant2:1 
10.1.1.2/24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2:1 
10.1.1.2/24

e1/1 e3/2e3/1e1/2

e4/1e2/2e2/1 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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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1. 集群和 VSD 组
Network > NSRP > Cluster: 在 Cluster ID 字段键入 1，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VSD Group > Edit ( 对于 Group ID 0):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Priority: 1
Enable Preempt: ( 选择 )
Preempt Hold-Down Time (sec): 10

Network > NSRP > VSD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ID: 1
Priority: 100
Enable Preempt: ( 清除 )
Preempt Hold-Down Time (sec): 0

WebUI ( 设备 B)

2. 集群和 VSD 组
Network > NSRP > Cluster: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Cluster ID: 1
Number of Gratuitous ARPs to Resend: 5

Network > NSRP > Link: 从 Secondary Link 下拉列表中选择 ethernet2/1，然
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Synchronization，然后
单击 Apply。

Network > NSRP > VSD Grou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roup ID: 1
Priority: 1
Enable Preempt: ( 选择 )
Preempt Hold-Down Time (sec): 10

注意 : 抑制时间可以为 0 到 255 秒中的任何时间长度，有效的延迟故障切换可防止快速
故障切换带来的混乱。

注意 : 可以通过 CLI 只设置集群名称。

此设置指定设备故障切换后，新 VSD 组主设备会发送五个无偿 ARP 数据包，宣
布 VSI 和虚拟 MAC 地址与新的主设备关联。

注意 : 如果 HA1 和 HA2 链接都出错，则 VSD 心跳信号消息通过 Trust 区段中的 
ethernet2/1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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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冗余接口和管理 IP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Redundant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1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1):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1，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2):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1，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Redundant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2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 在 Manage IP 字段中输入 10.1.1.22，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2，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2，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Interface > VSD ID: Device Edit Interface: 选择 
redundant1 和 redundant2，然后单击 Apply。

4. 虚拟安全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SI Base: redundant1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210.1.1.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SI Base: redundant2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10.1.1.2/24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IP Address: 210.1.1.250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redundant1:1
Gateway IP Address: 210.1.1.250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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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6. 管理 IP 地址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redundant2): 在 Manage IP 字段中输入 
10.1.1.21，然后单击 OK。

7. RTO 同步

Network > NSRP > Synchronization: 选择 NSRP RTO Mirror 
Synchroniza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 设备 A)

1. 集群和 VSD 组
set nsrp cluster id 1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eempt hold-down 10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eempt
set nsrp vsd-group id 0 priority 1
set nsrp vsd-group id 1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ave

CLI ( 设备 B)

2. 集群和 VSD 组
set nsrp cluster id 1
set nsrp cluster name cluster1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iority 1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eempt hold-down 10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eempt
set nsrp secondary-path ethernet2/1
set nsrp arp 5
set arp always-on-dest

注意 : 抑制时间可以为 0 到 255 秒中的任何时间长度，有效的延迟故障切换可防止快速
故障切换带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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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冗余接口和管理 IP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ip 2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group redundant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group redundant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manage-ip 10.1.1.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group redundant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group redundant2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redundant1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redundant2

4. 虚拟安全接口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1 ip 210.1.1.2/24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1 ip 10.1.1.2/24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210.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redundant1:1 gateway 210.1.1.250
save

CLI ( 设备 A)

6. 管理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manage-ip 10.1.1.21

7. RTO 同步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save

注意 : 因为设备 A 和 B 同是一个 NSRP 集群的成员，所以在设备 B 上输入的所有后续命
令 ( 除了另外注释 ) 都将传播给设备 A。

在本例中，命令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iority 1 和 set nsrp vsd-group id 1 
preempt hold-down 10 不会传播。

如果 HA1 和 HA2 链接都出错，则 VSD 心跳信号消息通过 Trust 区段中的 
ethernet2/1 传递。

set nsrp arp 5 设置指定设备故障切换后，新 VSD 组主设备会发送五个无偿的 
ARP 数据包来宣布 VSI 和虚拟 MAC 地址与该新主设备关联。

输入 set arp always-on-dest 命令后，安全设备会始终通过执行 ARP 查找来获得
目标 MAC 地址，而不是从原始以太网帧的源 MAC 中获得该地址。本例中的外部
路由器组成了一个运行 VRRP 的虚拟路由器。从此路由器发送来的帧使用虚拟 IP 
地址作为源 IP，而不是用物理 MAC 地址作为源 MAC。如果该路由器故障切换且
安全设备从进入帧的源 MAC 中获得 MAC，则它将会把返回流量引导到错误位
置。通过执行 ARP 查找获得目标 MAC，安全设备可以将流量正确发送到新的物
理 MAC 地址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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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同步 RTO
您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各个设备上的 RTO 变得不同步，并且您未启用 RTO 同
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必须手动同步 RTO，以确保跨设备镜像所有动态信息。

在本例中，设备 A 和 B 在 NSRP 集群 1 以及 VSD 组 1 和 2 中。设备 A 是 VSD 组 1 
的主设备以及 VSD 组 2 的备份设备。设备 B 是 VSD 组 2 的主设备以及 VSD 组 1 
的备份设备。

要在设备 B 上进行一些故障排除操作，同时又不希望将它从网络断开。可强制设
备 B 变成 VSD 组 2 中的备份设备，然后禁用 RTO 同步。设备 A 变成两个 VSD 组
的主设备。完成对设备 B 的故障排除后，请再次启用 RTO 镜像同步，然后手动重
新同步从设备 A 到设备 B 的 RTO。 后重新将设备 B 指派为 VSD 组 2 的主设备。

WebUI

CLI

设备 B
exec nsrp vsd-group id 2 mode backup
unset nsrp rto-mirror sync

设备 B 不再处理流量，也不使 RTO 与设备 A 同步。此时，可以对设备 B 进行故障
排除，而不会影响设备 A 的流量处理性能。

set nsrp rto-mirror sync
exec nsrp sync rto all from peer
exec nsrp vsd-group id 2 mode master

配置手动链接探查
在本例中，安全设备上的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接口被绑定到 HA 区段。配置 5 
个探查链接，将它们从 ethernet8 接口发送到对等方 MAC 地址 00e02000080。
( 请注意如果未指定 MAC 地址，则使用缺省的 NSRP MAC 地址。)

WebUI

CLI

exec nsrp probe ethernet8 00e02000080 count 5

配置自动链接探查
您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即 HA 链接实际上可能是 NSRP 配置中的 弱链接。这是
因为该链接看起来像是对 Juniper 设备有效，但实际上已中断。如果出现此类情
况，务必要不断检查每台设备的状态，以及连接这些设备的 HA 链接的状态。在本
例中，安全设备上的 ethernet7 和 ethernet8 接口被绑定到 HA 区段。配置链接探
查，以三秒钟间隔自动将其发送给两个接口。还设置临界值，以便当连续发送四个
请求后仍未收到对等方回复时，认为 HA 链接处于断开状态。

注意 : RTO 的手动同步只能通过 CLI 进行。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在 HA 链接上手动发送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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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NSRP > Link: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HA Link Probe: ( 选择 )
Interval: 3
Threshold: 5

CLI

set nsrp ha-link probe interval 3 threshold 5
配置范例



第 2 章

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

本章介绍安全设备提供接口冗余和故障切换用到的几种方法。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40 页上的“冗余接口和区段”

第 42 页上的“接口故障切换”

第 46 页上的“触发故障切换的 NSRP 对象监控”

第 51 页上的“虚拟安全设备组故障切换”

第 52 页上的“虚拟系统故障切换”

第 52 页上的“设备故障切换”

第 53 页上的“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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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接口和区段

对于 HA 接口冗余，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可提供专用物理冗余 HA 接口，或允
许将两个通用接口绑定到 HA 区段。还可以创建冗余的安全区段接口，如本节所述。

可以允许 VSI 将其绑定从一台设备的物理接口转移到另一台设备的物理接口，类似
于应用该操作的虚拟化过程，VSI 可以将其绑定从同一设备的一个物理接口转移到
另一个物理接口。例如，如果主接口与交换机的链接断开，该链接将从主接口故障
切换到次接口，从而避免了从 VSD 主设备到备份设备的故障切换。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创建冗余接口。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Redundant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1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CLI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zone untrust

等待时间设置
还可以设置物理接口的等待时间，即发生接口故障切换后，经过多久该物理接口成
为主接口。要设置冗余接口成员的等待时间，请使用以下命令，命令中的接口名称
即物理接口名称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hy holddown number。请参阅图 17。

可将 VSI 绑定到下列接口类型之一 : 

子接口

物理接口

冗余接口，将其依次绑定到两个物理接口

回传接口

注意 : 必须先输入此命令，然后才能使该接口成为冗余组的成员。

注意 : 不能将子接口或回传接口与冗余接口分在一组。但是，可以在冗余接口上定义一个 
VLAN，同样也可以在子接口上定义一个 VLAN。
冗余接口和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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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物理接口、冗余接口、虚拟安全接口的关系

聚合接口
某些系统平台 [ 如“集成安全网关”(ISG) 系统和 NetScreen-5000 系统 ] 允许将一
对或多对物理端口的吞吐量联合成一个单独的虚拟端口。此虚拟端口称作聚合接
口。只有“安全端口模块”(SPM) 支持此功能，您只能将位于同一模块的端口并列
聚合在一起。

可以将两个 2 Gb 端口聚合成一个全双工 4 Gb 管道，或者可以将八个“快速以太
网”端口聚合成一个全双工 1.6 Gb 管道。

必须为聚合接口分配以下名称之一 : aggregate1、aggregate2、aggregate3 或 
aggregate4。

在下例中，将两个“千兆位以太网”小型 GBIC 端口 (每个端口运行速度为 1 Gbps) 
组合成一个聚合接口 aggregate1 ( 运行速度为 2-Gbps)。该聚合接口包括 5000-8G 
SPM ( 位于插槽 2 中 ) 上的以太网端口 1 和 2，并绑定到 Trust 区段。

虚拟安全
接口

冗余接口

物理
接口

VSD 组 1 的 Untrust 区段 VSI 和 VSD 组 2 的 
Untrust 区段 VSI 分别绑定到冗余接口上。

冗余接口绑定到一对物理接口上。

一个物理接口作为接口，并积极处理流量。
另一个物理接口充当辅助接口。

VSD 组 1 VSD 组 2

注意 : 不允许跨 I/O 模块聚合。

注意 : 至于大多数其它端口和接口，必须为聚合接口分配 IP 地址，以使网络中的其它主
机可以到达该接口。

注意 : 要查看系统上的可用物理端口，请转到 WebUI 中的 Network > Interfaces 屏幕或
输入 CLI 命令 get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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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Aggregate IF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aggregate1
Zone Name: Trust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1.0/24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aggregate1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s member of: aggregate1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aggregate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aggregate1 ip 10.1.1.0/24
set interface aggregate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aggregate aggregate1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aggregate aggregate1
save

接口故障切换

主接口和备份接口同时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时，可以手动操作，通过 WebUI 或 CLI 
将流向主接口的信息流改发到备份接口。还可以配置安全设备，一旦 ScreenOS 检
测到主接口连接中断，就将信息流自动转发到备份接口。

备份接口信息流
在本例中，将以手动方式将流向主接口的信息流强制改发到备份接口。

WebUI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选择 Failover，然后单击 Apply。接下来，单击 
Force to Failover。

CLI

set failover enable
save
exec failover force

主接口再次可用时，需要使用 WebUI 或 CLI 将信息流从备份接口切换到主接口。
接口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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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接口信息流
在前例中，强制执行了从主接口到备份接口的故障切换。在本例中，将以手动方式
将信息流从备份接口切换回主接口。

WebUI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单击 Force to Revert。

CLI

exec failover revert

自动信息流故障切换
在本例中，将对安全设备进行配置，当安全设备检测到主接口上的 IP 跟踪失败
时，该设备将信息流自动切换到备份接口。当主接口上的 IP 跟踪重新获得成功
时，安全设备会将信息流从备份接口自动切换回主接口。

在缺省情况下，达到 IP 跟踪故障临界值与进行接口故障切换之间有一个 30 秒的间
隔 ( 等待时间 )。设置等待时间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故障切换，这些不必要
的切换可能会导致网络中的间歇等待时间或冲突。在本例中，将等待时间缩短为 
20 秒。

WebUI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rack IP: ( 选择 )
Automatic Failover: ( 选择 )
Failover: ( 选择 )
Failover Holddown Time: 20

CLI

set failover type track-ip
set failover auto
set failover enable
set failover holddown 20
save

串行接口
在缺省情况下，主接口 (Untrust 或 ethernet3 接口 ) 连接中断时，必须使用 WebUI 
或 CLI 促使 ScreenOS 切换到串行接口，并在主接口再次可用时切换回主接口。可
以配置自动执行接口故障切换。还可以配置 IP 跟踪，以监控 Untrust 或 ethernet3 
接口上的故障。

在缺省情况下，切换到串行接口后，为往返于 Trust 区段和 Untrust 区段之间的信
息流而启用的策略仍处于活动状态。但是，流经主接口的信息流量可能十分繁重，
仅凭拨号链接并不能处理这类信息流。定义策略时，可以指定 ScreenOS 切换到串
行接口后，该策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有关如何使用 WebUI 和 CLI 配置上述内容
的信息，请参阅第 44 页上的“策略停用”。

注意 : 有关设置 IP 跟踪以触发接口故障切换的信息，请参阅第 45 页上的“使用 IP 跟踪
的接口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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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省情况下，串行接口绑定到 Null 区段，为了将串行接口用作备份接口，需要
将其明确绑定到 Untrust 区段。如果使用 WebU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ScreenOS 会自动为串行接口添加缺省路由。如果使用 CL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ScreenOS 不会向串行接口添加缺省路由。如果要经过串行接口传送
信息流，则必须将缺省路由明确添加到串行接口。有关如何使用 WebUI 和 CLI 配
置上述内容的信息，请参阅第 44 页上的“缺省路由删除”。

缺省路由删除

如果使用 WebU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ScreenOS 会自动为串行接口添
加缺省路由。在本例中，将使用 WebU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随后将
删除为串行接口自动创建的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串行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 选择 ) Untrust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在 Configure 栏中，单击 Remove，删
除经过串行接口的缺省路由 0.0.0.0/0。

缺省路由添加

如果使用 CL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ScreenOS 不会向串行接口添加缺
省路由。如果希望安全设备经过串行接口传送信息流，则必须明确地向串行接口添
加缺省路由。在本例中，将使用 CLI 将串行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随后，为绑
定到 Untrust 区段的串行接口添加缺省路由。

CLI

set interface serial zone untrust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serial
save

策略停用

在本例中，经过主接口 (ethernet3) 流向 Untrust 区段的正常信息流包括通过 FTP 
传输的大文件，这些文件从 Trust 区段的 host22 发往 Untrust 区段的 ftp_srv。如
果故障切换到串行接口，拨号链接有可能丢弃这类较大的 FTP 信息流。在每次切
换到串行接口时，为串行接口配置的任何非活动策略都将失效，因此策略查找过程
会继续查找下一策略。

WebUI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host22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ftp_srv

Service: FTP
Action: Permit

> Advanced: 清除 Valid for Serial，然后单击 Return 设置高级选项并返回
基本配置页。

CLI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host22 ftp_srv ftp permit no-session-backup
save
接口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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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故障切换
ScreenOS 检测到主接口连接上的物理链接故障 ( 如拔掉电缆 ) 时，就会进行接口
故障切换。还可以定义以下类型的接口故障切换 :

使用 IP 跟踪通过给定接口无法到达某些 IP 地址时

当主 Untrust 接口上使用 VPN 通道监控的某些 VPN 通道变为不可到达时

接口故障切换顺序如下 : 

1. 安全设备确定主接口上的接口监控已失败。该接口可能处于物理连接中断状
态，或者 IP 跟踪或 VPN 监控可能出现了故障。

2. 安全设备将等待，直到故障切换等待时间已过。

3. 故障切换等待时间过后，主接口的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备份接口的状态由中
断变为连接，安全设备将使用主接口的信息流改发到备份接口。

4. 安全设备在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备份接口上使用 DHCP 或 PPPoE 连接到其 
ISP。

恢复顺序与故障切换顺序基本相反 : 

1. 安全设备确定主接口上的接口监控已成功。该接口可能在物理上已重新建立了
连接，或者可能已重新成功进行了 IP 跟踪或 VPN 监控。

2. 安全设备将等待，直到故障切换等待时间已过。

3. 故障切换等待时间过后，备份接口的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主接口的状态由中
断变为连接，安全设备将使用备份接口的信息流改发到主接口。

4. 安全设备在当前处于重新激活状态的主接口上使用 DHCP 或 PPPoE 连接到其 
ISP。

使用 IP 跟踪的接口故障切换
即使物理链接仍处于活动状态，也可以指定当不能通过主 Untrust 区段接口到达某
些 IP 地址时，安全设备将于何时故障切换到备份 Untrust 区段接口。类似于 NSRP 
中使用的功能，ScreenOS 使用第 3 层路径监控或 IP 跟踪来监控经过主接口的 IP 
地址。如果不能通过主 Untrust 区段接口到达 IP 地址，则安全设备会认为该接口处
于中断状态，且与该接口相关联的所有路由均处于中断状态。主 Untrust 区段接口
变为中断状态后，将故障切换到备份 Untrust 区段接口。可以配置 IP 跟踪而不配置
自动接口故障切换。

注意 : 接收到新的出站信息流或刚刚进行故障切换 (set pppoe name name 
auto-connect) 后，安全设备可启动新的 PPPoE 连接。

注意 : 安全设备在主接口上连接到的 ISP 可以与其在备份接口上连接到的 ISP 相同，也
可以与之不同。
接口故障切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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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活动通道到备份通道的故障切换
可以在安全设备上配置通向远程 IKE 对等方的一对冗余双向 VPN 通道。在任一给
定时刻只有一个通道处于活动状态。 初，经由主接口的 VPN 通道处于活动状态 
( 本例中为 vpn1)。如果该主通道出现了故障，则安全设备会将发往远程对等方的 
VPN 信息流转发到备份通道 ( 本例中为 vpn2)。

使用 VPN 通道监控的接口故障切换
如果确定主接口上的某些 VPN 通道的状态为“中断”，可以指定接口故障切换。
可以为每个 VPN 通道指定一个百分比形式的故障切换权重。仅当一个或多个被监
控通道处于“中断”状态时，分配的权重才会起作用。如果中断的 VPN 通道的累
计权重达到或超过 100%，ScreenOS 会自动切换到备份接口。

通过在 VPN 通道上应用权重或权值，可以调整通道状态的重要程度 ( 与其它通道
相比 )。可以将较大的权重分配给相对重要的通道，将较小的权重分配给相对次要
的通道。所有被监控 VPN 通道的累计权重决定了何时发生接口故障切换。例如，
与权重为 10 的 VPN 通道的故障相比，权重为 50 的 VPN 通道的故障更容易导致主
接口发生故障切换。处于非活动、就绪或未确定状态的通道将按所分配权重的 
50% 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为非活动状态的通道分配的权重为 50，则计算的该通
道的接口故障切换权重为 25。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重定密钥功能，则在切换到备份接口后，ScreenOS 仍然可以
尝试在主接口上建立新的 VPN 通道。如果主接口上的一个或多个 VPN 通道恢复
“连接”状态，导致累计故障切换权重小于 100%，ScreenOS 会将信息流重新转
发到主接口。启用 VPN 监控重定密钥功能允许 ScreenOS 将信息流从备份接口切
换到主接口。

触发故障切换的 NSRP 对象监控

可使用 NSRP 监控某些对象，以决定是否对安全设备或 VSD 组进行故障切换。
NSRP 被监控对象包括 : 

表 7:  NSRP 被监控对象

对象类型 说明

物理接口 确保物理接口处于活动状态并且与其它设备
相连。

安全模块 确保设备上的安全模块处于活动状态。

区段 确保区段中的所有物理端口都处于活动状态。

特定目标 IP 地址 设备以指定时间间隔向指定 IP 地址 ( 每个监控
对象 多 16 个 ) 发送 ping 或 ARP 请求，随后
监控这些目标地址的响应。为设备或指定 VSD 
组配置的所有 IP 地址构成一个被监控对象。一
个设备可以有一个被监控对象，每个 VSD 组可
以有其自己的被监控对象。

注意 : 安全设备 多支持由 NSRP 使用的 32 个被监控对象和基于接口的监控， 多共
支持 64 个被跟踪 IP 地址。
触发故障切换的 NSRP 对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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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被监控对象配置设备或 VSD 组故障切换包含以下设置 : 

设备或 VSD 故障切换临界值 - 设备或 VSD 组故障切换临界值是所有发生故障
的被监控对象的总权重，是导致某设备上的 VSD 组或 NSRP 集群中的某设备
故障切换到备份设备的必备条件。如果所有被监控对象的累计故障权重超过临
界值，VSD 组或设备将被切换到备份 VSD 组或设备。可以将设备或 VSD 的故
障切换临界值设置为 1 到 255 之间的任意值。缺省临界值为 255。

每个被监控对象的故障权重 - 每个被监控对象都有一个可配置的故障权重，它
是被监控对象发生故障时的权重，用于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
对象故障权重可以设置为 1 到 255 间的任何值。

对于被跟踪的 IP 地址，需要指定一个 IP 地址及其监控方法。还需要定义每个 IP 
地址 ( 临界值 ) 构成故障的条件以及故障 IP 地址附带的权重。对于被跟踪的 IP 对
象，还可以指定故障临界值。此临界值是所有失败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权重之和，
用于认定被跟踪 IP 对象是否出现故障。

VSD 组的被监控对象独立于设备的被监控对象。也就是说，可以为 VSD 组和设备
各配置一组不同的对象、权重和临界值。还可以为不同的 VSD 组配置独立的被监
控对象组。例如，可以为两个 VSD 组配置相同的被监控对象，并为每个 VSD 组的
同一对象指定不同的权重和临界值。

图 18 显示多种被监控对象与设备或 VSD 组故障切换之间的关系。每个失败的被监
控对象的权重用于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如果不更改被监控对象的
缺省权重或设备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任何被监控对象的故障都将导致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对于被跟踪 IP 地址，所有失败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总权重即被跟
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一旦达到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系统会将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重与设备 /VSD 的故障临界值加以比较。

图 18:  对象监控权重和故障切换临界值

临界值
( 缺省值 = 255)

被跟踪 IP 
对象故障

区段对象
故障

接口
对象故障

被跟踪 IP 地址

被跟踪 IP 地址

被跟踪 IP 地址

根据为每个对象分配的故障权
重，一个或多个对象的故障均能
触发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

单个区段故障 ( 绑定到被监控区
段的所有接口均发生故障 ) 将触
发区段对象故障。

一个或多个单个被跟踪 IP 地址的总权重必须大于或等于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在缺省情况下，单个被跟踪 IP 地址的权重为 
1，被跟踪 IP 的临界值为 255。将三个被跟踪 IP 地址的权重全部改
为 85 后，只有三个被跟踪 IP 地址同时出故障才能触发被跟踪 IP 对
象的故障。

单个接口故障将触发接口对象
故障。

设备 /VSD 
( 故障切换 )

临界值
( 缺省值 = 255)

权重 85

权重 85

权重 85

临界值
( 缺省值 = 3)

权重 
( 缺省值 = 255)

权重
( 缺省值 = 255)

临界值
( 缺省值 = 3)

临界值 
( 缺省值 = 3)

权重 
( 缺省值 = 255)

权重 
( 缺省值 = 255)

安全模块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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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块
如果设备中包含安全模块，并且安全模块出现了故障，则可以为每个故障设置一个
权重。这样您就可以灵活地判定在该设备上的安全模块出现故障时整个主设备是否
会出现故障。在本例中，将安全模块 2 的故障权重设置为 100。

CLI

set nsrp monitor sm 2 100
save

物理接口
第 2 层路径监控的功能是检查物理端口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并连接到其它网络设
备。当端口不再处于活动状态时，物理接口对象将发生故障。

在本例中，将启用对 ethernet2/1 的监控，以判断可能发生的设备故障切换。将该
接口的故障权重设置为 100。

WebUI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Interface > VSD ID: Device Edit Interface: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ethernet2/1 ( 选择 )
Weight: 100

CLI

set nsrp monitor interface ethernet2/1 weight 100
save

区段对象
仅当被监控区段中的所有接口均发生故障时，区段对象才会发生故障。只要区段中
仍存在活动端口，就不会发生区段故障。如果被监控区段未绑定任何接口，则区段
对象不会发生故障。安全设备将始终认为其状态为连接。如果故障接口是绑定到被
监控区段的唯一接口，区段对象会发生故障；一旦解除接口与区段之间的绑定，区
段对象将不再发生故障。如果解除某活动接口与被监控区段之间的绑定，而其余的
接口都出现故障，则该区段对象将出现故障。

在本例中，将启用对 Trust 区段的监控，以判断可能发生的设备故障切换。将该区
段的故障权重设置为 100。

WebUI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Zone > VSD ID: Device Edit Zone: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 选择 )
Weight: 100

CLI

set nsrp monitor zone trust weight 100
save
触发故障切换的 NSRP 对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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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跟踪 IP 对象
IP 跟踪功能以用户定义时间间隔向指定 IP 地址 ( 多 16 个 ) 发送 ping 或 ARP 请
求，随后监控目标地址是否响应。配置 IP 跟踪后，设备将从绑定到物理接口、冗余
接口或子接口的管理 IP 地址发送 ping 或 ARP 请求。( 管理 IP 地址必须与接口 IP 
地址相异。) 不能使用 VSI 进行 IP 跟踪，因为该地址可在多个设备中改变其绑定。

对于每个被跟踪 IP 地址，要指定以下信息 : 

被跟踪 IP 故障临界值 - 引发特定 IP 地址发出 ping 或 ARP 响应的连续失败次
数，该失败次数构成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超过临界值表示可以接受该地址的连
通性；超过临界值则表示不可以接受。可以将临界值设置为 1-200 之间的任意
值，缺省值为 3。

被跟踪 IP 故障权重 - 引发被跟踪 IP 地址响应失败的权重，用于计算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重。通过在被跟踪 IP 地址上应用权重，可以调整该地址连通性
的重要程度 ( 与其它被跟踪 IP 地址相比 )。可以将较大的权重分配给相对重要
的地址，将较小的权重分配给相对次要的地址。当达到跟踪的 IP 故障临界值
时，所分配的权重开始起作用。例如，与权重为 1 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相
比，超过权重为 10 的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临界值会使求和后的被跟踪 IP 对
象的权重更大。可以在 1 到 255 之间分配权重，缺省值为 1。

还需要为被跟踪 IP 对象配置故障临界值，用于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
值。如果一个或多个被跟踪 IP 地址超过其故障临界值，系统会对每个失败地址的
权重求和。如果求和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会应用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重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只应用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
障权重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永远不会应用单个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
障权重计算设备或 VSD 的故障切换临界值。考虑以下范例 : 

如果被跟踪 IP 地址 10.10.10.250 失败，则会将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权重 (100) 与
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 (125) 加以比较。由于被跟踪 IP 地址的故障权重小于
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因此不认为被跟踪 IP 对象失败。如果被跟踪 IP 地
址 1.1.1.30 和 2.2.2.40 失败，则会将相加后的故障权重 (150) 与被跟踪 IP 对象的
故障临界值 (125) 加以比较。由于相加后的故障权重超过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
重，因此认为被跟踪 IP 对象失败。随后，系统将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重 (255) 
与设备的故障切换临界值 (255) 加以比较。由于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权重等于设
备的故障切换临界值，因此执行设备故障切换。

注意 : 当使用“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VRRP) 将路由器分组到冗余集群中时，如果该路
由器不是虚拟 IP 地址的所有者 ( 故障切换后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则作为主设备
的路由器不会对该 IP 地址的 ping 请求做出响应。但是，主设备虚拟路由器一定
会以虚拟的 MAC 地址响应 ARP 请求，无论它是否是该 IP 地址的所有者。(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338。) 要在 IP 跟踪时使用 ARP，则轮询设备必须与管
理 IP 地址处于同一物理子网中。

被跟踪 IP 地址 故障权重

   10.10.10.250 100 被跟踪 IP 对象故障
临界值

被跟踪 IP 对象故障
权重

设备故障切换
临界值

   1.1.1.30 75 125 255 255

   2.2.2.4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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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被跟踪 IP 地址 10.10.10.250 的故障权重设为 100，请输入以下内容 : 

WebUI

Network > NSRP > Track 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ck IP: 10.10.10.250
Weight: 100

CLI

set nsrp track-ip ip 10.10.10.250 weight 100
save

要将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设为 125 ( 以判断可能发生的设备故障切换 )，请
输入以下内容 : 

WebUI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VSD ID: Device Edit: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Failover Threshold: 125

CLI

set nsrp monitor track-ip threshold 125
save

跟踪设备故障切换的 IP 地址
两个安全设备处于双主动配置。每隔 10 秒，这两个设备均向 Untrust 区段的冗余
集群中运行 VRRP 的两个外部路由器的物理 IP 地址 ( 组成 VRRP 集群的物理路由
器的专用地址 ) 发送 ARP 请求，并向 Trust 区段中的两个 Web 服务器发送 ping 请
求。被跟踪 IP 对象的故障临界值为 51。被跟踪 IP 对象的权重和设备的故障切换
临界值均为缺省值 (255)。被跟踪 IP 地址的权重和故障临界值如下 : 

Untrust 区段中的冗余路由器

210.1.1.250 - Weight: 16, threshold 5

210.1.1.251 - Weight: 16, threshold 5

Trust 区段中的 Web 服务器

10.1.1.30 - Weight: 10, threshold 3

10.1.1.40 - Weight: 10, threshold 3

向其中一个路由器发出 5 次连续尝试后，如果没有收到 ARP 响应，则认为尝试失
败，并且对于总故障切换临界值其权重值为 16。向其中一个 Web 服务器发出 3 次
连续尝试后，如果没有收到 ping 响应，则认为尝试失败，并且对于总故障切换临
界值其权重值为 10。

因为设备故障切换临界值为 51，所以发生设备切换前所有四个跟踪 IP 地址必须都
出现故障。如果不能忍受这样多的故障，您可以把临界值降低到一个更容易接受的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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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安全设备组故障切换

除设备故障切换外，还可以配置 NSRP 执行 VSD 组故障切换。与设备故障切换类似，
一个或多个被监控对象的故障会导致 VSD 组中的主设备切换到该组的备份设备。
有关这些对象及其配置方法的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上的“触发故障切换的 NSRP 
对象监控”。您可以为 VSD 故障切换配置与设备故障切换相同的被监控对象。

在图 19 所示范例中，如果 VSD 组中的主设备端口发生故障，不一定要将整个主设
备切换到备份设备。在以下配置中，如果 ethernet 2/1 发生故障，VSD 1 将从设
备 A 上的主 VSD 组切换到设备 B 上的备份 VSD 组。VSD 2 在设备 A 上仍处于活动
状态，备份会话。

图 19:  VSD 组 1 故障切换

ethernet2/1 ethernet3/1

VSD 1 VSD 2

ethernet2/2 ethernet3/2

设备 A

设备 B

主设备 备份

备份 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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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故障切换

发生故障切换的虚拟系统必须位于 VSD 组中。要使 VSD 组支持虚拟系统，必须为
每个虚拟系统创建 VSI。虚拟系统有自己的 Trust 区段 VSI，也可以拥有自己的 
Untrust 区段 VSI。虚拟系统还可以与根级共享 Untrust 区段 VSI。当虚拟系统具有
自己的 Untrust 区段 VSI 时，它们必须彼此在不同的子网中，它们与根级的 
Untrust 区段 VSI 也应该在不同的子网中。所有 Trust 区段虚拟系统 VSI 也必须彼此
在不同的子网中。

表 8 列出了两台处于双主动全网状配置中的安全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您已经
将设备 A 的根系统配置为 VSD 0 的主设备，将设备 B 的根系统配置为 VSD 组 1 的
主设备。根系统中的 VSD 0 和 1 的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VSI 如下所示 : 

表 8:  VSD IP 地址

设备故障切换

在 NSRP 集群中配置两台安全设备时，主设备将所有配置和状态信息与备份设备同
步，以便在需要时备份设备能成为主设备。例如，如果集群中的主设备发生故障，
备份设备会晋升为主设备并接管信息流处理。如果初始主设备恢复到其故障前状
态，它就可以恢复信息流处理。

有很多不同情况均能导致 NSRP 集群中的主设备因故障而切换到备份设备，例如以
下物理故障或管理员引入的临界值和权重 : 

物理故障 : 系统崩溃、电源断电、链接中断、设备中缺少 CPU 或内存板

管理员引入的故障切换 : 当与某些网关或服务器的连接中断时，主设备将因故
障而切换到备份设备

可以配置 NSRP 监控不同的对象，从而当一个或多个被监控对象发生故障时可启动
主设备故障切换。有关这些对象及其配置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上的
“使用 VPN 通道监控的接口故障切换”。

集群中存在多个故障切换设备时，必须至少有一台设备充当主设备。如果某设备是
集群中 后一台无故障且符合成为主设备条件的设备，该设备会继续充当主设备。
在某些情况下，被监控对象的故障可能导致集群中的两台设备同时不可用，以致造
成信息流“黑洞”。为确保一台设置仍能当选主设备并转发信息流，请发出 CLI 命
令 set nsrp vsd-group master-always-exist。这样一来，即可允许 NSRP 集群中的
设备继续转发信息流，即使根据 NSRP 对象监控的结果，集群中的所有设备均视为
有故障。如果集群中的所有设备同时转入故障状态，系统会根据为设备预先配置的
抢先值和优先值选择新的主设备。

VSD 组 0 的 VSI VSD 组 1 的 VSI

redundant1 210.1.1.1/24 redundant1:1 210.1.1.2/24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2:1 10.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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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范例

本节提供以下配置范例的步骤 : 

第 53 页上的“配置跟踪设备故障切换的 IP 地址”

第 56 页上的“配置冗余 VPN 通道”

第 60 页上的“配置虚拟安全接口”

第 63 页上的“配置双活动通道”

第 66 页上的“使用跟踪 IP 配置接口故障切换”

第 69 页上的“配置通道故障切换权重”

第 75 页上的“配置虚拟系统故障切换”

配置跟踪设备故障切换的 IP 地址
可以选择使用 IP 跟踪，以及接口监控和区段监控来跟踪设备故障。图 20 显示了
设备 A 具有 100% 成功率，而设备 B 没有从 10.1.1.40 收到三个连续的响应，则相
对于总故障临界值 51 它提供的值为 10。

在两个设备上，Un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1，Trust 区段接口为 ethernet2。在设
备 A 上 ethernet1 的管理 IP 地址为 210.1.1.1，在设备 B 上为 210.1.1.2。在设备 A 
上 ethernet2 的管理 IP 地址为 10.1.1.1，在设备 B 上为 10.1.1.2。所有的安全区段
都在 trust-vr 路由域中。

注意 : 所有 NSRP 监控设置只在本地设备上应用。IP 跟踪设置不会传播到 VSD 组中的其
它设备。需要时，必须在该组的所有设备上输入相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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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跟踪设备故障切换的 IP 地址

WebUI

1. 被跟踪 IP 地址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ck IP: 210.1.1.250
Method: ARP
Weight: 16
Interval (sec): 10
Threshold: 5
Interface: ethernet1
VSD Group ID: Device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ck IP: 210.1.1.251
Method: ARP
Weight: 16
Interval (sec): 10
Threshold: 5
Interface: ethernet1
VSD Group ID: Device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ck IP: 10.1.1.30
Method: Ping
Weight: 10
Interval (sec): 10
Threshold: 3
Interface: ethernet2
VSD Group ID: Device

负载平衡路由器 
( 使用 VRRP)

设备 B
Untrust 区段接口 : ethernet1
Manage IP: 210.1.1.1
Trust 区段接口 : ethernet2
Manage IP: 10.1.1.1

B

210.1.1.251 
Weight: 16 
Threshold: 5

Untrust 区段210.1.1.250 
Weight: 16 
Threshold: 5

冗余交换机

设备 A
Untrust 区段接口 : ethernet1
Manage IP: 210.1.1.2
Trust 区段接口 : ethernet2
Manage IP: 10.1.1.2

Web 服务器

冗余交换机

A

10.1.1.30 
Weight: 10 
Threshold: 3

粗实线 = 成功的尝试 
粗虚线 = 失败的尝试

Trust 区段 10.1.1.40 
Weight: 10 
Threshold: 3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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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ack IP: 10.1.1.40
Method: Ping
Weight: 10
Interval (sec): 10
Threshold: 3
Interface: ethernet2
VSD Group ID: Device

2. 被跟踪 IP 对象故障临界值

Network > NSRP > Monitor > Track IP > Edit ( 对于 VSD: Device):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Failover Threshold: 51

CLI

1. 被跟踪 IP 地址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0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0 interval 10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0 method arp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0 threshold 5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0 weight 16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1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1 interval 10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1 method arp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1 threshold 5
set nsrp track-ip ip 210.1.1.251 weight 16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interval 10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method ping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threshold 3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weight 10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interval 10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method ping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threshold 3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weight 10
set nsrp track-ip

2. 被跟踪 IP 对象故障临界值
set nsrp track-ip threshold 51
save

注意 : 在缺省情况下，IP 跟踪的方法是 ping 而被跟踪 IP 故障临界值为 3 ；所以，不需
要指定它们。使用命令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30 和 set nsrp track-ip ip 
10.1.1.40 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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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冗余 VPN 通道
图 21 显示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通向远程 IKE 对等方的一对冗余双向 VPN 通道。
在任一给定时刻只有一个通道处于活动状态。 初，经由主接口的 VPN 通道处于
活动状态 ( 本例中为 vpn1)。如果该主通道出现了故障，则安全设备会将发往远程
对等方的 VPN 信息流转发到备份通道 ( 本例中为 vpn2)。

图 21:  从 Untrusted 接口到串行接口的通道故障切换

将仅在远程对等方站点配置一个 VPN 通道，因为从远程对等方的角度来讲只有一
个源自设备的 VPN 通道，从而导致了 Y 字形的 VPN 配置。

将使用 IP 跟踪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由 Untrusted 接口到串行接口的故障切换。
将配置 IP 跟踪以便对位于 2.2.2.250 处的远程对等方的外部路由器执行 ping 操
作。由于未配置远程站点的安全设备对到达其 Untrust 区段接口的 ICMP 回应请求
做出响应，因此将对该地址而不是远程对等方的 Untrust 区段接口的地址 (2.2.2.2) 
进行跟踪。将设置以下 IP 跟踪值 : 

Track IP: 2.2.2.250

Weight: 255

Interval: 4

Threshold: 3

Track IP failure threshold: 255

Monitor failure threshold: 255

Failover holddown: 16

使用 PPPoE 的 
Untrusted 接口
主 ( 活动 ) 地址

使用 PPPoE 的串行
接口次 ( 备份 ) 地址

DSL 调制解调器

模拟调制解调器

vpn1 活动 VPN 通道

vpn2 备份 VPN 通道

Untrust 区段

路由器
2.2.2.250

ethernet3 
2.2.2.2/24

远程对等方

注意 : 设置 Y 字形 VPN 配置且备份接口为以太网接口时 ( 例如 Dual-Untrust 模式 )，请
勿对使用备份接口的任何 VPN 通道启用 VPN 监控重定密钥选项。如果启用了该
选项，即使让该通道处于中断状态，安全设备仍将继续尝试启用该通道。如果备
份接口为串行接口 ( 如本例中的接口 )，则是否对备份接口上的 VPN 通道启用具
有重定密钥选项的 VPN 监控将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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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上面的设置，当 IP 跟踪开始失去与被跟踪 IP 地址 (2.2.2.250) 的连接后，由 
vpn1 到 vpn2 的故障切换将大约需要花费 30 秒钟的时间 : 3 次间隔为 4 秒的失败 
ICMP 回应请求 = 12 秒 + 16 秒的等待时间。在等待时间内，NetScreen-5GT 将以 
4 秒为时间间隔不断地发送 ICMP 回应请求，所以故障切换总计需要 7 次连续的失
败尝试才能得到来自 ICMP 回应请求的回复 ( 前 3 次 + 等待期间的另外 4 次 )。

WebUI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串行接口 )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3. PPPoE
Network > PPPoE > New

4.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5. 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6. IP 跟踪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Monitor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Monitor > Monitor Track IP 
ADD

7. 通道故障切换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 Edit Weight

8.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9.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注意 : 鉴于此范例较长，因此仅对 CLI 配置进行了完整介绍。WebUI 部分仅列出了通向
可在其中设置各个配置要素的各页面的导航路径。可通过查阅 CLI 命令来了解需
要进行哪些设置。
配置范例 57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58
WebUI ( 远程对等方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3.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4.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5.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CLI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set interface trust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trust nat
set interface serial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trust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peer1 10.2.2.0/24

3. PPPoE
set pppoe name isp1a
set pppoe name isp1a username ns5gt password juniper
set pppoe name isp1a idle 0
set pppoe name isp1a interface untrust
exec pppoe name isp1a connect

4.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ns5gt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ns5gt outgoing-interface 

serial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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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6. IP 跟踪
set interface untrust monitor track-ip ip
set interface untrust monitor track-ip ip 2.2.2.250 interval 4
set interface untrust monitor track-ip ip 2.2.2.250 threshold 3
set interface untrust monitor track-ip ip 2.2.2.250 weight 255

7. 通道故障切换
set failover enable
set failover auto
set failover holddown 16
set failover type track-ip
set interface untrust track-ip threshold 255

8.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0

9.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eer1 any any permit
save

CLI ( 远程对等方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ns5gt 10.1.1.0/24

3.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ns5gt dynamic ns5gt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ns5gt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ns5gt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ns5gt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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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安全接口
在图 22 所示的范例中，设备 A 和 B 是双主动配置的两个 VSD 组 (VSD 组 0 和 VSD 
组 1) 的成员。设备 A 是 VSD 组 0 的主设备和 VSD 组 1 的备份设备。设备 B 是 
VSD 组 1 的主设备和 VSD 组 0 的备份设备。这些安全设备链接到两对冗余交换机 - 
Untrust 区段中的交换机 A 和 B 以及 Trust 区段中的交换机 C 和 D。

将 ethernet1/1 和 ethernet1/2 放置在 redundant1 中，将 ethernet2/1 和 
ethernet2/2 放置在 redundant2 中。在 redundant2 接口中，将设备 A 的管理 IP 定
义为 10.1.1.21，并在此接口中将设备 B 的管理 IP 定义为 10.1.1.22。

绑定到同一冗余接口的物理接口连接到不同的交换机 : 

在 Untrust 区段中将物理接口绑定到冗余接口 : 将 ethernet1/1 连接到交换机 
A，将 ethernet1/2 连接到交换机 B

在 Trust 区段中将物理接口绑定到冗余接口 : 将 ethernet2/1 连接到交换机 C，
将 ethernet2/2 连接到交换机 D

首先，通过将 ethernet1/1 和 ethernet2/1 放置在其各自的冗余接口中，便将其指
定为主接口。( 可通过 CLI 命令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primary interface1/1 更改
主状态的分配。) 如果到主接口的链接断开，则安全设备会通过次接口到另一个交
换机重新路由流量，而不要求 VSD 主设备进行故障切换。

在本例中，ethernet1/1 上的电缆断开，引起了端口故障切换到 ethernet1/2。因
此，所有由设备 A 和 B 接收和发送的流量都通过交换机 B。重新连接设备 A 上从 
ethernet1/1 到交换机 A 的电缆，会自动使该接口重新获得其先前的优先级。

VSI 的 IP 地址为 : 

注意 : 本例仅介绍在设备 A 上创建冗余接口。因为设备 A 和 B 是同一 NSRP 集群的成
员，设备 A 会将所有的接口配置传播给设备 B，除了管理 IP 地址，该地址应在两
个设备上的 redundant2 接口上输入 : 设备 A 10.1.1.21，设备 B 10.1.1.22。

注意 : 物理接口并不一定要与绑定它们的冗余接口位于同一安全区段。

VSD 组 0 的 VSI VSD 组 1 的 VSI

redundant 210.1.1.1/24 redundant1:1 210.1.1.2/24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2:1 10.1.1.2/24

注意 : 如果多个 VSI 在同一个冗余接口、物理接口或子接口上，则这些 VSI 的 IP 地址可
以在同一子网中或在不同的子网中。如果 VSI 在不同的接口上，则它们必须在不同
的子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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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VSI 的冗余接口

WebUI ( 设备 A)

1. 冗余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Redundant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1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1):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1，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2):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1，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Redundant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2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在 Manage IP 字段中输入 10.1.1.21，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2，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2): 在 "As member of" 下拉列表
中选择 redundant2，然后单击 OK。

冗余接口

Untrust 区段

Trust 区段 VSI

redundant2 管理 IP
设备 A: 10.1.1.21/24
设备 B: 10.1.1.22/24

VSD 组 0

冗余接口

e2/1

物理接口

Untrust 区段 VSI
redundant1:1 
210.1.1.2/24

在冗余组中用电缆连接物理
接口和交换机。

redundant1

redundant2

redundant2:1 
10.1.1.1/24

Trust 区段

实线 = 主链接 
虚线 = 次链接

redundant1 
210.1.1.1/24

交换机 A

交换机 D交换机 C

交换机 B

e1/2 e3/1 e3/2

e4/2e2/2

e1/1

e4/1

redundant1:1 
210.1.1.2/24

redundant1 
210.1.1.1/24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2:1 
10.1.1.1/24

VSD 组 1

redundant2 
1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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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安全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SI Base: redundant1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210.1.1.2/2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VSI Base: redundant2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10.1.1.2/24

WebUI ( 设备 B)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redundant2): 在 Manage IP 字段中键入 
10.1.1.22，然后单击 OK。

CLI ( 设备 A)

1. 冗余接口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ip 2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group redundant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group redundant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manage-ip 10.1.1.2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1 group redundant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2 group redundant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 primary ethernet1/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primary ethernet2/1

2. 虚拟安全接口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1 ip 210.1.1.2/24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1 ip 10.1.1.2/24
save

CLI ( 设备 B)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 manage-ip 10.1.1.22
save

注意 : 必须为每个 VSD 中的每个 VSI 的直接子网以外的地址输入静态路由。

注意 : 必须为每个 VSD 中的每个 VSI 的直接子网以外的地址输入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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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双活动通道
此配置的目的是为了支持两个活动 VPN 通道间的 VPN 信息流故障切换。

将配置一对由 NetScreen-5GT 到远程 IKE 对等方的冗余双向 VPN 通道 (vpn1 和 
vpn2)。两个通道将同时处于活动状态，而且 NetScreen-5GT 将执行基本形式的负
载均衡，交替使用两个通道间的会话。( 这不是真正的负载平衡，因为从一个会话
转换到另一个会话时信息流量会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导致“负载”不均衡。) 如果
任一通道出现故障，NetScreen-5GT 会引导发往远程对等方的所有 VPN 信息流通过
其它通道。

NetScreen-5GT 处于 Dual-Untrust 模式。ethernet3 和 ethernet2 均与 DSL 调制解调
器相连。禁用故障切换选项后，它们均将成为活动接口。请参阅图 23。

图 23:  两个活动通道之间的故障切换

在每个站点为 Trust 区段启用非对称 VPN 选项，以便在一个 VPN 通道上建立的现
有会话变为另一个会话时，位于通道另一端的安全设备不会拒绝此会话。

WebUI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使用 PPPoE 的 
ethernet3 ( 活动 ) 地址

使用 PPPoE 的 
ethernet2 ( 活动 ) 地址

DSL 调制解调器

Untrust 区段

vpn1 ( 活动通道 )

vpn2 ( 活动通道 )

2.2.2.250

路由器

3.3.3.250

ethernet3 
2.2.2.2/24

ethernet4 
3.3.3.3/24

远程对等方

注意 : 鉴于此范例较长，因此仅对 CLI 配置进行了完整介绍。WebUI 部分仅列出了通向
可在其中设置各个配置要素的各页面的导航路径。可通过查阅 CLI 命令来了解需
要进行哪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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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PPoE
Network > PPPoE > New

4.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5. 双通道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6. 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7.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8.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WebUI ( 远程对等方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3.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4. 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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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peer1 10.2.2.0/24

3. PPPoE
set pppoe name isp1a
set pppoe name isp1a username ns5gt1a password juniper1a
set pppoe name isp1a idle 0
set pppoe name isp1a interface ethernet3
exec pppoe name isp1a connect
set pppoe name isp1b
set pppoe name isp1b username ns5gt1b password juniper1b
set pppoe name isp1b idle 0
set pppoe name isp1b interface ethernet2
exec pppoe name isp1b connect

4.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5gt-e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3.3.3.3 aggressive local-id 5gt-e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1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2.2.2.2 rekey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2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3.3.3.3 rekey

5. 双通道
unset failover enable

6. 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7.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0

8.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peer1 any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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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远程对等方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 3.3.3.3/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ns5gt 10.1.1.0/24

3.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gw1 dynamic ns5gt-e3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ike gateway branch2 dynamic ns5gt-e2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gateway gw1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set vpn vpn2 gateway gw2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

4. 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1.1.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0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ns5gt any any permit
save

使用跟踪 IP 配置接口故障切换
在本例中，首先将 NetScreen-5GT 配置成“双 Untrust”模式。随后将配置设备执
行自动故障切换。从主接口自动切换到备份接口后，备份接口将处理进出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直到主接口恢复。

对于主接口，安全设备监控三个 IP 地址以决定何时进行故障切换。每个被跟踪的 
IP 地址的权重如下 : 

2.2.2.2 - 权重 = 6

3.3.3.3 - 权重 = 6

4.4.4.4 - 权重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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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每个被跟踪的 IP 地址，故障临界值为缺省值 3，并将 ICMP 回应请求间的
时间间隔设置为 3 秒。如果安全设备无法获取发往被跟踪的 IP 地址的 3 个连续 
ICMP 请求 ( 各个请求间的时间间隔为 3 秒 ) 的响应，则设备将认为无法通过主接
口到达该 IP 地址。

在 IP 跟踪失败时，安全设备会将已失败地址的权重计入所有 IP 跟踪失败的总权重
中。如果总权重达到或超过 IP 跟踪对象临界值 ( 本例中将其设置为 10)，则 IP 跟
踪会将其权重计入接口监控故障临界值。在本例中，IP 跟踪对象权重使用缺省值 
255，接口监控故障临界值也使用缺省值 255。

因此，当 IP 跟踪失败的总权重达到 10 时将进行接口故障切换。只有均不能通过主
接口到达 IP 地址 2.2.2.2 和 3.3.3.3 ( 或 2.2.2.2 和 4.4.4.4) 时才会发生此种情况。
如果均不能通过主接口到达 IP 地址 3.3.3.3 和 4.4.4.4，则其故障累计权重将等于 
7，将不会导致故障切换。

在图 24 所示的范例中，将于 9 秒后达到接口监控故障临界值 (3 次间隔为 3 秒的
失败 ICMP 请求 )。但是，会将等待时间设置为 20 秒，以便在 IP 跟踪权重 (255) 
达到接口监控故障临界值 (255) 时，安全设备在由主接口故障转换到备份接口前再
等待 20 秒。

图 24:  接口故障切换

WebUI

1. 登录和接口

再次登录，然后设置接口 IP 地址。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2. 自动故障切换和 IP 跟踪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rack IP: ( 选择 )
Automatic Failover: ( 选择 )
Failover: ( 选择 )
Failover Holddown Time: 20

ethernet3 
主接口 
1.1.1.1/24

ethernet2 
次接口 
1.2.2.1/24

IP Tracking Failure Threshold: 10 
IP Tracking Object Weight: 255 
Interface Monitoring Failure Threshold: 255 
Failover Holddown: 20 seconds

2.2.2.2 
Weight: 6 
Interval: 3 
Threshold: 3

3.3.3.3 
Weight: 4 
Interval: 3 
Threshold: 3

4.4.4.4 
Weight: 4 
Interval: 3 
Threshold: 3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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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Monitor >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2.2.2.2
Weight: 6
Interval: 3
Threshold: 3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3.3.3.3
Weight: 4
Interval: 3
Threshold: 3

Monitor Track IP AD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Static: ( 选择 )
Track IP: 4.4.4.4
Weight: 4
Interval: 3
Threshold: 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Track IP Options: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Monitor Option: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Monitor Threshold: 255

Track IP Option: 
Threshold: 10
Weight: 255

CLI

1. 登录和接口

再次登录，然后设置接口 IP 地址。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2. 自动故障切换和 IP 跟踪
set failover enable
set failover auto
set failover holddown 12
set failover type track-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threshold 1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2.2.2.2 weight 6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2.2.2.2 interval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2.2.2.2 threshold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3.3.3.3 weight 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3.3.3.3 interval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3.3.3.3 threshold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4.4.4.4 weight 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4.4.4.4 interval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ip 4.4.4.4 threshold 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track-ip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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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道故障切换权重
在图 25 所示的范例中，将创建三对单向 VPN 通道，其中每对通道均由一个主通
道和一个备份通道组成。这些通道将分公司站点的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连接到企业
站点的 Trust 区段中的 DNS、SMTP 和 HTTP 服务器。每个站点的所有区段都在 
trust-vr 路由选择域中。

首先配置“双 Untrust”模式下的 NetScreen-5XT，它是用来保护分公司站点的安
全设备。然后配置将主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3) 作为出接口的三个 VPN 通道
以及将备份 Untrust 区段接口 (ethernet2) 作为出接口的三个备份 VPN 通道。安全
设备对主 VPN 通道进行监控以确定何时进行故障切换。每个 VPN 通道的故障切换
权重如下 : 

vpn1 - 权重 = 60

vpn2 - 权重 = 40

vpn3 - 权重 = 40

配置安全设备使其可进行自动故障切换。从主接口自动切换到备份接口后，备份接
口将处理进出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直到主接口恢复。当累计故障切换权重
达到或超过 100% 时，发生主接口故障切换。也就是说，当 vpn1 和 vpn2 都处于
中断状态时，累计故障权重将为 100%，这时将导致自动故障切换到备份接口。当
只有 vpn2 和 vpn3 中断时，累计故障权重将为 80%，此时不会发生故障切换。

也可启用 VPN 监控重定密钥功能。发生故障切换后，当主接口的 VPN 通道的累计
权重小于 100% 时，此功能允许安全设备将流向备份设备的信息流重新转发到主
接口。

后，在每个站点为 Trust 区段启用非对称 VPN 选项，以便在一个 VPN 通道上建
立的现有会话切换为另一个会话时，位于通道另一端的安全设备不会拒绝此会话。

设备从两个不同的 ISP 动态接收其 Untrust 区段接口地址、缺省网关和 DNS 服务器
地址。每个 ISP 使用不同的协议。ISP-1 使用 DHCP 将地址分配给 ethernet3，
ISP-2 使用 PPPoE 将地址分配给 ethernet2。企业站点的安全设备拥有静态 IP 地址 
(2.2.2.2)。其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为 2.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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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主接口、备份接口和 VPN 通道

VPN 监控的目标地址不是缺省地址 ( 远程网关 IP 地址 [2.2.2.2])，而是三个服务器
的地址 (10.2.2.5、10.2.2.10、10.2.2.15)。若使用的是远程网关 IP 地址，且又无法
到达该地址，则所有三个主通道将总是同时故障切换到备份通道。这将无法使用权
重来执行这样的操作 : 只有当两个通道 (vpn1 + vpn2 或 vpn1 + vpn3) 同时出现
故障时才进行故障切换。另一方面，如果 VPN 监控通过每个通道来监控不同的目
标地址，且该功能无法再通过 vpn1 对 DNS-1 执行 ping 操作，则不会进行故障切
换。如果，随后 NetScreen-5XT 无法再通过 vpn2 对 SMTP-1 执行 ping 操作，则相
加后的权重总计为 100% (60 + 40)，vpn1 将故障切换到 vpn4，vpn2 将故障切换
到 vpn5，而 vpn3 将处于活动状态。

WebUI ( 分公司 )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Trust 区段
主机

LAN

tunnel.1

tunnel.2

tunnel.3

tunnel.4

tunnel.5

tunnel.6

公司站点
安全设备

DNS-1
10.2.2.5 SMTP-1

10.2.2.10

HTPP-1
10.2.2.15

通道 1

通道 5

通道 6

通道 3

通道 2

通道 4

备份接口和 VPN 通道

ethernet3
DHCP 主接口和 VPN 通道 ethernet3

2.2.2.2/24

ethernet2 
PPPoE

ISP-1
vpn1

vpn2
vpn3

互联网

ISP-2

同一接口
路由器 
2.2.2.250

同一接口

vpn5
vpn4

vpn6

注意 : 鉴于此范例较长，因此仅对 CLI 配置进行了完整介绍。WebUI 部分仅列出了通向
可在其中设置各个配置要素的各页面的导航路径。可通过查阅 CLI 命令来了解需
要进行哪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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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故障切换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Network > Untrust Failover > Edit Weight

4. 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WebUI ( 企业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2.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3. 服务组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Services > Groups > New

4. VPN 通道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New

5. 非对称 VPN
Network > Zones > Edit ( 对于 Trust)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trust-vr New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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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分公司 )

1. 登录和接口

重新登录安全设备。然后继续进行以下配置 :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exec dhcp client ethernet3 renew
set pppoe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pppoe username ns5gt password junip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4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5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5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2.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corp1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5gt-e3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basic
set ike gateway corp2 address 2.2.2.2 aggressive local-id 5gt-e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gateway corp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DNS
set vpn vpn1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5 rekey
set vpn vpn2 gateway corp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2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10 rekey
set vpn vpn3 gateway corp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3

set vpn vpn3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HTTP
set vpn vpn3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15 rekey
set vpn vpn4 gateway corp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4
set vpn vpn4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DNS
set vpn vpn4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5 rekey
set vpn vpn5 gateway corp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5 bind interface tunnel.5
set vpn vpn5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5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10 rekey
set vpn vpn6 gateway corp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6 bind interface tunnel.6
set vpn vpn6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HTTP
set vpn vpn6 monitor source-interface ethernet1 destination-ip 10.2.2.15 r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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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故障切换
set failover type tunnel-if
set failover auto
set vpn vpn1 failover-weight 60
set vpn vpn2 failover-weight 40
set vpn vpn3 failover-weight 40

4. 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5/32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10/32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15/32 interface tunnel.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5/32 interface tunnel.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10/32 interface tunnel.5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15/32 interface tunnel.6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null metric 100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CLI ( 企业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4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5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5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

注意 : 通常，代理 ID 可以为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any"。但是，在上例
的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行中，每
个通道的代理 ID 必须不同，以区分通道。如果每个代理 ID 的服务均相同，则将
导致配置冲突，且安全设备将拒绝 vpn2 和 vpn3 ( 及 vpn5 和 vpn6) 的代理 ID。

注意 : 与创建六个通道接口相反 ( 为每个 VPN 通道各创建一个通道接口 )，也可创建一
个通道接口，然后将多个 VPN 通道绑定到该接口。安全设备使用“下一跳跃通道
绑定”(NHTB) 表来区分各个通道。有关 NHTB 的信息，请参阅第 5-235 页上的
“每个通道接口上的多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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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
set address untrust branch 10.1.1.0/24
set address trust DNS-1 10.2.2.5/32
set address trust SMTP-1 10.2.2.10/32
set address trust HTTP-1 10.2.2.15/32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servers add DNS-1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servers add SMTP-1
set group address trust servers add HTTP-1

3. 服务组
set group service vpn-srv add DNS
set group service vpn-srv add SMTP
set group service vpn-srv add HTTP
set group service vpn-srv add ICMP

4. VPN 通道
set ike gateway branch1 dynamic ns5gt-e3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1 sec-level basic
set ike gateway branch2 dynamic ns5gt-e2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netscreen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gateway branch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1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DNS

set vpn vpn2 gateway branch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vpn2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3 gateway branch1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3
set vpn vpn3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HTTP

set vpn vpn4 gateway branch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4
set vpn vpn4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DNS

set vpn vpn5 gateway branch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5 bind interface tunnel.5
set vpn vpn5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SMTP

set vpn vpn6 gateway branch2 sec-level basic
set vpn vpn6 bind interface tunnel.6
set vpn vpn6 proxy-id local-ip 0.0.0.0/0 remote-ip 0.0.0.0/0 HTTP

5. 非对称 VPN
set zone trust asymmetric-vpn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branch servers vpn-srv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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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系统故障切换
在图 26 所示的范例中，为 NSRP 配置了两个虚拟系统 (vsys1 和 vsys2)。为了提供
虚拟系统内向流量的负载共享，VSD 的从属关系按如下方式分配 : 

Vsys1 是 VSD 组 0 的成员。

Vsys2 是 VSD 组 1 的成员。

安全设备通过分配虚拟系统的 VSD 组来共享内向信息流负载。因为初始设计中将 
vsys1 配置在设备 A 上，vsys2 配置在设备 B 上，所以向这些虚拟系统发送的内向
流量被引导到含有它们的设备。

图 26:  NSRP 配置中的虚拟系统

出站流量的缺省网关对于根系统和每个虚拟系统是不同的 : 

Root: 210.1.1.250

Vsys1: 210.11.1.250

Vsys2: 210.12.1.250

因为图 27 是基于第 12 页上的“双主动配置”的，在其中建立了 VSD 组 0 和 1，
同时设置了 NSRP 集群 ID 1 中的设备，并且已经启用了 NSRP。所以，在设备 A 上
配置的设置会自动传播给设备 B。

注意 : 在图 26 中，负载不是均 分配的，或负载不均衡。两个安全设备共享负载，设
备 A 和 B 以动态变化的比例 (60/40%、70/30% 等等 ) 接收内向信息流。

根系统在 VSD 组 0 和 1 
中，且在两个安全设备中
是活动的。

Vsys1 在 VSD 组 0 中，且
仅在设备 A 中是活动的。

Vsys2 在 VSD 组 1 中，且
仅在设备 B 中是活动的。

VSD 组 1VSD 组 0

NSRP 集群 ID 1

Untrust 区段

Vsys1 R
O
O
T

R
O
O
T

Vsys2

Trust 区段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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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物理接口、冗余接口、子接口和 VSI 的关系

WebUI

1. 设备 A: 根

2. 设备 A: Vsys1
Vsy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vsys1

Vsys > Enter (vsys1) > Network > Interface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1.1
Zone Name: Untrust
VLAN Tag: 1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I Base: Redundant1.1
VSD Group: 0
IP Address/Netmask: 210.11.1.1/24

Untrust 区段
冗余接口

物理接口

Trust 区段
冗余接口

Untrust 区段
冗余接口

物理接口

Trust 区段
冗余接口

redundant1 
210.1.1.1/24

设备 A

ROOT ROOTVSYS1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2:1 
210.1.1.2/24

redundant1.2:1 
210.12.1.1/24

redundant2.2:1 
10.22.1.1/24

redundant1.1 
210.11.1.1/24

redundant2:1 
10.1.1.2/24

redundant2 
10.1.1.1/24

redundant1.2 标记 12

redundant2 redundant2.2 标记 22

redundant2.1 
10.21.1.1/24

Vsys1-Untrust 
冗余子接口

Vsys1-Trust 
冗余子接口

Vsys2-Untrust 
冗余子接口

Vsys2-Trust 
冗余子接口

redundant1 
210.1.1.1/24

redundant1:1,
210.11.1.2/24

设备 B

VSYS2

VSI

redundant1:1,
210.12.1.1/24

VSI

redundant2

redundant1

redundant2.1 标记 21

VSI

VSI VSIVSI

VSI VSI

redundant1 redundant1.1 标记 11

e1/1 e1/2

e2/1 e2/2 e2/2e2/1

e1/2e1/1

注意 : 根系统的 NSRP 配置与第 12 页上的“双主动配置”中的配置是一样的。

注意 : 如果没有定义 vsys admin，则安全设备会自动创建一个，并在该 vsys 名称前加
上 "vsys_"。在本例中，vsys1 的 vsys admin 为 vsys_v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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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2.1
Zone Name: Trust-vsys-vsys1
VLAN Tag: 2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D Group ID: 0
IP Address/Netmask: 10.21.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IP Address: 210.11.1.250

单击 Exit Vsys 以返回根级。

3. 设备 A: Vsys2
Vsy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YS Name: vsys2

Vsys > Enter (vsys2) > Network > Interface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1.2
Zone Name: Untrust
VLAN Tag: 12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I Base: Redundant1.2
VSD Group: 1
IP Address/Netmask: 210.12.1.1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Redundant2.2
Zone Name: Trust-vsys-vsys2
VLAN Tag: 22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VSI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SD Group ID: 1
IP Address/Netmask: 10.22.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注意 : 虚拟系统可以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而与您在根级设置的模式无关。
配置范例 77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78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un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IP Address: 210.12.1.250

单击 Exit Vsys 以返回根级。

4. 设备 B

CLI

1. 设备 A: 根

2. 设备 A: VSYS 1
set vsys vsys1
ns(vsys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1 tag 11 zone untrust
ns(vsys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1 ip 210.11.1.1/24
ns(vsys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1 tag 21 zone trust-vsys1
ns(vsys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1 ip 10.21.1.1/24
ns(vsys1)->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1 route
ns(vsys1)->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210.11.1.250
ns(vsys1)-> save
ns(vsys1)-> exit

3. 设备 A: VSYS 2
set vsys vsys2
ns(vsys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2 tag 12 zone untrust
ns(vsys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1.2:1 ip 210.12.1.1/24
ns(vsys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2 tag 22 zone trust-vsys2
ns(vsys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2:1 ip 10.22.1.1/24
ns(vsys2)-> set interface redundant2.2:1 route
ns(vsys2)->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redundant1 gateway 

210.12.1.250
ns(vsys2)-> save
ns(vsys2)-> exit

4. 设备 B

注意 : 因为设备 A 会将其它配置的设置传播给设备 B，所以就不必在设备 B 中再次输入
它们。

注意 : 根系统的 NSRP 配置与第 12 页上的“双主动配置”中的配置是一样的。

注意 : 虚拟系统可以处于“路由”或 "NAT" 模式，而与您在根级设置的模式无关。

注意 : 因为设备 A 会将其它配置的设置传播给设备 B，所以就不必在设备 B 中再次输入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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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12 卷 : WAN、DSL、拨号和无线介绍广域网 (WAN)、数字用户线 (DSL)、拨号和
无线局域网 (WLAN) 接口。本卷包含以下章节 : 

第 1 章，“广域网”介绍如何配置广域网 (WAN)。

第 2 章，“数字用户线”介绍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 和对称数字用户线 
(G.SHDSL) 接口。

第 3 章，“ISP 故障切换和拨号恢复”介绍如何为 ISP 故障切换设置优先级和
定义条件，以及如何配置拨号恢复解决方案。

第 4 章，“无线局域网”介绍 Juniper Networks 无线设备上的无线接口并提供
范例配置。

附录 A，“无线信息”列出可用的通道、频率和调节域，以及每个国家 / 地区
无线设备上可用的通道。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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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x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x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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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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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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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广域网

某些安全设备允许您使用广域网 (WAN) 数据链路在地理分布较为分散的网络之间
传输和接收信息流。这些网络可以是个人专用网络，但通常会包括公用或共享网
络。在 WAN 链接能够正常运转之前，必须首先对某些属性进行配置，例如，时钟
和信号处理选项 ( 用于物理线路 ) 和封装方法 ( 用于在 WAN 之间传输数据 )。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 页上的“WAN 概述”

第 7 页上的“WAN 接口选项”

第 28 页上的“WAN 接口封装”

第 38 页上的“多链路封装”

第 44 页上的“WAN 接口配置范例”

第 55 页上的“封装配置范例”

WAN 概述

本节定义以下 WAN 接口 : 

第 2 页上的“串行”

第 3 页上的“T1”

第 3 页上的“E1”

第 4 页上的“T3”

第 4 页上的“E3”

第 5 页上的“ISDN”
WAN 概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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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
串行链接可提供双向链接，这些双向链接要求很少的控制信号。在基本串行设置
中，数据电路终端设备 (DCE) 负责建立、维护和终止连接。调制解调器是典型的 
DCE 设备。串行电缆将 DCE 与电话网络相连， 终会在电话网络上与数据终端设
备 (DTE) 建立链接。DTE 通常为链接终止位置。

某些安全设备支持以下类型的串行接口 :

TIA/EIA 530 -“通信工业协会 /电子工业联盟”(TIA/EIA) 标准 530，High-Speed 
25-Position Interface for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and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描述了 DTE 与 DCE 之间的互联，该互联使用串行二进制数据与在
独立控制电路上交换的控制信息之间的交互。

V.35 - 国际电信同盟通信标准化部门 (ITU-T) 推荐项 V.35，Data Transmission at 
48 kbit/s Using 60-108 kHz Group Band Circuits，描述用于网络访问设备与封包
网络之间通信的同步、物理层协议。在美国和欧洲，V.35 的使用 为广泛。

X.21 - ITU-T 推荐项 X.21，Interface Between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and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 for Synchronous Operation on Public Data 
Networks，描述通过同步数字线路进行的串行通信。X.21 协议主要是在欧洲和
日本使用。

RS-232 - TIA/EIA-232-F ( 当前修订本 )，Interface Between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and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 Employing Serial Binary Data 
Interchange，描述用于与调制解调器和其它串行设备进行通讯的物理接口和
协议。

RS-449 - EIA 标准 EIA-449 General Purpose 37-Position and 9-Position Interface 
for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and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 Employing 
Serial Binary Data Interchange，指定 DTE 和 DCE 之间的接口。

串行连接建立后，串行线路协议 ( 例如 EIA-530、X.21、RS-422/449、RS-232 或 
V.35) 即会按如下方式开始控制线路间信号的传输 :

1. DCE 向 DTE 传输 DSR 信号，DTE 以 DTR 信号进行响应。此传输结束后，即会
建立链接，并可传递信息流。

2. 当 DTE 设备准备好接收数据时，它会将其 RTS 信号置为已标记状态 ( 全部为 1) 
以通知 DCE 其可以进行数据传输。

3. 当 DCE 设备准备好接收数据时，它会将其“清除发送”(CTS) 信号置为已标记
状态以通知 DTE 其可以进行数据传输。

4. 当已就发送信息进行了协商后，即会在传输数据 (TD) 和接收数据 (RD) 线路之
间传输数据 :

TD 线路 - 数据由 DTE 设备传输到 DCE 设备所用的线路。

RD 线路 - 数据由 DCE 设备传输到 DTE 设备所用的线路。
WA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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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T1，也称为数据信号 1 (DS1)，是一种数字数据传输方法，能够处理 24 个以组合
速率 1.544 Mbps 运行的同步连接 ( 也称为时隙或通道 )。T1 将这 24 个独立的通道
组合为一个链接。

T1 数据流被分解为许多帧。每一帧由一个成帧位和 24 个 8 位通道组成，每个 T1 帧
总计有 193 位。帧每秒钟传送 8,000 次，数据传输率为 1.544 Mbps (8,000 x 193 = 
1.544 Mbps)。接收和处理每个帧时，每个 8 位通道中的数据由来自先前帧的通道数
据进行维护，这就能够将 T1 信息流在单个媒介中分为 24 个独立的数据流。

所支持的 T1 标准包括 :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 T1.107，Digital Hierarchy - Formats 
Specifications，描述数字层次格式，且与 T1.102，Digital Hierarchy - Electrical 
Interfaces 结合使用。

Telcordia GR 499-CORE，Transport Systems Generic Requirements (TSGR): 
Common Requirements，描述传输系统常用的基本通用要求。Telcordia GR 
253-CORE，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SONET) Transport Systems: Common 
Generic Criteria，描述通用 SONET 标准。

AT&T 技术文献 54014，ACCUNET T45 and T45R Service Description and 
Interface Specification，描述 AT&T ACCUNET T45 和 T45R 服务的服务说明及
接口规范。

“国际电信同盟”(ITU-T) 推荐项 G.751 和 G.703 描述分层数字接口的物理和
电学特性。

E1
E1 是 DS1 数字传输的欧洲格式。E1 链接与 T1 链接类似，只是 E1 链接以 
2.048 Mbps 的传送速率传送信号。每个信号具有 32 个通道，每个通道的传输
速率为 64 Kbps。同 T1 链接相比，E1 链接的带宽更高，因为 E1 链接使用所有 
8 个通道位。

以下标准适用于 E1 接口 :

ITU-T 推荐项 G.703，Physical/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ical Digital 
Interfaces，描述数据传输速率和多路传输方案。

ITU-T 推荐项 G.751，General Aspects of Digital Transmission Systems: Terminal 
Equipment，描述成帧方法。

ITU-T 推荐项 G.775，Loss of Signal (LOS) and Alarm Indication Signal (AIS) 
Defect Detection and Clearance Criteria，描述警告报告方法。
WAN 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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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T3，也称为数据信号 3 (DS3)，是一种高速数据传输方法，将 28 个 DS1 信号分为
七个独立的 DS2 信号进行多路传输，并将 DS2 信号组合成一个 DS3 信号。T3 链
接的运行速率为 43.736 Mbps。

所支持的 T3 标准包括 :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 T1.107，Digital Hierarchy - Formats 
Specifications，描述数字层次格式，且与 T1.102，Digital Hierarchy - Electrical 
Interfaces 结合使用。

Telcordia GR 499-CORE，Transport Systems Generic Requirements (TSGR): 
Common Requirements，描述传输系统常用的基本通用要求。Telcordia GR 
253-CORE，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SONET) Transport Systems: Common 
Generic Criteria，描述通用 SONET 标准。

Telcordia TR-TSY-000009，synchronous Digital Multiplexes, Requirements and 
Objectives，描述以速率 DS1C (3.152 Mbps)、DS2 (6.312 Mbps) 和 / 或 DS3 
(44.736 Mbps) 运行的异步复用的通用技术要求和目的。

AT&T 技术文献 54014，ACCUNET T45 and T45R Service Description and 
Interface Specification，描述 AT&T ACCUNET T45 和 T45R 服务的服务说明及
接口规范。

ITU G.751，Digital multiplex equipment operating at the third order bit rate of 34 
368 kbit/s and the fourth order bit rate of 139 264 kbit/s and using positive 
justification，G.703，Physical/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ical digital 
interfaces 以及 G.823，The control of jitter and wander within digital network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2048 kbit/s hierarchy，描述传输系统和媒体、数字系统
及网络。

E3 
欧洲的 E3 等同于 T3。它由多路传输 16 个单独 E1 信号一起组成。它以 
34.368 Mbps 的速率运行。

所支持的 E3 标准包括 :

ITU G.751，Digital multiplex equipment operating at the third order bit rate of 34 
368 kbit/s and the fourth order bit rate of 139 264 kbit/s and using positive 
justification，G.703，Physical/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ical digital 
interfaces 以及 G.823，The control of jitter and wander within digital network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2048 kbit/s hierarchy，描述传输系统和媒体、数字系统
及网络。

Telcordia GR 499-CORE，Transport Systems Generic Requirements (TSGR): 
Common Requirements，描述传输系统常用的基本通用要求。Telcordia GR 
253-CORE，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 (SONET) Transport Systems: Common 
Generic Criteria，描述通用 SONET 标准。
WA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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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N
“集成服务数字网路”(ISDN) 是通过数字电话线路发送语音、视频和数据的国际
通信标准。作为一种按需拨号服务，ISDN 具有快速呼叫设置和低延迟，并能够进
行高质量的语音、数据和视频传输。ISDN 也是一种电路切换服务，可将其用于多
点和点对点连接。

图 2 说明了 ISDN 连接的基本设置。分支机构通过 ISDN 连接到企业总部。当有任
何要求向互连网发送封包的请求将自动建立连接，而在经过指定秒数后仍没有信息
流时将自动丢弃连接。由于通常只需几毫秒的时间即可建立 ISDN 连接 ( 几乎瞬间
即可完成 )，因此，可随时根据需要很轻松地建立和断开连接。

图 2:  基本 ISDN 拓扑结构

在北美洲，大多数电信运营商都提供 U 接口以进行 ISDN 连接。要与安全设备进行
通讯，必须使用其它设备 ( 网络终端设备 (NT1)) 将 U 接口转换为 S/T 接口。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只提供 S/T 接口。NT1 位于客户站点上 ( 请参阅图 2 中
的分支机构 )，可由电信运营商提供。

Trust 区段

FTP 服务器

HTTP 服务器

www.juniper.net分支机构 A 
10.1.1.1/16

ISDN 交换

互联网 / 电信网络

Trust 区段

BRI U- 接口

BRI S/T- 接口

安全设备

企业总部 
11.0.0.0/16

NT1NT1

分支机构 B 
10.2.2.2/16

PRI (23-B + D)
WAN 概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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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OS 中的 ISDN 在您的安全设备上支持以下功能 :

按需拨号路由选择 (DDR)

DDR 允许安全设备根据传输站的需要自动启动和关闭会话。设备欺骗 
keepalives 以便终端站认为会话是活动的。DDR 只允许用户在必要时建立 
WAN 链接，进而减少远程站点访问成本。

基本速率接口 (BRI)

BRI 也称为 2B+D，因为它由两个 64 Kbps 的 B 通道和一个 16 Kbps 的 D 通
道组成。B 通道用于传输用户数据，而 D 通道负责传送信号信息流以在站点之
间建立和终止连接。

每个 ISDN BRI 都使用命名约定 brix/0，其中 x = 插槽 id 而 x/0 代表插槽 id/
端口 id。例如，bri0/0 的两个 B 通道将被标识为 bri0/0.1 和 bri0/0.2。

按需分配带宽

可对两个 64 Kbps 的 B 通道进行组合以根据需要形成一个 128 Kbps 的连接。
设备以如下方式在 ISDN 接口上支持“按需分配带宽”: 

当信息流超出所配置的临界值时使用更多的通道

当信息流少于所配置的临界值时断开通道

“按需分配带宽”在您的安全设备上使用多链路 PPP (MLPPP) 封装来实现。

拨号接口与拨号池

当目标数超过可用物理线路数时，拨号接口和拨号池将允许 ISDN 接口向多个
目标拨号。ISDN 接口可属于多个池，允许使用单条线路向多个目标拨号。

有关该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9 页上的“用拨号接口拨出”。

拨号备份

当主同步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将 ISDN 接口用作拨号备份以激活次 WAN 链接。

租用线路

ISDN 租用线路支持 128 Kbps。在“租用线路”模式中，ISDN 接口作为只能
传送数据的第 3 层接口运行，因此不需要 D 通道。

监控 ISDN 和拨号接口
WA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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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接口选项

本节说明某些安全设备上可用的 WAN 接口选项。表 1 显示了 WAN 接口上的可用
物理属性。

表 1:  WAN 接口物理属性

物理属性 串行 T1 E1 T3 E3 ISDN (BRI)

Hold time X X X X X X

DTE options X

Frame checksum X X X X

Idle-cycle Flag X X X X X

Start/End Flag X X X X

Signal Handling X

时钟

Clocking Mode X

Clocking source X X X X

Internal Clock rate X

Transmit clock Inversion X

时隙

Fractional T1 Time Slots X

Fractional E1 Time Slots X

线路编码

AMI X

B8ZS X

HDB3 X

Byte Encoding X

Data Inversion X X

成帧

Superframe X

Extended Frame X

G.704 Frame X

G.751 Frame X

C-Bit Parity Frame X

回传信号

Loopback Mode X X X

Bit Error Rate Test (BERT) X X X X

CSU Compatibility Mode X

Remote loopback response X X X

FEAC Response X
WAN 接口选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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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
等待时间用来指定在设备判断接口连接为连接或中断状态之前可经过的时间长度。
当接口与分插复用器 (ADM) 或波分复用器 (WDM) 连接时，或者可能由于不希望接
口通告其连接状态为连接或中断而针对同步光纤网络 /同步数字层次 (SONET/SDH) 
成帧器漏洞进行保护时，等待时间将很有用。

例如，如果接口状态由连接变为中断，则当其中断时不会向系统的其余部分进行通
告，直到其保持中断状态的持续时间长达指定的等待时间为止。同样，当接口处于
连接状态时也不会向系统的其余部分进行通告，直到其保持连接状态的持续时间长
达指定的等待时间为止。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Hold time
Down: 500
Up: 500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hold-time { down 500 | up 500 } 
save

ISDN 选项

Switch type X

SPID1

SPID2 X

TEI negotiation X

Calling number X

T310 value X

Send complete X

BRI Mode (leased line/dialer) X

拨号器选项

Primary/alternate numbers X

Load Threshold X

Idle time X

Retry times X

Interval X

Dialer pool X

物理属性 串行 T1 E1 T3 E3 ISDN (BRI)

注意 : 等待时间为 0 表示当设备接收到接口状态变为中断的消息时，接口将丢弃信息流。
WAN 接口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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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校验和
帧校验和使用位编码方案验证通过设备的帧是否有效。某些 WAN 接口使用 16 位
帧校验和，但可以配置 32 位校验和以进行更可靠的封包验证。

要将 WAN 接口配置为使用 32 位校验和 (x 为 t1、e1 或 t3):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对于 Frame 
Checksum 选项，选择 32-bits，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x-options fcs 32
save

空闲周期标记
空闲周期是指设备没有数据需要传输的持续时间。空闲周期标记允许某些 WAN 接
口在空闲周期中传输值 0x7E。要将 WAN 接口配置为传输值 0xFF ( 全部为 1) (x 为 
t1、e1、t3 或 bri):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对于 Idle-cycle Flags 
选项，选择 0xFF ( 全部为 1)，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x-options idle-cycle-flag ones
save

开始 / 结束标记
T1 或 E1 接口的开始和结束标记将在发送开始和结束标记之间等待两个空闲周期。
要将接口配置为共享传输开始和结束标记 (x 为 t1 或 e1):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对于 Start/End Flags 
on Transmission 选项，选择 Shared，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x-options start-end-flag shared

要在 T3 接口上共享传输开始和结束标记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线路编码类型，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start-end-flag
save
WAN 接口选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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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编码
以下是通用 T1 和 E1 编码技术 : 

交替传号反转 (AMI) - T1 和 E1

双极性 8 零替代 (B8ZS) - 仅限 T1

3 阶高密度双极性码 (HDB3) - 仅限 E1

要更改编码类型 (x 为 t1 或 e1):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X 接口 ) > WAN: 选择线路编码类型，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x-options line-encoding option
save

交替信号反转编码

AMI 编码在 T1 或 E1 线路上强制 1 信号以在各个后继 1 传输的正电压和负电压之
间进行转换。使用交替信号反转 (AMI) 编码后，具有长序列 0 的数据传输在线路上
将没有电压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很难维持时钟同步，因为它们要依靠电压波
动来持续地与传输时钟同步。为应对这种情况，数据流中连续 0 的数量被限定为 
15 个。该限制称为 1 密度要求，因为它要求每传输 15 个 0 中就要求有一定数量
的 1。在 AMI 编码的线路中，两个连续的同极 ( 为正或为负 ) 脉冲称为双极性破坏 
(BPV)，通常将其标记为错误。

数据反转

启用数据反转后，数据流中的所有数据位都将反转传输，即，零将以一传输，而一
将以零传输。数据反转通常只用于 AMI 模式以提供传输流中所需的密度。要启用
数据反转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中 Invert Data 复
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invert-data
save

B8ZS 和 HDB3 线路编码

双极性 8 零替代 (B8ZS) 和 3 阶高密度双极性码 (HDB3) 编码均不对可在线路上传
输的 0 的数量进行限制。相反，这些编码方法检测 0 序列并替代其位置处的位模
式，以提供维持链接上定时所需的信号振荡。T1 线路的 B8ZS 编码方法检测连续
八个 0 的传输序列并替代两个连续 BPV (11110000) 的模式。由于接收端也使用相同
的编码，因此，它将检测到作为 0 替代的 BPV，且不会标记 BPV 错误。如果单个 
BPV 与 11110000 替换位序列不匹配，则可能会生成错误，这取决于设备的配置。

E1 线路的 HDB3 编码方法检测连续四个 0 的传输序列并替代单个 BPV (1100)。与 
B8ZS 编码类似，接收设备可检测 0 替代且不会生成 BPV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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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编码

T1 接口使用每字节 8 位 (nx64) 的字节编码。可配置每字节 7 位 (nx56) 的备用字
节编码。要配置接口字节编码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字节编码类型，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byte-encoding option
save

线路扩展

某些 WAN 接口允许用户配置线路扩展，线路扩展是指设备与主要办公室之间的一
段可设定距离。T1 接口的线路扩展具有五种可能的设置范围 : 

0 至 132 英尺 (ft) [0 至 40 米 (m)]

133 至 265 ft (40 至 81 m)

266 至 398 ft (81 至 121 m)

399 至 531 ft (121 至 162 m)

532 至 655 ft (162 至 200 m)

T3 接口的 T3 线路扩展具有两种设置 : 一种为短距离设置，小于 255 英尺 ( 约 68 
米 )，一种为长距离设置，在 255 英尺和 450 英尺之间 ( 约 137 米 )。

要设置接口线路范围 (X 为 t1 或 t3) 或 CLI: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X 接口 ) > WAN: 选择线路扩展范围，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buildout range
save

或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long-buildout
save
WAN 接口选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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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帧模式
T1 接口使用两种成帧类型 : 超帧 (SF) 和扩展超帧 (ESF)。E1 接口使用 G.704 成帧
或不带有 CRC4 成帧的 G.704，或者可处于无帧模式下。E3 接口使用 G.751 成帧
或者可处于无帧模式下。

要配置 WAN 接口的成帧 (x 为 t1、e1、t3 或 e3):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成帧模式，然后
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x-options framing options

T1 的超帧

超帧 (SF) 也称为 D4 帧，由 192 个数据位组成 : 24 个 8 位通道和一个成帧位。该
单个成帧位是 12 位成帧序列的一部分。将为每个 T1 帧的第 193 位设置一个值，
并对每 12 个连续帧进行检查以确定 12 位 SF 的成帧位模式。接收设备将检测到这
些位以与内向数据流保持同步，并确定成帧模式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T1 的扩展超帧

扩展超帧 (ESF) 将 D4 SF 由 12 帧扩展为 24 帧，从而也将 12 位增加至 24 位。其
余位将用于帧同步、错误检测以及经由设备数据链路 (FDL) 的维护通信。将仅使用 
SF 序列中帧 4、8、12、16、20 和 24 中的成帧位来创建同步模式。

T3 的 C 位奇偶成帧

C 位奇偶模式可控制显示在所传输的 T3 信号上的成帧类型。启用 C 位奇偶模式
后，C 位位置将用于远端块错误 (FEBE)、远程报警和控制 (FEAC)、终端数据链
路、路径奇偶及模式指示符位，这些位都在 ANSI T1.107a-1989 中进行了定义。禁
用 C 位奇偶模式后，将使用基本 T3 成帧模式 (M13)。

要为 T3 接口禁用 C 位奇偶模式并使用 M13 成帧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成帧模式，然后
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cbit-parity
save

Clocking
时钟将决定网络对所传输数据的采样方式。当网络中的路由器接收信息流时，时钟
源将指定何时对数据进行采样。某些 WAN 接口允许用户配置以下时钟信息 : 

时钟模式

时钟源

内部时钟频率

传输时钟反转
WAN 接口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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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模式

共有三种时钟模式 : 

环路时钟模式使用 DCE 接收 (RX) 时钟对由 DCE 到 DTE 的数据进行定时。

DCE 时钟模式使用 DTE 传输 (TX) 时钟，DCE 为 DTE 生成该时钟以将其用作 
DTE 的传输时钟。

内部时钟模式，也称为线路定时，使用内部生成的时钟。

DCE 时钟模式和环路时钟模式使用由 DCE 生成的外部时钟。

图 3 显示了环路、DCE 和内部时钟模式的时钟源。

图 3:  串行接口时钟模式

要配置串行接口的时钟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Hold Time
Clock Mode

选择时钟模式，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erial-options clocking-mode { dce | internal | loop }

注意 : 对于 TIA/EIA 530、V.35、RS0232 和 RS-449 接口，可独立地配置各个接口以使
用环路、DCE 或内部时钟模式。对于 X.21 接口，仅支持环路时钟模式。

RX 数据

RX 时钟

TXC 时钟

TX 源时钟

TX 数据

TX 时钟

DCE 设备 DTE 设备

DCE
环路
DTE

内部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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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源

时钟源可以是位于控制板上的内部第 3 层时钟，或者是从当前配置的接口接收的
外部时钟。

缺省情况下，接口时钟源是内部的，这就意味着，所有接口均使用内部第 3 层时
钟。对于可使用不同时钟源的接口，源可以是内部的 ( 也称为线路定时或常规定
时 )，也可以是外部的 ( 也称为环路定时 )。

要将接口的时钟源设置为使用外部时钟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Hold Time
Clocking

选择时钟模式，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clocking external

内部时钟频率

内部时钟频率是指内部时钟的速度，通常与内部时钟模式配合使用。

要配置时钟频率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Rate: 选择相应的频率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erial-options clock-rate number
save

可配置以下接口频率 : 

注意 : 对于已配置内部时钟模式的 RS-232 接口，时钟频率必须小于 20 KHz。

1.2 KHz

2.4 KHz

9.6 KHz

19.2 KHz

38.4 KHz

56.0 KHz

64.0 KHz

72.0 KHz

125.0 KHz

148.0 KHz

250.0 KHz

500.0 KHz

800.0 KHz

1.0 Mhz

1.3 Mhz

2.0 Mhz

4.0 Mhz

8.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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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WAN 接口应在默认频率 8.0 MHz 下使用，不过，在以下任意一种情况下，您
可能需要使用较慢的频率 : 

互连电缆过长，不利于有效操作。

互连电缆暴露于外来噪声源中，这可能会产生超过 +1 伏的有害电压，在信号
导体和电路间所测得的电压会有所不同，通常在电缆负载末端使用 50 欧姆的
电阻器来替代发生器。

需要将对其它信号的干扰降至 低。

需要反转一个或多个信号。

有关信号频率和接口电缆距离之间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标准 : 

EIA 422-A，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lanced Voltage Digital Interface Circuits

EIA 423-A，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Voltage Digital Interface 
Circuits

传输时钟反转

传输时钟会校准通过 WAN 接口传输的所有外向封包。当设备使用外部定时时钟模
式 (DCE 或环路 ) 时，长电缆可能会导致 DTE 传输时钟和数据发生相位偏移。速度
很高时，该相位偏移可导致错误。反转传输时钟可修正相位偏移，从而降低了出
错率。

要设置反转传输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Serial Options
Transmit clock invert: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erial-options transmit-clock invert
save

注意 : 对于启用了内部时钟模式的 TIA/EIA 530、V.35、RS-232 和 RS-449 接口，可配置
时钟频率。有关内部时钟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上的“时钟模式”。
WAN 接口选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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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
常规信号处理由以下标准进行定义 : 

TIA/EIA 标准 530

ITU-T 推荐项 V.35

ITU-T 推荐项 X.21

表 2 显示了支持各个信号类型的串行接口模式。

表 2:  按串行接口类型划分的信号处理

要配置串行接口特性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DTE Options
选择所需选项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erial-options dte-options { ... }
save

信号 串行接口

来自 DCE 的信号 : 

清除发送 (CTS) TIA/EIA 530、V.35、RS-232、RS-449

数据载波检测 (DCD) TIA/EIA 530、V.35、RS-232、RS-449

数据设备就绪 (DSR) TIA/EIA 530、V.35、RS-232、RS-449

测试模式 (TM) 仅限 TIA/EIA 530

至 DCE 的信号 : 

数据传送就绪 (DTR) TIA/EIA 530、V.35、RS-232、RS-449

请求发送 (RTS) TIA/EIA 530、V.35、RS-232、RS-449

注意 : 如果指定了 ignore-all，将无法配置其它信号处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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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传信号
T1、E1、T3 或 E3 链接上的控制信号为回传信号。使用回传信号，网络控制中心
的操作员可强制链路远端的设备将其接收到的信号重新传回传输路径。随后传输设
备便可验证所接收的信号是否与所传输的信号匹配，以对链路执行端对端检查。

远程和本地回传

远程线路接口设备 (LIU) 回传将传送 (TX) 数据和 TX 时钟回传给设备充当接收 (RX) 
数据和 RX 时钟。在线路中，LIU 回传将 RX 数据和 RX 时钟回传出线路充当 TX 数
据和 TX 时钟，如图 4 中所示。

图 4:  WAN 接口 LIU 回传

DCE 本地和 DCE 远程可控制 TIA/EIA 530 特定于接口的信号，这些信号用于启用
链接合作伙伴 DCE 上的本地和远程回传。图 5 显示了本地回传。

图 5:  WAN 接口本地回传

回传模式

可在本地 T1、T3、E1、E3 或 ISDN (bri) 接口与远程通道服务设备 (CSU) 之间配置
回传模式，如图 6中所示。可将回传模式配置为本地或远程。通过本地回传，接口
可向 CSU 传输封包，不过，将再次接收其自身的传输并忽略来自 CSU 的数据。通
过远程回传，从 CSU 发送的封包由接口接收 ( 如果存在有效路由，将进行转发 )，
并立即重新传输给 CSU。本地和远程回传传输均会回传数据和时钟信息。在本地路
由平台或远程 CSU 上均可回传封包。

至设备

来自设备
TX 数据

TX 时钟

RX 数据

RX 时钟

TX 数据

TX 时钟

RX 数据

RX 时钟

到线路外

来自线路

DTE 设备

至设备

来自设备

TX 数据

TX 时钟

RX 数据

RX 时钟

到线路外

来自线路

DTE 设备

来自未连接线路的 
RX 数据和 RX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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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串行接口上的回传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串行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Diagnosis Options
Loopback Mode: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erial-options loopback { dce-local | local | remote }
save

图 6:  远程和本地 WAN 接口回传信息流

要配置 E1、E3 或 ISDN (bri) 接口上的回传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Diagnosis Options
Loopback Mode: local 或 remote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1-options loopback { local | remote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3-options loopback { local | remote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ri-options loopback { local | remote }
save

某些 WAN 接口允许指定 loopback payload 选项以便回传不含远程路由器上时钟信
息的数据。

要配置 T1 和 T3 接口上的回传负荷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Diagnosis Options
Loopback Mode: payload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loopback payload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loopback payload
save

DTE 设备

本地回传

T1
远程回传

C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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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HDLC 负荷不规则编码提供了更好的链接稳定性。连接的两端必须同时使用或
都不使用不规则编码。

要在接口的 T3 或 E3 通道上配置不规则编码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T3 Options
选中 Payload Scrambling 复选框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payload-scrambler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3-options payload-scrambler
save

CSU 兼容性模式

通过限制 HDLC 封装的负荷，对 T3 或 E3 接口进行次速率处理降低了所允许的
高速率值。次速率模式将接口配置为与使用多路传输专有方法的 CSU 相连接。

可将 T3 接口配置为与 Digital Link、Kentrox、Adtran、Verilink 或 Larscom CSU 兼
容。可将 E3 接口配置为与 Digital Link 或 Kentrox CSU 兼容。

要将 T3 或 E3 接口配置为与线路远端的 CSU 相兼容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T3 Options
选择 CSU Compatibility Mode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compatibility-mode { adtran | digital-link | kentrox | 
larscom | verilink } number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3-options compatibility-mode { digital-link | kentrox } 
number

save

T3 或 E3 接口的次速率必须与远程 CSU 的次速率完全匹配。

各个 CSU 兼容性模式具有不同的配置参数 : 

Adtran: 所指定的次速率必须介于 1 和 588 之间，且与 CSU 上所配置的值完全
匹配。次速率的值为 588 对应于 44.2 Mbps 或 100% 的 HDLC 封装负荷。次
速率的值为 1 对应于 44.2/588 ( 即 75.17 Kbps) 或 0.17% 的 HDLC 封装负荷。

Digital Link: 必须将次速率指定为在 CSU 上所配置的数据速率，格式为 xKb 或 
x.xMb。对于 Digital Link CSU，可指定次速率值，使其与在 CSU 上所配置的
数据速率相匹配，格式为 xkb 或 x.xMb。对于所支持值的列表，请在 
compatibility-mode digital-link subrate 选项后输入 ?。

Kentrox: 所指定的次速率必须介于 1 和 69 之间，且与 CSU 上所配置的值完全
匹配。次速率的值为 69 对应于 34.995097 Mbps 或 79.17% 的 HDLC 封装负
荷 (44.2 Mbps)。次速率的值为 1 对应于 999.958 Kbps，即 2.26% 的 HDLC 封
装负荷。次速率的值每递增 1，速率值将相应地增加约 0.5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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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scom: 所指定的次速率必须介于 1 和 14 之间，且与 CSU 上所配置的值完
全匹配。次速率的值为 14 对应于 44.2 Mbps 或 100% 的 HDLC 封装负荷。次
速率的值为 1 对应于 44.2/14 ( 即 3.16 Kbps)，也就是 7.15% 的 HDLC 封装
负荷。

Verilink: 所指定的次速率必须介于 1 和 28 之间，且与 CSU 上所配置的值完全
匹配。要计算所允许的 高速率值，应将所配置的次速率乘以 1.578 Mbps。
例如，次速率值为 28，则用 28 乘以 1.578 Mbps，结果为 44.2 Mbps，也就是 
100% 的 HDLC 封装负荷。次速率的值 1 对应于 1.578 Mbps，也就是 3.57% 
的 HDLC 封装负荷。次速率的值为 20，则用 20 乘以 1.578 Mbps，结果为 
31.56 Kbps，也就是 71.42% 的 HDLC 封装负荷。

远程回传响应

T1 设备数据链路回路请求信号用于以在职监控和诊断的形式传送各种网络信息。
经由设备数据链路 (FDL) 的扩展超帧 (ESF) 支持非干扰信号和控制，从而可提供通
畅的通道通信。远程回传请求可通过 FDL 或带内。要将接口配置为响应远程回传
请求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T1 Options
Remote Loopback Respond: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remote-loopback-respond
save

FEAC 响应

T3 远端报警和控制 (FEAC) 信号用于将报警或状态信息从远端终端发送回近端终
端，并从近端终端启动远端终端的 T3 回传。

为允许远程通道服务设备 (CSU) 将本地路由平台放入回传中，必须将路由平台配置
为响应 CSU 的 FEAC 请求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T3 Options
Remote Loopback Respond: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3-options feac-loop-respond
save

注意 : 如果使用 T3 loopback 选项配置远程或本地回传，则路由平台不会响应 CSU 的 
FEAC 请求，即使配置中包含 feac-loop-respond 选项也将如此。为使路由平台能
够进行响应，必须从配置中删除 loopback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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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隙
时隙 ( 也称通道或连接器 ) 与 T1 和 E1 链接配合使用，其允许用户分割针脚的使用
或使用所有针脚创建一个链接。

部分 T1
可指定任意组合的时隙。对于 T1 接口，时隙应介于 1 和 24 之间。

要将特定一组时隙分配给部分 T1 接口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T1 Options
Timeslots: 1-5,10,24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t1-options timeslots 1-5,10,24
save

部分 E1
可指定任意组合的时隙。ScreenOS 将预留槽 1 用于成帧，因此无法使用槽 1 来配
置部分 E1 接口。对于 E1 接口，时隙介于 2 和 32 之间。

要将特定一组时隙分配给部分 E1 接口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E1 Options
Timeslots: 4-6,11,25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1-options timeslots 4-6,11,25
save

注意 : 使用连字符来配置时隙范围。使用逗号来配置不连续时隙。不要包含空格。

注意 : 使用连字符来配置时隙范围。使用逗号来配置不连续时隙。不要包含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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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码率测试
误码率测试 (BERT) 可检查链路的质量，并可用来对接口错误进行故障排除。可以
将某些 WAN 接口配置为在接收到 BERT 测试的运行请求时执行 BERT。

BERT 要求线路回接到传输设备或远端路由器。本地路由器会生成已知的位模式，
然后将其从传输路径发送出去。接着，将接收的模式与发送的模式进行比较。所接
收模式的误码率 (BER) 越高，实际电路中的噪音干扰就越严重。随着线路回接位置
逐渐向远端路由器的方向移动，可以隔离出链路中有故障的部分。

开始进行 BERT 之前，请先通过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isable CLI 命令禁用接口。

要配置 BERT 参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设置要通过传输路径发送的位模式或算法。

2. 设置接收入站模式时要监视的误码率。将此误码率指定为 0 ( 缺省值 ) 至 7 之
间的整数值，它对应于 10-0 ( 每位有 1 个错误 ) 到 10-7 ( 每 1 千万位有 1 个错
误 ) 之间的 BER。

3. 设置测试持续时间。

4. 保存配置。

5. 启动 BERT。

在本例中，您将设置 T3 接口 BERT 参数来运行 60 秒的测试，使用的算法为 
pseudo-2t35-o151，误码率为 10-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WAN 接口 ) > WA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BERT Algorithm: pseudo-2e9-o153 ( 选择 )
BERT Error Rate: 4
BERT Test Length: 60
Loopback mode: Non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serial1/0 t3-options bert-algorithm pseudo-2t35-o151
set interface serial1/0 t3-options bert-error-rate 4
set interface serial1/0 t3-options bert-period 60
save
exec interface serial1/0 bert-test start

要查看 BERT 的结果，请使用 get counter statistics interface interface extensive 
CLI 命令。

注意 : 如果要尽快终止测试，请使用 exec interface interface bert-test stop CLI 命令。

注意 : 要在本地和远程路由平台之间交换 BERT 模式，请在链路远端的接口配置中加入 
loopback remote 选项。从本地路由平台发出 exec interface interface bert-test 
start CLI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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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 show interface interface extensive CLI 命令检查输出中的错误计数器，
从而确定是否存在内部或外部问题。

ISDN 选项
在 ISDN 选项中，至少必须配置 ISDN 交换机类型。其它选项则要由电信运营商
决定。

交换机类型

支持的 ISDN 交换机类型包括 ATT5E、NT DMS-100、INS-NET、ETSI 和 NI1。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WA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witch Type After Reboot: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switch-type att5e

SPID
如果使用需要服务配置文件标识符 (SPID) 的 ISP，则 ISDN 设备在与访问交换机以
初始化连接期间向 ISP 发送由其指派的有效 SPID 之前，将无法发出或接收呼叫。

SPID 通常由七位电话号码外加一些可选的号码组成。但是，不同的 ISP 可能使用
不同的编号方案。对于 DMS-100 交换机类型，会指派两个 SPID，每个 SPID 适用
于一个 B 通道。SPID 号码由电信运营商定义。

目前，只有 DMS-100 和 NI1 交换机类型需要 SPID。AT&T 5ESS 交换机类型可能支
持 SPID，但是我们建议设置该 ISDN 服务时不要使用 SPID。此外，SPID 只有在本
地访问 ISDN 接口才有意义。远程路由器永远不会接收 SPID。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ISD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PID1: 123456789
SPID2: 987654321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spid1 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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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 协商

终端端点标识符 (TEI) 协商对于可能会在没有活动呼叫时禁用第 1 层或第 2 层的交
换机非常有用。此项设置一般适用于欧洲地区的 ISDN 服务产品以及与旨在启动 
TEI 协商的 DMS-100 交换机的连接。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ISD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EI negotiation: First Call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tei-negotiation first-call

可以在第一次呼叫 ( 缺省值 ) 或设备启动时进行 TEI 协商。

呼叫号码

ISDN BRI 提供给 ISDN 交换机的外向呼叫号码。某些网络为显示此号码的呼叫提供
优惠的价格。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ISD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Calling Number: 1234567890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calling-number 1234567890

呼叫号码的字符数必须少于 32 个。

T310 值
如果安全设备在接收到 CALL PROC 消息后未接收到 ALERT、CONNECT、DISC 或 
PROGRESS 消息，它会在达到 T310 超时值后将一条 DISC 消息发送到网络中。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ISD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310 Value: 20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t310-value 20

可以输入介于 5 与 100 秒之间的值。缺省 T310 超时值为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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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完成

在有些地理位置 ( 例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ISDN 交换机要求在外向呼叫设置消
息中加入“发送完成信息元素”，以指示整个号码都包含其中。其它地区通常不需
要此信息元素。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 ISDN: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Send Complete: 选中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sending-complete

缺省设置是不包含发送完成信息元素。

BRI 模式
ISDN 接口 (bri) 可配置为支持租用线路模式或拨号器。

租用线路模式

BRI 可以配置为支持租用线路模式，这样可以避免 D 通道的信号发送。如果将 
BRI 配置为支持租用线路模式，它即成为只能传送数据的第 3 层接口。如果您的 
BRI 处于租用线路模式，还必须提供安全设备的 IP 地址，并在 BRI 配置中加入 
PPP 封装。

设置通道时不需要 Q931 拨号。有关 Q931 和 Q921 协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所有其它 ISDN 选项在
租用线路模式中都不起作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BRI Mode
Leased Line (128kps): 选中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leased-line 128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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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器启用

如果将 ISDN BRI 设置为启用拨号，则 BRI 可以充当拨号接口。BRI 必须配置为拨
号接口，才能提供按需拨号路由选择 (DDR)。缺省情况下，ISDN BRI 不会启用拨
号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BRI Mode
Dial using BRI: 选中

CLI

set interface bri0/0 isdn dialer-enable

单击 apply 后，将显示拨号器选项。有关配置拨号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拨
号器选项”。

拨号器选项
拨号接口名称的格式为 dialerx，其中 x 为 0 至 9 之间的一个数值。如果尚未创建
拨号接口，则它会根据您所指定的编号自动创建拨号接口。

以下拨号器选项可使用 set interface dialerx 命令设置 : 

Primary/alternate number

主号码为安全设备提供要呼叫的远程目标。如果主号码未能连接，则使用备用
号码。主号码和备用号码可以是 32 个字符以内的任何字符串。

Load threshold

此选项可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带宽。如果设置了此选项，则当信息流超出为一
个 B 通道指定的负载临界值时，将使用第二个 B 通道。B 通道负载临界值的范
围是 1 至 100 ( 百分比形式 )。缺省值为 80%。

Idle time

此选项用于设置设备在丢弃连接之前要等待信息流的时间量 ( 以秒为单位 )。
空闲时间可以设置为 0 至 60000 秒，其中设置为零 (0) 表示连接不能空闲。缺
省值为 180 秒。

Retry times

此选项用于设置安全设备可尝试拨打所指定电话号码的次数。如果拨打后未连
接，会尝试将该号码重拨指定的次数 ( 一至六次 )。缺省设置为尝试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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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

此选项用于设置连接失败后每次重拨尝试之间的拨号间隔 ( 以秒为单位 )。可
以指定 1 至 60 秒；缺省值为 30 秒。

Dialer pool

此选项用于指定要让拨号接口使用的拨号池。拨号池标识可以是 32 个字符以
内的任何字符串。

可使用以下命令创建拨号接口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 Dialer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dialerx
Primary Number: 16900
Alternate Number: 44440
Load Threshold: 80
Idle Time: 100
Retry times: 3
Interval: 30
Dialer Pool: 

CLI

set interface dialerx primary-number 16900
set interface dialerx alternative-number 44440
set interface dialerx load-threshold 80
set interface dialerx idle-time 100
set interface dialerx retry 30

禁用 WAN 接口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禁用 WAN 接口。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WAN: 取消选中 Enable 复选框，然后
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isabl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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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接口封装

配置完 WAN 接口后，即可设置接口封装。本节介绍以下 WAN 接口封装类型 : 

第 28 页上的“点对点协议”

第 29 页上的“帧中继”

第 29 页上的“Cisco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 (Cisco-HDLC)”

点对点协议
点对点协议 (PPP) 链路提供同步的双向全双工操作，是用来轻松连接各种主机、桥
接器和路由器的常见解决方案。

PPP 封装允许在常用的物理链路上对不同“网络层”协议同时进行多工处理。PPP 
采用“高级数据链路控制”(HDLC) 进行封包封装。HDLC 是一种面向比特位的同
步数据链路层协议，它通过帧字符及校验和指定同步串行链路上的数据封装方法。
PPP 封装在 RFC 1661, The Point-to-Point Protocol (PPP) 中定义。

为建立 PPP 连接，PPP 链路的每一端都通过交换“链路控制协议”(LCP) 封包来配
置链路。LCP 用于建立、配置和测试数据链路选项。这些选项包括封装格式选项、
链路上对等方的认证、各种封包大小限制的处理、回接链路及其它常见配置错误的
检测、链路正常或故障时间的判定以及链路的终止。

PPP 允许在建立链路时进行认证，以允许或拒绝设备的连接。此项认证可使用“密
码认证协议”(PAP) 或“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 来完成，这在 RFC 1334, PPP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中有介绍。这些认证协议主要供通过交换式电路或拨号线
路连接到网路服务器的主机和路由器使用，但是也用于专用线路。

单个接口封装选项 支持的封装类型

Unnumbered Interfaces PPP、FR 和 Cisco-HDLC

Protocol MTU PPP 和 FR

Static IP PPP 和 Cisco-HDLC

Keepalives PPP、FR 和 Cisco-HDLC

Keepalive LMI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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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中继
帧中继是运作于“开放式系统互联 (OSI) 参考模型”的“数据链路层”上的 WAN 
协议。帧中继封装在 RFC 1490, Multiprotocol Interconnect over Frame Relay 及帧中
继论坛实施协议 FRF3.1/3.2 中定义。

帧中继协议允许您使用帧中继服务提供商所管理的共享数据传输设备来降低成本。
您只需针对从帧中继网路中每个站点到提供商维护帧中继交换机的第一个出现点 
(POP) 的本地连接支付固定的费用。帧中继交换机之间的网络部分则由服务提供商
的所有客户共享。

图 7 说明了帧中继网络中的各个设备。

图 7:  帧中继网络中的设备

帧中继网络可以连接以下两类设备 : 

数据终端设备 (DTE) 通常是特定网络的终端设备，一般位于客户端。

数据电路终端设备 (DCE) 通常是电信运营商所拥有的网际互联设备，可在网络
中提供交换服务。DCE 通常是封包交换机。

帧中继永久虚拟电路 (PVC) 为跨帧中继网络的两个 DTE 设备提供逻辑连接。多个 
PVC 可通过多工方法组成单个实际电路，用以进行跨网络的传输。每个 PVC 都被
指派了唯一的数据链路连接标识符 (DLCI)，以确保每个客户只接收自己的信息流。

Cisco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 (Cisco-HDLC)
Cisco 路由器和桥接器上串行接口的缺省协议为 Cisco 高级数据链路控制 
(Cisco-HDLC)。Cisco-HDLC 用于封装局域网 (LAN) 协议封包，以通过 WAN 链路进
行传输。

Cisco-HDLC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所开发的标准 HDLC 协议的扩展。HDLC 是一
种面向比特位的同步数据链路层协议，它通过帧字符和校验和指定同步串行链路上
的数据封装方法。

Cisco-HDLC 通过与对等网络设备交换激活消息来监控串行接口上的线路状态。激
活消息是从一个端点发送到另一个端点的信号，说明第一个端点仍处在活动状态。
激活通常用于识别非活动或发生故障的连接。激活也能允许路由器通过与对等网络
设备交换“串行线路地址解析协议”(SLARP) 地址请求和地址响应消息来发现邻接
方的 IP 地址。

DTE DTE

DCE

DCE 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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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封装选项
要配置 WAN 接口的封装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选择 WAN 封装类型和安全区，然后
单击 Apply。

( 可选 ) 配置物理链路的封装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链路的缺省 HDLC 选项
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ncapsulation type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zone zone

无编号接口

无编号接口不会被指派其自己的 IP 地址，而是借用其它接口的 IP 地址。这样可节
约地址空间。如果无编号接口指向某个不工作的接口 ( 不显示接口状态 UP 或协议 
UP)，则此无编号接口也不工作。我们建议将无编号接口指向回传接口，因为回传
接口不会发生故障。

要配置 IP 无编号接口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WAN 接口 ): 选择未编号选项、源接口，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src interface
save

协议 大传输单位配置

可以在有 PPP 或帧中继封装的各物理接口上配置协议 大传输单位 (MTU)。缺省
的协议 MTU 为 1500 字节 ( 对于串行、T1、E1 和多链路接口 ) 和 4470 字节 ( 对于 
T3 接口 )。可以指定 800 至 8192 字节间的数值。

介质 MTU 源自协议 MTU。如果增加协议 MTU 的大小，必须确保介质 MTU 的大小
不小于协议 MTU 与封装开销的总和。

要在物理接口上配置协议 MTU: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在 Maximum Transfer Unit (MTU) 字
段中输入介于 800 和 8192 之间的数值，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tu number
save

注意 : 可通过配置代表物理链路的接口来配置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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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IP 地址配置

WAN 接口使用由 WAN 数据链路另一端的服务器所自动指派的 IP 地址。或者也可
以为接口明确指派一个静态 IP 地址。

要为 WAN 接口指派 IP 地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在 IP Address/Netmask 字段中输入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ip ip_addr/mask
save

激活

激活消息是从一个端点发送到另一个端点的信号，说明第一个端点仍处在活动状
态。激活通常用于识别非活动或发生故障的连接。已配置 WAN 封装的物理接口将
每隔 10 秒发送一次激活封包。

要将此接口配置为以其它时间间隔发送激活封包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封装类型 : 在 Keepalive 
Interval 中输入秒数，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keepalives seconds
save

要在物理接口上禁用激活发送功能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封装类型 : 取消选中 
Keepalive 复选框，然后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 keepalives
save

通过目标是否收到激活封包可以确定此链路的连通性。缺省情况下，如果目标未能
收到三个连续的激活封包，ScreenOS 就会判定链路已中断。当目标收到一个激活
封包时，说明中断的链路恢复到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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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目标用来判定链路连通性的计数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 WAN 封装类型 : 在 Down 
Counter 或 Up Counter 中输入计数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keepalives down-count number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keepalives up-count number
save

PPP 封装选项
本节介绍可以在某些 WAN 接口上使用的“点对点协议”(PPP) 封装选项。要配置 
MLPPP，请参阅第 41 页上的“多链路 PPP 配置选项”。

在支持 WAN 接口的设备的单个物理链路上配置 PPP: 

1. 配置物理链路上的 PPP 封装，并将此链路指派给一个安全区。配置物理链路
上的 IP 地址。

2. ( 可选 ) 配置物理链路的 PPP 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链路的缺省 PPP 选项时，
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3. 配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并将其绑定到接口。即使 PPP 数据链路上没有使用
任何认证，也同样需要执行这一步骤。

4. ( 可选 ) 如果使用了 CHAP 或 PAP 认证，请在设备的本地数据库中配置对等方
的用户名和密码。

PPP 访问配置文件

PPP 访问配置文件包含以下信息 : 

在“链路控制协议”(LCP) 链路设置期间是否使用认证来允许或拒绝设备的连
接。如果已指定使用认证，则可以配置所选认证方法的选项。

接口是否使用已经配置的静态 IP 地址。如果接口使用由服务器动态指派的 IP 
地址，则可以为此 IP 地址指定网络掩码。

在 LCP 链路设置期间，可使用认证来允许或拒绝设备的连接；如果认证失败，则终
止 PPP 链路。缺省情况下，配置了 PPP 加密的接口上会禁用认证。如果没有在接
口上明确启用认证，接口就不会执行任何认证请求，并会拒绝所有内向认证质询。

可以将接口配置为支持以下认证协议中的一个或两个 : 

密码认证协议 (PAP)，如 RFC 1334, PPP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所定义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 (CHAP)，如 RFC 1994, PPP 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CHAP) 所定义

注意 : 即使 PPP 连接上没有使用任何认证，也必须配置未指定任何认证方法的访问配置
文件，并将其绑定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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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WAN 接口的 PPP 封装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New: 在 PPP Profile 字段中输入 profile_name 
并输入其它选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在 Binding a PPP Profile 下拉列表中
选择 profile_name，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save

PPP 认证方法

在 LCP 链路设置期间，可使用认证来允许或拒绝设备的连接；如果认证失败，则
终止 PPP 链路。要设置 PPP 认证方法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Edit (profile_name): 选择 Any、CHAP、PAP 
或 none，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 chap | pap | any | none }
save

如果在访问配置文件中使用静态 IP 地址，则只能将配置文件绑定到已明确配置了 
IP 地址的接口。相反，如果接口拥有静态 IP 地址，则绑定到此接口的访问配置文
件必须指定 static IP 选项。

如果接口的 IP 地址是由服务器动态指派的，则此接口的网络掩码为 /32 
(255.255.255.255)。要为接口指定其它网络掩码值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Edit (profile_name): 在 Netmask 字段中输入
新的 mask 值，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netmask mask
save

密码

密码用于向其对等方认证接口上的 PPP 客户端。要设置密码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Edit (profile_name): 在 Password 中输入一个
字符串，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auth secret password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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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认证协议
本节介绍可以在某些 WAN 接口上使用的 PPP 认证协议。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

在某个接口上启用“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 认证后，此接口会使用系统主机
名作为在质询和响应封包中发送的名称。也可以为接口配置其它名称来用在质询和
响应封包中。要更改 CHAP 本地名称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Edit (profile_name): 在 Local Name 字段中输
入一个名称，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auth local-name name
save

缺省情况下，在接口上启用 PPP 认证后，接口会始终向其对等方发出质询，并对
来自对等方的质询做出响应。可以将接口配置为不质询其对等方，而只是在收到质
询时做出响应 ( 这种行为模式称为被动模式 )。

要启用被动模式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Edit (profile_name): 选择 Passive，然后单击 
OK。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passive
save

密码认证协议

“密码认证协议”(PAP) 采用两方握手形式，并通过链路以明文形式传送帐户名和
密码。系统通常只在没有其它公共认证协议时才使用 PAP。

要将认证协议设置为 PAP: 

WebUI

Network > PPP > Edit (profile_name): 选择认证类型，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ppp profile profile_name auth type pap
save

本地数据库用户

如果在 PPP 链路上使用 CHAP 或 PAP，则对等方设备会将其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该设备进行认证。设备会将所接收到的用户名和密码与其本地数据库中配置的 
WAN 用户类型条目加以比较。只有用户名和密码与本地数据库中某个条目匹配的
等对方，才会被允许连接到该设备，以发送或接收数据。

注意 : 被动模式仅适用于“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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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WAN 用户 : 

WebUI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WAN User: ( 选择 )
User Name: name_str
User Password: pswd_str
Confirm Password: pswd_str

CLI

set user name_str password pswd_str
set user name_str type wan
save

帧中继封装选项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可以某些 WAN 接口上使用的帧中继封装选项。要配置 MLFR，
请参阅第 42 页上的“多链路帧中继配置选项”。

激活消息

帧中继激活消息是通过“本地管理接口”(LMI) 封包的发送来实施的。缺省情况
下，ScreenOS 在帧中继接口上发送 LMI 激活消息。

对于背对背帧中继连接，可以在连接两端禁用激活发送功能，也可以将连接的一端
配置为 DTE ( 缺省的 ScreenOS 配置 )，另一端配置为 DCE。

如果启用激活，多点或组播连接上可能的 DLCI 配置数受针对接口选定的 MTU 大
小的限制。要计算可用的 DLCI 数，请使用以下公式 : 

(MTU - 12) / 5

要增加可能的 DLCI 数，请禁用激活。要在物理接口上禁用激活发送功能，请使用 
WebUI 或 CLI。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FR: 选择 No-Keepalive，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frame-relay lmi no-keepalive
save

注意 : WAN 用户只能在本地数据库中配置。

注意 : 务必在 WAN 接口的 Basic Properties 页选择 Main Link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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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中继 LMI 类型

缺省情况下，ScreenOS 会发送 ANSI T1.617 Annex D 所指定的 LMI。要将 LMI 类
型更改为 ITU Q933 Annex A: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 FR: 选择 ITU，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frame-relay lmi type itu
save

可以配置以下帧中继 LMI 激活选项 : 

DTE full status polling interval (在 CLI 中以 n391-dte 关键字表示 )。DTE 会以 
DTE 轮询时间计时器所指定的时间间隔向 DCE 发送状态查询。轮询时间间隔
指定了这些查询接收完整状态报告时的频率 : 例如，值为 10 时表示每隔十次
查询传回一个完整状态报告。中间的查询只用来请求激活消息交换。

DTE error threshold (在 CLI 中以 n392-dte 关键字表示 )。要中断链路所需的错
误数，该值应在 DTE monitored event-count 所指定的事件计数范围内。

DTE monitored event-count (在 CLI 中以 n393-dte 关键字表示 )。其值范围为 
1 到 10，缺省值为 4。

DTE keepalive timer ( 在 CLI 中以 t391-dte 关键字表示 )。DTE 向 DCE 发出激
活响应请求并根据 DTE error-threshold 值更新状态的时段。

要配置帧中继 LMI 选项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WAN 接口 ) > FR: 针对 LMI 选项输入相应的值，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frame-relay lmi option
save

创建并配置 PVC
在单个帧中继物理接口内，可以创建多个点对点虚拟接口，这些接口会被识别为子
接口。每个子接口都映射到一个永久虚拟电路 (PVC)，该电路以数据链路连接标识
符 (DLCI) 来标识。每个子接口只能指定一个 DLCI。DLCI 是介于 16 到 1022 之间
的数值。(1 到 15 是保留数字。) 可以选择将多个 PVC 以多工方式组成单个物理链
路，以进行跨帧中继封包交换网络的传输。

子接口名称由物理接口名称和子接口号组成。例如，如果物理接口名称为 
serial1/1，则其子接口可以是 serial1/1.1 和 serial1/1.2。

注意 : 所指定的 DLCI 值是本地提供商指派给您的 PVC 的 DLCI。

注意 : 在 WebUI 中，子接口号会在您选择接口名称时自动添加。而在 CLI 中，则必须输
入接口名称和子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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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配置子接口来执行管理功能 ( 例如管理 IP 地址、服务选项及其它功能 )。
( 有关在接口上配置管理 IP 和服务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图 8 显示了为物理接口 serial1 配置的两个点对点 PVC。每个 PVC 可以与不同的安
全区关联；每个 PVC 的安全区可以不同于指派给物理接口的安全区。

图 8:  点对点帧中继子接口

要配置点对点帧中继子接口，创建子接口并将其指派给一个安全区，然后向此子接
口指派帧中继 DLCI 和 IP 地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New > WAN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interface ( 选择 )
Zone Name: ( 选择 )
Frame Relay DLCI: ( 输入 id_num)
IP Address/Netmask: ( 输入 ip_addr)

CLI

set interface subinterface zone zone
set interface subinterface frame-relay dlci id_num
set interface subinterface ip ip_addr
save

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帧中继子接口可以支持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ARP)，如 RFC 2390, Inverse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所述。启用反向 ARP 后，设备会以向帧中继 PVC 另一端的请求
设备提供 IP 地址信息的方式，来响应所接收的反向帧中继 ARP 请求。设备不会发
起反向帧中继 ARP 请求。

缺省情况下，反向帧中继 ARP 是禁用的。要将设备配置为响应反向帧中继 ARP 
请求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子接口 ): 选择 Frame Relay Inverse ARP，然后
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subinterface frame-relay inverse-arp
save

DTE

WAN 链路 站点 B

站点 A
帧中继网络

注意 : 为子接口指派的安全区可以不同于指派给物理接口的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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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链路封装

本节提供了有关 WAN 接口上多链路封装的以下信息 : 

第 38 页上的“概述”

第 38 页上的“基本多链路束配置”

第 41 页上的“多链路 PPP 配置选项”

第 42 页上的“多链路帧中继配置选项”

概述
WAN 接口支持“用户对网络接口”(UNI) 的“多链路帧中继”(MLFR) 和“多链路
点对点协议”(MLPPP)，这基于帧中继论坛 FRF.16 中的 Multilink Frame Relay 
UNI/Network-to-Network Interface (NNI)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两种多链路封装
类型为增加应用程序带宽提供了一种更加节省成本的方法，即将多个物理链路聚
合为一个链路束。链路束中的每个物理链路称为束链路。例如，如果某个应用程
序需要的带宽宽于单个 T1 线路的可用带宽，您有两种方式可以增加应用程序所用
的带宽 : 

租用一条 T3 线路

将多个 T1 链路结成链路束

MLFR 和 MLPPP 还提供了容错机制。例如，当链路束中的某一个束链路发生故障
时，该链路束会继续通过其余束链路进行传输，从而继续支持帧中继或 PPP 服
务。MLFR 和 MLPPP 还在链路束内提供跨链路的负载均衡。如果选择用来进行传
输的束链路正忙于传输一个长封包，则数据会由另一个链路进行传输。

基本多链路束配置
链路束由创建的多链路接口进行访问。多链路接口的名称必须是 mlid_num。例
如，多链路接口名称可以是 ml1、ml2 等等。

多链路封装选项 支持的封装类型

Minimum Links MLPPP 和 MLFR

Fragment Threshold MLPPP 和 MLFR

MRRU MLPPP

Drop Timeout MLPPP 和 MLFR

Acknowledge Retries MLFR

Acknowledge Time MLFR

Hello Timer MLFR

注意 : 在 WebUI 中，id_num 会在您新建多链路接口时自动添加。在 CLI 中，则必须指
定 id_num 值。

缺省情况下，新的多链路接口的封装类型为 MLPPP。对于支持帧中继的多链路接
口，MLFR 封装必须要明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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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多链路接口并配置其 MLFR 封装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Multilink IF: 选择 Multi-Link Frame Relay 作
为 WAN 封装，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encapsulation mlfr-uni-nni
save

链路束标识符

链路束 ID ( 如 FRF.16 所指定 ) 将本地和远程端点与特定的链束关联在一起。ML 链
路束中的所有束链路都必须使用同一链路束 ID，其 多可包含 80 个字节。如果要
在两台设备之间配置多个链路束，则各链路束 ID 应该是唯一的。例如，可在链路
束 ID 中使用网络节点标识符、系统序列号或网络地址。

如果没有为多链路接口配置特定的链路束 ID，则使用多链路接口名 ( 例如，ml1 
或 ml2)。要配置链路束 ID: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Basic: 输入 ML Type 作为 WAN 封装，
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undle-id name_str
save

丢弃超时值

您可以配置一个丢弃超时值，以作为多链路束中的单个链路丢弃一个或多个封包时
的恢复机制。丢弃超时值并不是差动延迟极限设置，对整体延迟没有任何限制。我
们建议设置的丢弃超时值要远大于链路间的预期差动延迟；这样，当发生实际封包
丢失而非正常抖动时，就会经历这一超时时间。

要配置丢弃超时值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 Encapsulation Type: 在 Drop 
Timeout 中输入毫秒数，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drop-timeout milliseconds
save

建议不要设置小于 5 毫秒的值；零 (0) 表示禁用超时值。

小链路数值可介于 1 至 8 之间。如果指定 8，链路束中所有已配置的链路必须都
处于连接状态，该链路束才能连接。

注意 : 对于多链路接口，当绑定到禁用的链路束或链路时，如果某个封包或碎片在网络
中遇到错误状况，则它们不会作为丢弃封包和碎片计入链路束统计数据中。
ScreenOS 会将封包计入全局错误统计数据中，但不计入全局输出字节或输出封
包统计值中。这种不正常的计数形式只有在多链路接口内发生错误状况时才会出
现，而当封包在网络的其它位置遇到错误时则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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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临界值

可以配置一个碎片临界值，为多链路电路内个别链路传输的封包负荷大小设置上
限。ScreenOS 会将超出碎片临界值的内向封包拆分成适合电路大小的更小单位；
然后在另一端对这些碎片进行重组，但这并不会影响到输出信息流。

要配置分段临界值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 Encapsulation Type: 输入 
Bundle-link Fragmentation Threshold 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lfr-uni-nni fragment-threshold number
save

缺省情况下，碎片临界值就是物理接口的 MTU。( 对于串行、T1 和 E1 束链路，缺
省的 MTU 大小为 1500 字节；对于 T3 束链路，缺省的 MTU 大小为 4470 字节。)
碎片大小的 大值可介于 128 到 16,320 字节之间。所设置的任何值都必须是 64 
字节的倍数 (Nx64)。

要配置碎片临界值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 Encapsulation Type: 输入 
Fragment Threshold 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fragment-threshold bytes
save

小链路数

可以设置要使整个链路束连接所要连接的 小链路数。缺省情况下，要使链路束连
接，只需连接一个链路。

要设置链路束中的 小链路数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 Encapsulation Type: 在 Minimum 
Links 中输入一个新数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inimum-links number
save

注意 : 为确保 MLPPP WAN 接口的正确负载均衡，请不要同时在配置中设置碎片临界值
和短序列选项。

对于 MLPPP 接口，如果链路束中链路的 MTU 小于链路束 MTU 与封装开销之
和，碎片功能会自动启用。在启用了短序列的 MLPPP WAN 接口上应避免发生此
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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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链路 PPP 配置选项

本节介绍可以在某些 WAN 接口上使用的其它 MLPPP 配置选项。

基本配置步骤

要在支持 MLPPP 封装的接口上配置 MLPPP: 

1. 创建一个链路束，并为其配置 MLPPP 封装。将该链路束指派给一个安全区。
也可以为该链路束设置其它选项，例如链路束标识或 MTU。

2. ( 可选 ) 配置链路束的 MLPPP 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链路束的缺省 MLPPP 选
项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3. 配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并将其绑定到接口。即使 PPP 数据链路上没有使用
任何认证，也同样需要执行这一步骤。

4. ( 可选 ) 如果使用了 CHAP 或 PAP 认证，请在安全设备的本地数据库中配置对
等方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将束链路指派给链路束。

6. ( 可选 ) 为链路束中的每个束链路配置 PPP 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该链路的缺
省 PPP 选项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大接收重构单位

大接收重构单位 (MRRU) 与 大传输单位 (MTU) 类似，但它只适用于多链路束；
它是多链路接口可以处理的 大封包大小。缺省情况下，MRRU 被设置为 1500 字
节；如果对等方设备允许，也可以配置一个不同的 MRRU 值。MRRU 包括初始负
荷外加 2 个字节的 PPP 包头，但不包括各多链路封包在链路束中的单独链路上传
输时所应用的附加 MLPPP 包头。

要配置不同的 MRRU: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PPP: 在 Maximum Received 
Reconstructed Unit 中输入字节数，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rru bytes
save

序列包头格式

序列包头格式是空白的，可以设置为 12 或 24 位，但对于大多数网络来说，24 位
是更稳定的值。

要配置 12 位的序列包头格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PPP: 选择 Short-Sequence MLPPP 
Number，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short-sequence
save
多链路封装 4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42
多链路帧中继配置选项
本节介绍可以在某些 WAN 接口上使用的其它 MLFR 配置选项。

基本配置步骤

要在支持 MLFR 封装的接口上配置 MLFR: 

1. 创建一个链路束，并为其配置 MLFR 封装。将该链路束指派给一个安全区。也
可以为该链路束设置其它选项，例如链路束标识或 MTU。

2. ( 可选 ) 配置链路束的帧中继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链路束的缺省帧中继选项
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3. 将束链路指派给链路束。

4. ( 可选 ) 配置链路束的 MLFR 选项。只有在需要更改链路的缺省 MLFR 选项
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5. 为该链路束创建一个或多个 PVC，并为每个 PVC 指派帧中继 DLCI 和 IP 地址。

图 9 显示了 MLFR 如何允许多个 T1 束链路聚合为一个链路束。

图 9:  多链路帧中继链路束

帧中继功能是在多链路接口上配置，而不是在每个束链路上配置。( 尽管束链路对
于对等方 DTE 和 DCE 设备是可见的，但它们对于“帧中继数据链路层”来说不可
见。) 本地设备与对等方设备交换“链路完整性协议”(LIP) 控制消息，以判定哪些
束链路可以工作，并同步与每个链路束关联的束链路。

为进行链路管理，束链路的各端都遵从 MLFR LIP，并与束链路另一端的对等方交
换链路控制消息。为启动束链路，链路的两端都必须完成 ADD_LINK 与 
ADD_LINK_ACK 消息的交换。为维护此链路，两端应定期交换 HELLO 和 
HELLO_ACK 消息。hello 消息和确认的交换就相当于链路的激活机制。如果设备
发送了 hello 消息，但并未接收到任何确认，它会重新发送 hello 消息，重发次数
不超过所配置的 大尝试次数。如果设备发送次数达到 大尝试次数时仍未接收
到确认，ScreenOS 会将此束链路视为中断。

当对等方设备确认其将使用链路束的该链路时，ScreenOS 会启动这个束链路。当
对等方设备确认来自本地设备的 hello 消息时，链路会保持连接。启用“本地管理
接口”(LMI) 后，如果本地设备和对等方设备上的“帧中继数据链路层”使用 LMI 
进行同步，则此束链路将被视为处于连接状态。只要 LMI 激活成功，束链路就会
保持连接状态。

帧中继网络

多链路接口

链路束

束链路

DTE DTEDCE 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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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FR 的链路指派

MLFR 接口可以是 DCE 或 DTE ( 缺省的 ScreenOS 配置 )。DTE 充当主接口，它会
向链路的 DCE 部分请求状态信息。

对于配置了 MLFR 封装的物理链路，链路束中的每个链路端点都通过传输 add-link 
消息向其对等方发出链路束操作请求。hello 消息可通知对等端点 : 本地端点处于
连接状态。链路两端会定期或根据 hello 计时器的配置生成 hello 消息。
Remove-link 消息可通知对等方 : 本地端管理正在从链路束操作中移除该链路。端
点通过发送确认消息来响应 add-link、remove-link 和 hello 消息。

确认重试次数

对于束链路，可以配置在超过确认计时器指定的时间后重新连续传输 hello 或 
remove-link 消息的次数。要配置重新传输尝试次数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FR: 输入 Line Interface Protocol 
(LIP) Retransmission Count before Link-Down 的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lfr-uni-nni acknowledge-retries number
save

确认计时器

可以配置等待 add-link、hello 或 remove-link 确认消息的时间长度上限。要配置确
认时间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FR: 输入 Maximum Period to Wait 
for an Acknowledgement 的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lfr-uni-nni acknowledge-timer seconds
save

Hello 计时器

要配置 hello 消息的发送速率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接口 ) > MLFR: 输入 LIP Hello Keepalive 
Interval 的值，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mlfr-uni-nni hello-timer seconds
save

在指定的时间 ( 以毫秒为单位 ) 到后，会传输 hello 消息。超过 hello 计时器指定的
时间后，链路端点会生成 add-link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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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接口配置范例

本节提供以下 WAN 配置范例 : 

第 44 页上的“配置串行接口”

第 45 页上的“配置 T1 接口”

第 46 页上的“配置 E1 接口”

第 46 页上的“配置 T3 接口”

第 47 页上的“配置 E3 接口”

第 48 页上的“针对 ISDN 连接配置设备”

配置串行接口
本例中将配置串行接口的 WAN 属性。配置 WAN 接口属性后，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
“封装配置范例”来配置 WAN 封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erial6/0)>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Mode: Internal ( 选择 )
Clock Rate: 8.0 ( 选择 )

DTE Options
Line Encoding: Non-Return-To-Zero ( 选择 )

CLI

1. 设置时钟信息
set interface serial6/0 serial-options clocking-mode internal
set interface serial6/0 serial-options clock-rate 8.0

2. 设置线路编码
set interface serial6/0 serial-options encoding nrz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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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1 接口
本例中将配置 T1 接口的 WAN 属性。配置 WAN 接口属性后，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
“封装配置范例”来配置 WAN 封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erial3/0)>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Mode: External ( 选择 )

T1 Options
Line buildout: 0 - 132 ( 选择 )
Line Encoding: 8-bits Zero Suppression ( 选择 )
Byte Encoding: 8-bits per byte ( 选择 )
Frame Checksum: 16-bits ( 选择 )
Framing Mode: Extended Super Frame ( 选择 )
Transmitting Flag in Idle Cycles: 0x7E ( 选择 )
Start/End Flags on Transmission: Filler ( 选择 )
Invert Data: ( 取消选择 )

CLI

1. 设置时钟源
set interface serial3/0 clocking external

2. 设置线路扩展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s buildout 0-132

3. 设置线路编码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 line-encoding b8zs
un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 invert-data

4. 设置字节编码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 byte-encoding nx56

5. 设置帧选项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s fcs 16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s framing esf

6. 设置标志选项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s idle-cycle-flag flags
set interface serial3/0 t1-options start-end-flag filler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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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1 接口
本例中将配置 E1 接口的 WAN 属性。配置 WAN 接口属性后，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
“封装配置范例”来配置 WAN 封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erial6/1)>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Mode: External ( 选择 )

E1 Options
Frame Checksum: 16-bits ( 选择 )
Framing Mode: with CRC4 ( 选择 )
Transmitting Flag in Idle Cycles: 0x7E ( 选择 )
Start/End Flags on Transmission: Filler ( 选择 )
Invert Data: ( 取消选择 )
( 可选 ) Time slots: 2-32

CLI

1. 设置时钟源
set interface serial6/1 clocking external

2. 设置帧选项
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fcs 16
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framing g704

3. 设置标志
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idle-cycle-flag flags
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start-end-flag filler
un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invert-data

4. ( 可选 ) 设置时隙
set interface serial6/1 e1-options timeslots 2-32
save

配置 T3 接口
本例中将配置 T3 接口的 WAN 属性。配置 WAN 接口属性后，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
“封装配置范例”来配置 WAN 封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erial4/0) >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Mode: External ( 选择 )

T3 Options
Frame Checksum: 16-bits ( 选择 )
Transmitting Flag in Idle Cycles: 0x7E ( 选择 )
Start/End Flags on Transmission: Filler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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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设置时钟源
set interface serial4/0 clocking external

2. 设置帧选项
set interface serial4/0 t3-options fcs 16

3. 设置标志
set interface serial4/0 t3-options idle-cycle-flag flags
set interface serial4/0 t3-options start-end-flag filler
save

配置 E3 接口
本例中将配置 E3 接口的 WAN 属性。配置 WAN 接口属性后，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
“封装配置范例”来配置 WAN 封装。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erial4/0)> WAN: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Hold Time
Clock Mode: External ( 选择 )

E3 Options
Frame Checksum: 16-bits ( 选择 )
Transmitting Flag in Idle Cycles: 0x7E ( 选择 )
Start/End Flags on Transmission: Filler ( 选择 )

CLI

1. 设置时钟源
set interface serial4/0 clocking external

2. 设置帧选项
set interface serial4/0 e3-options fcs 16

3. 设置标志
set interface serial4/0 e3-options idle-cycle-flag flags
set interface serial4/0 e3-options start-end-flag filler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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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ISDN 连接配置设备
下列步骤汇总了使用缺省选项针对 ISDN 配置设备时所需执行的基本设置操作 : 

步骤 1: 选择 ISDN 交换机类型
在 ISDN 选项中，至少必须选择设备所连接的 ISDN 交换机类型。有关其它 ISDN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ISDN 选项”。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选择 WAN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
击 Apply:

Switch type after Reboot: etsi

CLI

set in bri0/0 isdn switch-type etsi

使用 get int bri2/0 isdn 命令显示 ISDN 栈配置。

步骤 2: 配置 PPP 配置文件
使用静态或动态 IP 地址配置 PPP 配置文件。

WebUI

Network > PPP > PPP Profile > New: 输入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entication: CHAP
Passive: 选中

Local Name: 169
Password: 169

CLI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local-name 169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secret 169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auth type chap
set ppp profile isdn-ppp passive

配置步骤 请参阅

1. 选择 ISDN 交换机类型。 第 48 页

2. 配置 PPP 配置文件。 第 48 页

3. 设置 ISDN 接口 (BRI)。 第 49 页

4. 通过 ISDN BRI 路由信息流。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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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设置 ISDN BRI 接口
本节介绍为支持 ISDN 而配置 ISDN BRI 的三种方法 : 

有关为支持 ISDN 而进行设备配置的其它范例，请参阅相应的章节。

仅拨号到单个目标

在本例中，将 ISDN 接口 (BRI) 配置为拨号器，以将分公司 ( 请参阅第 5 页上的
图 2) 的端点连接到企业总部。如果在两个站点之间间歇性地交换信息流时只需要
拨号到单个目标，请设置此项配置。一旦信息流不存在，连接即中断。

10.1.1.1 网络上的分公司 A 通过 bri0/0 接口可拨号到 10.2.2.2/16 网络上的分公司 
B，也可以拨号到 11.0.0.0/16 网络上的公司总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选择 Basic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
击 Apply: 

BRI Mode: Dial Using BRI
Dialer Enable Options

Primary Number: 16900
WAN Encapsulation: PPP

单击 Apply。

Binding a PPP Profile: isdn-ppp

CLI

set in bri0/0 dialer-enable
set in bri0/0 encap ppp
set in bri0/0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in bri0/0 primary-number 16900

用拨号接口拨出

在本例中，您将使用拨号接口拨出。如果目标数超出可用的物理线路数，则可使用
此方法拨号到多个目标。此配置支持按需拨号路由选择 (DDR) 和按需分配带宽。

拨号池可以利用 ISDN BRI，方式是通过拨号接口使用逻辑拨号对等方。这样可以
将实际的物理链路与所有潜在的目标分离。当目标数超出可用的物理线路数时，可
将物理接口配置为拨号池的一个成员。物理接口也可以属于多个池，以允许使用单
个线路向多个目标拨号。

配置 ISDN BRI 请参阅

使用 ISDN BRI 作为拨号器 第 49 页上的“仅拨号到单个目标”

使用拨号接口拨出呼叫 第 49 页上的“用拨号接口拨出”

使用租用线路模式 第 53 页上的“使用租用线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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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说明了拨号接口、拨号池与 ISDN BRI 之间的关系。

图 10:  用拨号接口拨出

缺省情况下，ISDN BRI 不属于任何拨号池。另外，每个 ISDN BRI 都可以添加到多
个拨号池中。

以下部分提供了有关使用 WebUI 和 CLI 配置 dialer1 和 dialer10 ( 如第 50 页上的
图 10 所示 ) 的详细步骤说明。在配置结束时，分公司 A 中的两个站点 ( 请参阅
第 5 页上的图 2) 可以通过拨号接口 dialer1 连接到分公司 B。与此同时，分公司 A 
的其它工作站可通过 dialer10 拨号到总部。

1. 配置 dialer1 和 dialer 10 接口。

a. 创建并配置拨号接口。

b. 将 PPP 配置文件 (isdn-ppp) 绑定到拨号接口。

2. 配置拨号池 pool-1 和 pool-10。

a. 创建两个拨号池。

b. 将拨号池绑定到相应的拨号接口。将 pool-1 绑定到 dialer1，pool-10 绑定
到 dialer10。

3. 将 ISDN 接口 (BRI) 添加到拨号池。

将 bri1/0 和 bri2/0 添加到拨号池 pool-1。
将 bri1/0 添加到拨号池 pool-10。

要设置其它 BRI 选项，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BRI 模式”。

bri1/0 bri2/0

pool-1

安全设备

bri1/0

dialer1 dialer10

poo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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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配置 dialer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 > List > New > Dialer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dialer1
Primary Number: 16900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PPP
Zone Name: Untrust
MTU: 1500

单击 Apply。

Binding a PPP Profile: isdn-ppp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dialer1) > Dialer Pool: 输入适用的选项
值，然后单击 Apply: 

Dialer pool: pool-1

单击 Add。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1/0): 

选择 Basic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BRI Mode: 
Leased Line Mode(128kbps): 取消选中
Dial Using BRI: 取消选中

选择 Dialer Pool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为 pool-1 设置优先级，并选中 Select as Member 框。

Priority: 1
Select as Member: 选中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2/0): 

选择 Basic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BRI Mode: 
Leased Line Mode(128kbps): 取消选中
Dial Using BRI: 取消选中

选择 Dialer Pool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为 pool-1 设置优先级，并选中 Select as Member 框。

Priority: 1
Select as Member: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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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dialer10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 > List > New > Dialer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dialer10
Primary Number: 16900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PPP
Zone Name: Untrust
MTU: 1500

单击 Apply。

Binding a PPP Profile: isdn-ppp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dialer10) > Dialer Pool: 输入适用的选项
值，然后单击 Apply。

Dialer pool: pool-10

单击 Add。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1/0): 

选择 Basic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BRI Mode: 
Leased Line Mode(128kbps): 取消选中
Dial Using BRI: 取消选中

选择 Dialer Pool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Apply。

为 pool-10 设置优先级，并选中 Select as Member 框。

Priority: 1
Select as Member: 选中

CLI

1. 配置 dialer1 接口
set interface dialer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dialer1 primary-number 16900
set interface dialer1 encap mlppp
set interface dialer1 mtu 1500
set interface dialer1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dialer pool name pool-1
set interface dialer1 dialer-pool pool-1

set dialer pool pool-1 member-interface bri2/0 priority 1

2. 配置 dialer10 接口
set interface dialer1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dialer10 primary-number 16900
set interface dialer10 encap mlppp
set interface dialer10 mtu 1500
set interface dialer10 ppp profile isdn-ppp

set dialer pool name pool-1
set interface dialer10 dialer-pool pool-10

set dialer pool pool-10 member-interface bri1/0 prior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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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5 页上的图 2 中所示，分公司 A 的两个站点可以通过拨号接口 dialer1 连接到
分公司 B。与此同时，分公司 A 的其它工作站可通过 dialer10 拨号到总部。

使用租用线路模式

在本例中，您将使用租用线路建立 ISDN 连接。如果将 BRI 配置为支持租用线路模
式，它即成为只能传送数据的第 3 层接口，因此不需要 D 通道。仅支持一个总数
据传输速率为 128 Kbps 的通道 (B+B)。设置通道时不需要 Q931 拨号。有关 
Q931 和 Q921 协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creenOS CLI Reference Guide: IPv4 
Command Descriptions。

使用此配置方法可通过经济、可靠而高速的连接来连接两个站点。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bri): 选择 Basic 和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
击 OK:

BRI Mode: Leased Line
WAN Encapsulation: PPP

单击 Apply。

Binding a PPP Profile: isdn-ppp

CLI

set in bri0/0 isdn leased-line 128kbps
set in bri0/0 encap ppp
set in bri0/0 ppp profile isdn-ppp

步骤 4: 将信息流路由到目标
在分公司 A 的安全设备上配置以下内容，以通过 ISDN (BRI) 接口和拨号接口路由
信息流。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2.2/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bri1/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0.0.0/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bri1/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2.2/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bri2/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0.0.0/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br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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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route 10.2.2.2/16 interface bri1/0
set route 10.2.2.2/16 interface bri2/0
set route 11.0.0.0/16 interface bri1/0
set route 11.0.0.0/16 interface bri2/0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2.2/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dialer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0.0.0/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dialer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0.2.2.2/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dialer10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New: 选择适用的选项值，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0.0.0/16
Next Hop: Gateway
Interface: dialer10

CLI

set route 10.2.2.2/16 interface dialer1
set route 11.0.0.0/16 interface dialer1

set route 10.2.2.2/16 interface dialer10
set route 11.0.0.0/16 interface dialer10

分公司 A 的两个站点可以通过拨号接口 dialer1 连接到分公司 B。与此同时，分公
司 A 的其它工作站可通过 dialer10 拨号到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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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配置范例

本节提供以下 WAN 封装范例 : 

第 55 页上的“配置 PPP 封装”

第 56 页上的“配置 MLPPP 封装”

第 58 页上的“配置帧中继封装”

第 58 页上的“配置 MLFR 封装”

第 60 页上的“配置 Cisco HDLC 封装”

配置 PPP 封装
本例显示基本的 PPP 封装配置。

WebUI

1. 设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

Network > PPP > Edi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PP Profile: juniper1
Authentication: CHAP ( 选择 )
Static IP: ( 选择 )
Local Name: local-firewall
Password: abcd1234#B

2. 设置用户信息

Objects > User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User Name: router
WAN User: ( 选择 )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abcd1234#C
Confirm Password: abcd1234#C

3. 为 WAN 接口指派 juniper1 访问配置文件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WAN Encapsulation: PPP ( 选择 )
Binding a PPP Profile: juniper1 ( 选择 )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00.1/24
Manageable: ( 选择 )

注意 : 在配置封装信息之前，应先配置 WAN 接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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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设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
set ppp profile juniper1 auth type chap
set ppp profile juniper1 auth local-name local-firewall
set ppp profile juniper1 auth secret abcd1234#B
set ppp profile juniper1 static-ip

2. 设置用户信息
set user router password abcd1234#C
set user router type wan

3. 为 WAN 接口指派 juniper1 访问配置文件
set interface serial2/0 untrust zone
set interface serial2/0 encap ppp
set interface serial2/0 ppp profile juniper1
set interface serial2/0 ip 192.168.100.1/24
set interface serial2/0 manage
save

配置 MLPPP 封装
本例显示基本的 MLPPP 封装配置。

WebUI

1. 设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

Network > PPP > Edi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Authentication: CHAP ( 选择 )
Static IP: ( 选择 )
Local Name: local-firewall
Password: abcd1234

2. 设置用户信息

Objects > User > Local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User Name: router
WAN User: ( 选择 )
Authentication User: ( 选择 )

User Password: abcd1234
Confirm Password: abcd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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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多链路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Multilin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ML.1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PPP ( 选择 )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Edit (ml1 interf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Binding a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00.1/24
Manageable: ( 取消选择 )

Service Options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4. 设置多链路束中的 WAN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1/0): 选择 Member link 选项、ml1 
Multilink Interface 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选择 Member link 选项、ml1 
Multilink Interface 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CLI

1. 设置 PPP 访问配置文件
set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auth type chap
set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auth local-name local-firewall
set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auth secret abcd1234
set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static-ip

2. 设置用户信息
set user router password abcd1234
set user router type wan

3. 设置多链路接口
set interface m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ml1 encap mlppp
set interface ml1 ppp profile juniper-mlppp

4. 设置多链路束中的 WAN 接口
set interface serial1/0 bundle ml1
set interface serial2/0 bundle ml1
set interface ml1 ip 192.168.100.1/24
set interface ml1 manage ping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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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帧中继封装
本例显示基本的帧中继封装配置。

WebUI

1. 设置帧中继封装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对于 WAN 封装，选择 Frame 
Relay，然后单击 Apply: 

Edit (serial2/0) > FR: 选择 ITU 类型，然后单击 Apply。

2. 设置 PVC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WAN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serial2/0 ( 选择 ) .1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Frame Relay DLCI: 200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00.1/24
Manageable: ( 取消选择 )

Service Options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CLI

1. 设置帧中继封装
set interface serial2/0 encap frame-relay
set interface serial2/0 frame-relay lmi type itu

2. 设置 PVC
set interface serial2/0.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serial2/0.1 frame-relay dlci 200
set interface serial2/0.1 ip 192.168.100.1/24
set interface serial2/0.1 manage ping
save

配置 MLFR 封装
本例显示基本的多链路帧中继 (MLFR) 封装配置。

WebUI

1. 创建多链路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Multilink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ML 1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FR ( 选择 )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注意 : 所指定的 DLCI 值是本地提供商指派给您的 PVC 的 DLCI。
封装配置范例



第 1 章 : 广域网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对于 WAN 封装，选择 Frame 
Relay，然后单击 Apply: 

Edit (serial2/0) > FR: 选择 ITU 类型，然后单击 Apply。

2. 设置链路束中的 WAN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1/0): 选择 Member link 选项、ml1 
Multilink Interface 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选择 Member link 选项、ml1 
Multilink Interface 选项，然后单击 Apply。

3. 设置链路束 PVC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WAN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ml ( 选择 ).1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Frame Relay DLCI: 200
Frame Relay Inverse ARP: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00.1/24
Manageable: ( 取消选择 )

Service Options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CLI

1. 创建多链路接口
set interface m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ml1 encap mlfr-uni-nni
set interface ml1 frame-relay lmi type itu

2. 设置链路束中的 WAN 接口
set interface serial1/0 bundle ml1
set interface serial2/0 bundle ml1

3. 设置链路束 PVC
set interface ml1.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ml1.1 frame-relay dlci 200
set interface ml1.1 frame-relay inverse-arp
set interface ml1.1 ip 192.168.100.1/24
set interface ml1.1 manage ping
save

注意 : 所指定的 DLCI 值是本地提供商指派给您的 PVC 的 DLCI。
封装配置范例 5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60
配置 Cisco HDLC 封装
本例显示基本的 Cisco HDLC 封装配置。

WebUI

设备 A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WAN Encapsulation: Cisco HDLC ( 选择 )
Zone Name: Trust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3.1/24

设备 B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serial2/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WAN Encapsulation: Cisco HDLC ( 选择 )
Zone Name: Trust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3.2/24

CLI

设备 A

1. 将 WAN 接口绑定到安全区
set interface serial2/0 zone trust

2. 设置封装类型
set interface serial2/0 encap cisco-hdlc

3. 设置接口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serial2/0 ip 192.168.3.1/24
save

设备 B

1. 将 WAN 接口绑定到安全区
set interface serial2/0 zone trust

2. 设置封装类型
set interface serial2/0 encap cisco-hdlc

3. 设置接口 IP 地址
set interface serial2/0 ip 192.168.3.2/24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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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户线

ScreenOS 允许使用集成式“互联网协议安全虚拟专用网”(IPSec VPN) 和防火墙服
务为宽带远程通信者、分公司或零售渠道配置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 和对称高
速数字用户线 (G.SHDSL) 连接。本节介绍可用的 DSL 接口并提供范例配置。

可用的数据传输速率取决于您从服务提供商处得到的 DSL 服务类型。大多数服务
提供商都提供多种速率级，高速传输比低速传输要昂贵一些。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62 页上的“数字用户线概述”

第 68 页上的“ADSL 接口”

第 69 页上的“G.SHDSL 接口”

第 72 页上的“ADSL 配置范例”

注意 : 有关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IPSec VPN 和防火墙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
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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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户线概述

传统电话线通过铜双绞线使用模拟信号传送语音服务。但模拟传输仅使用可用带
宽的一小部分。数字传输允许服务提供商针对同一介质使用更宽的带宽。服务提
供商可将模拟传输和数字传输分开，仅使用可用带宽的一小部分来传输语音。这
种分离允许在同一线路上同时使用电话和计算机。在服务提供商总部，“DSL 接
入多路复用器”(DSLAM) 将许多 DSL 线路连接到高速网络，如“异步传输模式”
(ATM) 网络。

配置 DSL 接口的信息必须与 DSL 连接的 DSLAM 配置相符，因此必须先从服务提
供商处获得以下信息，然后再配置接口 :

“虚拟路径标识符”和“虚拟通道标识符”(VPI/VCI)，用来标识 DSLAM 上的 
VC。

ATM 封装方法。ScreenOS 支持 DSL 接口的下列 ATM 封装 : 

基于虚拟电路 (VC) 的多路传输，分别通过单独的 ATM VC 来传输每个协议。

“逻辑链路控制”(LLC)，它允许在同一 ATM VC 上传输多个协议。此为缺
省封装方法。

“点对点协议”(PPP) 是一种标准协议，用于通过串行点对点链路 (如 ATM 永久
虚拟电路，PVC) 传送 IP 数据包。ScreenOS 支持以下传送 PPP 数据包的方法 :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RFC 2516 介绍通过以太网的 PPP 数据包
的封装。有关 PPPo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97 页上的“系统参数”。

“ATM 点对点协议”(PPPoA)。RFC 1483 介绍通过 ATM 的网络信息流的封
装。有关 PPPoA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4 页上的“ATM 点对点协议”。

服务提供商可能会为网络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服务提供商还
应提供“域名系统”(DNS) 服务器的地址，以用于 DNS 名称和地址解析。

注意 : 向您的服务提供商查询 DSL 连接上使用的多路传输类型。

注意 : 如果服务提供商的网络使用 PPPoE 或 PPPoA，则服务提供商需要提供连接的用户
名和密码、使用的认证方法及任何其它特定于协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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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传输模式
DSL 接口将 ATM 用作其“传输层”。有两种类型的 ATM 虚拟电路 (VC): 交换式虚
拟电路 (SVC) 属于临时逻辑网络连接，针对单个数据传输会话而创建和维持；而永
久虚拟电路 (PVC) 则是到网络的连续可用逻辑连接。DSL 接口支持单个物理线路上
的多个 PVC。

要在物理线路上设置 PVC: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adsl 或 shdsl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 已选择 )
VPI/VCI: 8/35
Multiplexing Method: LLC ( 选定 )
RFC1483 Protocol Mode: Bridged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pvc 8 35 mux llc protocol bridge zone untrust
save

ATM 服务质量

ATM 服务质量 (QoS) 可对用户传送的 ATM 信息流进行整形，从而限制传输速率。
ATM QoS 具有许多优点 : 

确保来自一个 VC 的信息流不会占用接口的整个带宽，致使对其它 VC 造成不利
影响并导致数据丢失。

当策略规定给定 VC 的平均速率不得超过某一速率时，对带宽访问进行控制。

将本地接口的传输速率与远程目标接口的速度相匹配。例如，试想链路一端的
传输速率是 256 Kbps，而另一端为 128 Kbps。如果没有相同的端对端管道，
中间交换机可能必须在速度较低的一端丢弃一些数据包，这会中断使用链路的
应用程序。

在 ADSL 小型 PIM 上，Juniper Networks 支持三种 ATM QoS 服务 : 

恒定比特率 (CBR): 传送固定速率的未压缩视频时常用的服务。

未指定比特率 (UBR): 传送允许延迟的数据时所常用的服务。

非实时可变比特率 (VBR-NRT): 传送压缩的封包语音和视频数据 ( 如视频会议 ) 
时常用的服务。

要设置 ATM QoS: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adsl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 已选择 )
VPI/VCI: 8/35
QoS: UBR ( 已选择 )
RFC1483 Protocol Method: Bridged ( 已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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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qos ubr
save

ATM 点对点协议

“ATM 点对点协议”(PPPoA) 通常用于 PPP 会话，这些会话将在带有 DSL 接口的
安全设备上终止。PPPoA 主要用于商业级服务，因为它不需要桌面客户端。

以下是 PPPoA 客户端实例的配置参数 : 

用于 PPPoA 连接的用户名和密码。

PPPoA 实例所绑定的接口 (DSL 接口或子接口 ) 以及该接口的掩码 ( 缺省值为 
255.255.255.255)。

认证方法: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CHAP)、“密码认证协议”(PAP) 或任一认证
协议 ( 任一认证协议是缺省值 )。

自动连接: 在自动重新启动先前关闭的连接之前所经历的秒数。缺省值 (0) 将禁
用此功能。

断开连接时清除 : 指定在连接关闭时清除 IP 信息。在缺省情况下禁用此功能。

空闲时间间隔 : 指定在安全设备终止连接前，连接处于空闲状态的分钟数。缺
省值为 30 分钟。

用于发送 LCP-Echo 请求的 PPP“链路控制协议”(LCP) 参数。

建立 PPPoA 连接时，PPPoA 服务器会自动为 Untrust 区段接口和 DNS 服务器提供 
IP 地址。当设备从 PPPoA 收到 DNS 服务器地址后，它会用这些 DNS 服务器地址
更新设备上的 DHCP 服务器。如果不希望更新 DHCP 服务器上的 DNS 服务器地
址，可以禁用对通过 PPPoA 连接所收到的 DNS 参数的自动更新。

要显示 PPPoA 实例的状态，请使用 WebUI (Network > PPPoA) 或使用 get pppoa 
all CLI 命令。get pppoa all 命令还显示物理接口的状态。

安全设备上 PPP 会话的缺省超时值为 1800 秒 (30 分钟 )。该值由重试 LCP-Echo 请
求的缺省次数 (10) 乘以各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 (180 秒 ) 计算得出。您可以对重试 
LCP-Echo 请求的次数及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行配置。

要将重试 LCP-Echo 请求的次数设置为 12，将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设置为 190: 

WebUI

Network > PPP > PPPoA Profile > Edit ( 对于 PPPoA 实例 ):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PPP Lcp Echo Retries: 12
PPP Lcp Echo Timeout: 190

CLI

set pppoa name poa1 ppp lcp-echo-retries 12
set pppoa name poa1 ppp lcp-echo-timeout 190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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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链路点对点协议

ScreenOS 允许通过 ADSL 配置“多链路点对点协议”(MLPPP)，它用于将两个或多
个通道捆绑成一个高速连接。此捆绑可使上游和下游带宽加倍。当两个接口绑定到
一个多链路 (ML) 接口且接口启用时，“链路控制协议”(LCP) 将启动。在 LCP 协
商成功完成之前，ML 接口不会将其状态更改为正常。如果 ML 接口不使用静态 IP 
地址，则它会在 LCP 协商结束后取得一个动态 IP 地址。

下列限制适用于与 ADSL 接口协同工作的 MLPPP: 

两个 PIM 必须连接到同一个 BRAS

只能为 MLPPP 捆绑两个接口

接口必须与 ML 接口位于同一个安全区段内

DSL 接口的离散多音
离散多音 (DMT) 是一种在模拟信号中编码数字数据的方法。在缺省情况下，ADSL 
接口会自动与服务提供商的 DSLAM 协商 DMT 的操作模式。ADSL 接口上的模式是
可以更改的，从而使该接口仅使用以下 DMT 标准之一 :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 TI.413 Issue 2，支持高达 8 Mbps 的下游数据速
率和 1 Mbps 的上游数据速率。

“国际电信同盟”(ITU) G.992.1 (也称作 G.dmt)，支持 6.144 Mbps 的下游数据
速率和 640 kbps 的上游数据速率。

ITU 992.2 ( 也称作 G.lite)，支持高达 1.536 Mbps 的下游数据速率和 512 kbps 
的上游数据速率。此标准也被称为无分配器 DSL，因为用户无需在 ADSL 线路
上安装信号分离器。服务提供商的设备将远程分离信号。

ITU 992.3 ( 也称作 ADSL2)，支持高达 1.2 Mbps 的上游数据速率和 12 Mbps 的
下游数据速率。

ITU 992.5 ( 也称作 ADSL2+)，支持高达 1.2 Mbps 的上游数据速率和 24 Mbps 
的下游数据速率。

要将 ADSL DMT 操作模式设置为 ADSL2+: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adsl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ADSL2+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phy operating-mode adsl2plus
save

G.SHDSL 接口的 DMT 定义为 ITU G.991.2、单对高速数字用户线 (SHDSL) 无线电
收发器。

注意 : 有关操作模式兼容性，请联系 ISP。建议使用自动模式来确定您的连接支持哪种
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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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模式
Annex 模式为将 DSL 网络连接到普通老式电话业务 (POTS) 定义了“系统参考
模型”。

ScreenOS 支持以下 Annex 模式 : 

Annex A: 在北美网络实施中使用

Annex B: 在欧洲网络实施中使用

要配置 ADSL 接口以使用 annex B 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NON-UR2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phy operating-mode non-ur2
save

要配置 G.SHDSL 接口以使用 annex A 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Annex: Annex-A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operating-mode annex-a
save

虚拟电路
要添加虚拟电路，创建 ADSL 或 G.SHDSL 接口的子接口。 多可创建 10 个子接
口。例如，要创建绑定到名为 Untrust 预定义区段的新接口 adsl1/0.1: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New ADSL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Interface Name: adsl1/.1
VPI/VCI: 0/35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adsl 1/0.1 pvc 0 35 zone Untrust
save

需要按配置主接口的方法配置子接口，包括设置 VPI/VCI 值，如第 67 页上的
“VPI/VCI 和多路传输方法”中所述。独立于主接口配置子接口；即，可以在子接
口 ( 不是主接口 ) 上配置不同的多路传输方法、VPI/VCI 和 PPP 客户端。即使主接
口没有静态 IP 地址，也可以在子接口上配置静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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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I/VCI 和多路传输方法

服务提供商为每个虚拟电路连接分配 VPI/VCI 对。例如，您可能收到 VPI/VCI 对 
1/32，这表示 VPI 值为 1，VCI 值为 32。这些值必须与服务提供商在“数字用户线
接入多路复用器”(DSLAM) 的用户端上配置的值匹配。

要在 adsl1/0 接口上配置 VPI/VCI 对 1/32: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adsl1/0 接口 ): 在 VPI/VCI 字段中输
入 1/32，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1 32
save

缺省情况下，设备将基于“逻辑链路控制”(LLC) 的多路传输用于每个虚拟电路。

要在 adslx/0 接口上配置 VPI/VCI 1/32 并在虚拟电路上使用 LLC 封装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VPI/VCI: 1 / 32
Multiplexing Method: LLC ( 选定 )

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1 32 mux llc
save

PPPoE 或 PPPoA
PPPoE 是 ADSL 和 G.SHDSL 封装的 常见形式，并可用于在网络中的每个主机上
进行终止。PPPoA 主要用于商业级服务，因为可以在设备上终止 PPP 会话。要允
许设备连接到服务提供商的网络，需要配置由服务提供商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
PPPoA 的配置与 PPPoE 的配置类似。

要为 PPPoE 配置用户名 roswell 和密码 area51 并将 PPPoE 配置绑定到 adsl1/0 接口 :

WebUI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0 ( 选择 )
Username: roswell
Password: area51

CLI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roswell password area51
set pppoe name poe1 interface adsl1/0
save

注意 : 设备在每个虚拟电路上只支持一个 PPPoE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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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上可以配置其它 PPPoE 或 PPPoA 参数，其中包括验证方法 ( 缺省情况下，
设备支持“质询握手认证协议”或“密码认证协议”)、空闲超时 ( 缺省值为 30 分
钟 ) 等。请向服务提供商咨询，是否需要配置其它 PPPoE 或 PPPoA 参数才能与服
务提供商服务器正确通信。

静态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如果您的服务给出了网络的特定、固定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则配置网络的 IP 地
址和网络掩码以及连接到设备的路由器端口的 IP 地址。还需要指定设备将使用静
态 IP 地址。( 通常，设备充当 PPPoE 或 PPPoA 客户端，并且通过与 PPPoE 或 
PPPoA 服务器协商接收 ADSL 接口的 IP 地址。)

需要配置 PPPoE 或 PPPoA 实例，并将其绑定到 adsl1/0 接口，如第 67 页上的
“PPPoE 或 PPPoA”中所述。确保您选择了 Obtain IP using PPPoE 或 Obtain IP 
using PPPoA 以及 PPPoE 或 PPPoA 实例的名称。

要为网络配置静态 IP 地址 1.1.1.1/2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Apply: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Static IP: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24
set pppoe name poe1 static-ip
save

或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24
set pppoa name poa1 static-ip
save

ADSL 接口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 是一项数字用户线 (DSL) 技术，它允许现有电话线同时
传送语音电话服务和高速数字传输。将有越来越多的服务提供商为家庭和商业客户
提供 ADSL 服务。

这种传输是非对称的，因为发送数据的速率 ( 上游速率 ) 要大大低于接收数据的速
率 ( 下游速率 )。这非常适用于互联网访问，因为发送到互联网的大多数消息都很
小，无需太大的上游带宽，而从互联网接收的大多数数据 ( 如图片、视频或音频内
容 ) 则需要更大的下游带宽。

一些安全设备随附的 ADSL 电缆用于将设备上的 ADSL 端口连接到电话接口，而无
需 ADSL 调制解调器。如果从服务提供商处得到信号分离器和微型过滤器，也可以
将它们安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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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网络使用设备上的 ADSL2/2+ 接口 adslx/0，其中 x 代表 PIM 插槽，以便通过
“异步传输模式”(ATM) 虚拟电路将设备连接到服务提供商的网络。通过创建 
ADSL2/2+ 子接口可以配置其它虚拟电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上的
“虚拟电路”。

在 WebUI 中，导航到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页面以查看设备上的当前接口
的列表。如果使用的是 Telnet 或 Console 会话，请输入 get interface CLI 命令。您
应查看 adslx/0 接口是否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如果使用 ADSL2/2+ 接口连接到提供商的服务网络，则必须配置 adsl(x/0) 接口。
为此，必须从服务提供商处获取下列信息 :

“虚拟路径标识符”和“虚拟通道标识符”(VPI/VCI) 值

ATM 适配层 5 (AAL5) 多路传输方法，可以是下列某种情况 :

基于虚拟电路的多路传输，分别通过单独的 ATM 虚拟电路来传输每个协议。

“逻辑链路控制”(LLC) 封装，它允许在同一 ATM 虚拟电路 (缺省多路传输
方法 ) 上传输多个协议。

由服务提供商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来通过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PPPoE) 或 
ATM 点对点协议 (PPPoA) 连接到服务提供商的网络

为 PPPoE 或 PPPoA 连接提供的验证方法 ( 如果有 )

或者，网络的静态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值

G.SHDSL 接口

对称高速数字用户线 (G.SHDSL) 接口支持多速率、高速、对称数字用户线技术，以
便在单个客户端设备 (CPE) 用户和总部 (CO) 之间传输数据。SHDSL 与 ADSL 不同，
ADSL 向下游传送的带宽比上游多，而 SHDSL 是对称的，并且在两个方向上都传送 
2.3 Mbp 的带宽。G.SHDSL 接口只支持 SHDSL 上的 ATM 模式。

G.SHDSL 接口可以使用 ATM 接口通过点对点连接将网络信息流发送到 DSLAM。可
以配置“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 或“ATM 点对点协议”(PPPoE) 以通过 DSL 
连接进行连接。

ScreenOS 允许指定可用的线速 ( 单位 : 千字节 / 秒 )。在 G.SHDSL 接口上可以配置
两种 PIC 模式。在每个接口上只能配置一种模式 : 

2 个端口两芯线模式 - 支持线速或固定线速的自动检测，并提供从 192 Kbps 到 
2.3 Mbps 的速率 (增量为 64-Kbps)。两芯线模式提供两个单独的、速度较慢的 
SHDSL 接口。

1 个端口四芯线模式 - 只支持固定线速，并且提供 384 Kbps 到 4.6 Mbps 的网
络速率 ( 增量为 128-Kbps)，使带宽加倍。四芯线模式提供单个的、速度更快
的 SHDSL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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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G.SHDSL 线速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Line Rate: auto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mode line-rate auto
save

回传模式
回传测试是传输信号并且在信号通过所有或部分网络或电路后返回到发送设备的
诊断过程。返回的信号会与传输的信号进行比较，以便评估设备或传输路径的完
整性。

ScreenOS 允许为 G.SHDSL 接口指定回传测试的类型。要配置 G.SHDSL 接口回传
模式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Loopback: local ( 已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 mode loopback local
save

操作、管理和维护
ScreenOS 允许在 ATM 虚拟电路上设置操作、管理和维护 (OAM) F5 回传单元临界
值，也称为活跃度。OAM 回传用于确认特定 PVC 的连通性。也可以设置 OAM 期
间，它是在 ATM 虚拟电路上传输 OAM 单元的间隔 ( 单位为秒 )。

要设置 OAM 活跃度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Oam-Liveness: Down 5 Up 5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mode oam-liveness 5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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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 OAM 期间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Oam-Period: Period 5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mode oam-period 5
save

信噪比
信噪比 (SNR) 测量传输通道或网络通道上的音频信号的质量。设置 SNR 会创建更
稳定的 G.SHDSL 连接，方法是使 SNR 容限的线路行高于临界值。如果小于临界值
的外部噪音应用到线路，则线路会保持稳定。也可以禁用 SNR 容限临界值。SNR 
为零表示无法从无用的噪音中区分出信号。

ScreenOS 允许配置下列临界值之一或两者 : 

current: 高于当前噪音容限的线路行加上 SNR 临界值。取值范围为 0 至 10 db，
缺省值为 0。

snext: 高于自身近端串音 (SNEXT) 临界值的线路行。缺省值为 disabled。

要配置 SNR 临界值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shdsl):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perating Mode
Snr-margin: Current 0 Snext 11

CLI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mode snr-margin current 0
set interface shdsl1/0 phy operating-mode snr-margin snext 11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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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L 配置范例

本节包含以下配置范例 : 

第 73 页上的“范例 1: ( 小型企业 / 家庭 ) ADSL 接口上的 PPPoA”。通过使用 
PPPoA ( 或 PPPoE) 的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第 75 页上的“范例 2: (小型企业 / 家庭 ) ADSL 接口上的 1483 桥接”。通过使
用“1483 桥接”的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第 77 页上的“范例 3: ( 小型企业 ) ADSL 接口上的 1483 桥接”。通过使用 
RFC 1483 路由的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第 79 页上的“范例 4: (小型企业/家庭) 拨号备份”。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联
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
拨号 )。

第 82 页上的“范例 5: (小型企业/家庭) 以太网备份”。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
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的防火墙 ( 通
过以太网 )。

第 85 页上的“范例 6: (小型企业 /家庭 ) ADSL 备份”。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
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的防火墙 ( 通
过另一 ADSL 接口 )。

第 88 页上的“范例 7: ( 小型企业 ) MLPPP ADSL”。通过多链路 PPP ADSL 连
接，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第 90 页上的“范例 8: ( 小型企业 ) 允许访问本地服务器”。通过 ADSL 接口，
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允许通过互联网访问本地 Web 服务
器，而不允许从互联网直接访问其它内部主机。

第 92 页上的“范例 9: (分公司 ) 通过 ADSL 的 VPN 通道”。通过 ADSL 接口，
将安全设备配置为到企业总部的 VPN 通道的防火墙。允许通过互联网访问本
地 Web 服务器，而不允许从互联网直接访问其它内部主机。

第 96 页上的“范例 10: ( 分公司 ) 辅助 VPN 通道”。通过 ADSL 接口，将安全
设备配置为互联网和到企业总部这两种连接的防火墙。将经由互联网到企业总
部的 VPN 通道配置为辅助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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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 ( 小型企业 / 家庭 ) ADSL 接口上的 PPPoA
本例 ( 如图 11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使用 PPPoA 的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有些安全设备既充当 PPPoA 客户端又充当 DHCP 服务器。

ADSL 接口的 PPPoA 配置包括下列内容 :

1. 将 ehternet0/1 接口分配给 Trust 区段并将其设置为 DHCP 服务器。当安全设
备为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分配 IP 地址时，它还会为这些主机提供从服务提供商
处获得的 DNS 服务器地址。

2. 通过使用 LLC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0/35 和绑定到 ADSL 接口的一个名为 
"poa1" 的 PPPoA 实例，在 ADSL 接口上配置一个 PVC。在安全设备接收 ADSL 
接口的 IP 地址时，它还会接收 DNS 服务器的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

3. 激活安全设备上的 PPPoA。安全设备将通过 PPPoA 从服务提供商那里接收为
其 ADSL 接口 (adsl1/0) 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然后还要为其 Trust 区段内的主机
动态分配 IP 地址。

4.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图 11:  使用 PPPoA 的 ADSL 接口 

Untrust 区段 DNS
服务器

互联网

DSLAM

ADSL1/0

Trust 区段

DHCP 范围 : 
192.168.1.3 - 
192.168.1.33

ethernet0/1: 
192.16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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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以太网接口和 DHCP 服务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thernet0/1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2/1)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2. ADSL 接口和 PPPoA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 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0/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择 )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PPP > PPPoA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A Instance: poa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0 ( 已选择 )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Automatic Update of DHCP Server's DNS Parameters: ( 选择 )

3. 激活安全设备上的 PPPoA
关闭安全设备和 Trust 区段中工作站的电源。

开启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将与 DSLAM 建立 PPPoA 连接，并获得 ADSL 接口的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4.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开启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CLI

1. Trust 接口和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ADSL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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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SL 接口和 PPPoA
set interface adsl2/1 pvc 0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pppoa name poa1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set pppoa name poa1 interface adsl1/0
set pppoa name poa1 update-dhcpserver
save

3. 激活安全设备上的 PPPoA
关闭安全设备和 Trust 区段中工作站的电源。

开启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将与 DSLAM 建立 PPPoA 连接，并获得 ADSL 接口的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4.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开启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范例 2: ( 小型企业 / 家庭 ) ADSL 接口上的 1483 桥接
RFC 1483 介绍通过 AAL5 链路传送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PDU) 的方法。桥接 PDU 无
需 IPSec 处理的开销，因而为数据信息流提供了更多的可用带宽。此类信息流在
“IP 数据包 l 层”中并不安全且只能在具有专用 VC 的地方使用 ( 服务提供商为您
的 ADSL 接口分配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 )。

本例 ( 如图 12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使用 1483 桥接的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
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服务提供商为您的网络分配了静态 IP 地址 
1.1.1.1/32，还为 DNS 服务器分配了一个 IP 地址。

要在 ADSL 接口上配置 1483 桥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trust 接口，并将其设置为 DHCP 服务器。

2. 利用 VPI/VCI 对 0/35 和服务提供商分配的静态 IP 地址 1.1.1.1/32，在 ADSL 接
口上配置一个 PVC。

3.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安全设备还为其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动态分配 IP 地
址。安全设备为 Trust 区段中的主机分配 IP 地址时，它还会提供来自服务提供
商的 DNS 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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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使用 RFC 1483 桥接的 ADSL 接口

WebUI

1. 以太网接口和 DHCP 服务器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trust 接口 )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Apply。

Gateway: 1.1.1.1
Netmask: 255.255.255.0
DNS#1: 1.1.1.221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2. ADS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VPI/VCI: 0/35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1/32

DNS 
服务器

互联网

DSLAM

Ethernet0/1: 
192.168.1.1/24

Untrust 接口 (adsl1/0): 
PPPoA

Trust 区段 DHCP 范围 : 
192.168.1.3 - 
192.168.1.33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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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关闭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CLI

1. Trust 接口和 DHCP 服务器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2. ADSL 接口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32
save

3. 激活内部网络上的 DHCP
关闭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范例 3: ( 小型企业 ) ADSL 接口上的 1483 桥接
RFC 1483 介绍通过 AAL5 链路传送路由协议数据单元 (PDU) 的方法。使用此配置
能够使设备通过 ADSL 接口与其它路由器交换路由信息。

本例 (如图 13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使用 1483 路由和 LLC 封装的 ADSL 接口，将
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要在 ADSL 接口上配置 1483 路由，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ADSL 接口。利用 VPI/VCI 对 0/35 和静态 IP 地址 1.1.1.1/24 在 ADSL 接
口上设置一个 PVC。还可将 ADSL 接口配置为 DHCP 客户端，从运行于邻接路
由器上的 DHCP 服务器接收其 IP 地址。

2. 配置以太网接口。将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1.1/24 并将接口模式设置为 
route。

3. 在 trust-vr 虚拟路由器中及 ADSL 和 trust 接口上启用动态路由协议 ( 可以是 
RIP、OSPF 或 BGP) ；在本例中，动态路由协议为 RIP。还要将邻接路由器上
的接口配置为 LLC 封装和 1483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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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DSL 接口上的 1483 路由

WebUI

1. ADS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0/35
Multiplexing Method: LLC ( 选择 )
RFC1483 Protocol Mode: Routed ( 选择 )
Zone: Un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2. 以太网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Route

互联网

DSLAM

邻接路由器Untrust 区段

Ethernet0/1 接口 
192.168.1.1/24

Trust 区段

Untrust 接口 
(adsl1/0)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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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态路由协议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选择 Create RIP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adsl1 接口 ) > RIP: 选择 Protocol RIP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trust 接口 ) > RIP: 选择 Protocol RIP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CLI

1. ADSL 接口
set int adsl1/0 pvc 0 35 mux llc protocol routed zone untrust
set int adsl1/0 ip 1.1.1.1/24

2. Trust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route

3. 动态路由协议
set vr trust-vr protocol rip
set vr trust-vr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adsl1/0 protocol rip
set interface adsl1/0 protocol rip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protocol r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protocol rip enable
save

范例 4: ( 小型企业 / 家庭 ) 拨号备份
本例 ( 如图 14 中所示 ) 介绍如何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
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拨号连接 )。

要配置主连接 ( 通过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 ( 通过拨号 )，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ADSL 接口和 PPPoE。通过使用 LLC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0/35 和绑定到 
ADSL 接口的一个名为 "poe1" 的 PPPoE 实例，在 ADSL 接口上配置一个 PVC。

2. 使用调制解调器端口上的串行接口，配置互联网的备份连接。当 ADSL 和串行
接口均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时，将自动配置接口故障切换。这意味着如果 
ADSL 接口变为不可用，安全设备会自动将外向信息流发送到串行接口，方法
是通过“集成服务数字网络”(ISDN) 终端适配器或调制解调器对您的 ISP 帐户
进行拨号。而当 ADSL 接口再次可用时，安全设备会自动将外向信息流发送到 
adsl1 接口。有关接口故障切换的信息，请参阅第 11-87 页上的“故障切换”。
有关 ISDN 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103 页上的“ISP 故障切换和拨号恢复”。

3. 配置 Global 区段。将 Global 区段的静态 IP 设置为 192.168.1.1/24，将接口模
式设置为 NAT。

注意 : 一些设备不支持备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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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Self 区段。将 Self 区段的静态 IP 设置为 192.168.2.1/24，将接口模式设
置为 NAT。

5. 激活 Self 和 Global 区段上的 DHCP。

图 14:  带有拨号备份的 ADSL ( 需要新图形 )

要配置串行接口，需要以下信息 : 

到拨号服务提供商的帐户的登录名和密码

拨入帐户的主电话连接

调制解调器初始化字符串

WebU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0/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定 )
Zone Name: Untrust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0 ( 选择 )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Automatic Update of DHCP Server's DNS Parameters: ( 选择 )

串行 : ISP

DSLAM

DHCP 范围 : 
192.168.1.3 - 
192.168.1.33

互联网

ISDN

ethernet0/1: 192.168.1.1/24

DHCP 范围 : 
192.168.2.2 - 
192.168.2.4

adsl1/0: PPPoE 模式

ethernet0/2: 192.168.2.1/24

Untrust 区段

ISDN 终端适配器

Global 区段Self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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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份拨号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Backu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imary Interface: adsl1/0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track 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Monitor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Threshold: 1
Weight: 255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Monitor > Track IP > 单击 ADD: 输入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3. LAN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Zone: Work ( 已选定 )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接口 )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4. Self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Zone: Home ( 已选定 )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2.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接口 )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2.2
IP Address End: 192.1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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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活 Home 和 Work 区段上的 DHCP
关闭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CL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set pppoe name poe1 interface adsl1/0

2. 备份拨号接口
set interface adsl1/0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track-ip
set interface adsl1/0 monitor track ip
set interface adsl1/0 monitor track-ip dynamic

3. LAN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4. Self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92.168.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ip 192.168.2.2 192.168.2.5
save

5. 激活 Home 和 Work 区段上的 DHCP
关闭工作站。

工作站将自动接收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在尝试建立 TCP/IP 连接时获得本
身的 IP 地址。

范例 5: ( 小型企业 / 家庭 ) 以太网备份
本例 ( 如图 15 中所示 ) 介绍如何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
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以太网连接 )。

要配置主连接 ( 通过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 ( 通过以太网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用 PPPoE 配置 ADSL 接口。通过使用 LLC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0/35 和绑定到 
ADSL 接口的一个名为 "poe1" 的 PPPoE 实例，在 ADSL 接口上配置一个 PVC。

2. 将备份接口配置为 ethernet3。

3. 配置 Global 区段。

4. 配置 Self 区段。

注意 : 本例与第 79 页上的“范例 4: ( 小型企业 / 家庭 ) 拨号备份”中显示的配置相似，
只是互联网的备份连接是通过 Untrusted 以太网端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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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带有以太网备份的 ADSL ( 需要新图形 )

WebU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0/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定 )
Zone: Untrust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0 ( 选择 )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Automatic Update of DHCP Server's DNS Parameters: ( 选择 )

2. 备份以太网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Obtain IP using DHCP: ( 选择 )
Automatic update DHCP server parameters: ( 选择 )

ethernet0/3: DHCP

DSLAM

DHCP 范围 : 
192.168.1.3 - 
192.168.1.33

互联网

ISDN

ethernet0/1: 192.168.1.1/24

adsl1/0: PPPoE 模式

ethernet0/2: 192.168.2.1/24

Untrust 区段

Global 区段

DHCP 范围 : 
192.168.2.2 - 
192.168.2.4

Self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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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lobal 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Global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4. Self 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Self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2.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 0/2)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2.2
IP Address End: 192.168.2.5

CL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set pppoe name poe1 interface adsl1/0

2. 备份以太网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update-dhcpserver

3. Global 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4. Self 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92.168.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ip 192.168.2.2 192.168.2.5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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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6: ( 小型企业 / 家庭 ) ADSL 备份
本例 ( 如图 16 中所示 ) 介绍如何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主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
使用 PPPoE 的 ADSL 接口 ) 和备份互联网连接的防火墙 ( 通过另一 ADSL 连接 )。

要配置主连接 ( 通过 ADSL 接口 ) 和备份连接 ( 通过以太网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用 PPPoE 配置 ADSL 接口。通过使用 LLC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0/35 和绑定到 
ADSL 接口的一个名为 "poe1" 的 PPPoE 实例，在 ADSL 接口上配置一个 PVC。

2. 将备份 ADSL 接口配置为 adsl2/0。

3. 配置 Global 区段。

4. 配置 Self 区段。

图 16:  带有 ADSL 备份的 ADSL

adsl2/0: PPPoE 模式

DSLAM

                     
DHCP 范围 : 
192.168.1.3 - 
192.168.1.33

互联网

DSLAM

ethernet0/2 接口 : 192.168.1.1/24

adsl1/0: PPPoE 模式

ethernet0/1 接口 : 192.168.2.1/24

Untrust 区段

Global 区段DHCP 范围 : 
192.168.2.2 - 
192.168.2.4

Self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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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0/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定 )
Zone: Untrust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0 ( 选择 )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Automatic Update of DHCP Server's DNS Parameters: ( 选择 )

2. 备份 ADS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2/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8/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定 )
Zone: Untrust

Network > PPP > PPPoE Profile>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2
Bound to Interface: adsl2/0 ( 选择 )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Automatic Update of DHCP Server's DNS Parameter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Backup: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rimary Interface: adsl1/0
Backup Interface: adsl2/0
Type: track 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Monitor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Enable Track IP: ( 选择 )
Threshold: 1
Weight: 255

3. Global 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Global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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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4. Self 区段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Self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2.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2.2
IP Address End: 192.168.2.5

CLI

1. ADSL 接口和 PPPoE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set pppoe name poe1 interface adsl1/0

2. 备份 ADSL 接口
set interface adsl2/0 pvc 8 35 mux llc zone untrust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alex password 

tSOCbme4NW5iYPshGxCy67Ww48ngtHC0Bw==
set pppoe name poe2 interface adsl2/0
set interface adsl1/0 backup interface adsl2/0 type track-ip
set interface adsl1/0 monitor track ip
set interface adsl1/0 monitor track-ip dynamic

3. Global 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4. Self 区段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2.2 192.168.2.5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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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7: ( 小型企业 ) MLPPP ADSL
本例 (如图 14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使用 MLPPP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8/35 和绑定
到 ML 接口的一个名为 "adsltest" 的 PPP 配置文件在 ADSL 接口上配置一个 PVC。

要通过 ADSL 配置 MLPPP，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多链路接口。

2. 用动态 IP 地址配置 PPP 配置文件。

3. 将 PPP 配置文件绑定到多链路接口。

4. 将 ADSL 接口捆绑到多链路接口。

图 17:  通过 ADSL 的 MLPPP

WebUI

1. 多链路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 多链路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1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PPP ( 选择 )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注意 : 一些设备不支持 MLPP 封装。

DSLAM 和 
BRAS

ML IP 192.168.3.22/32 绑定
到 adsltest PPP 配置文件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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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带有动态 IP 地址的 PPP 配置文件

Network > PPP Profile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 Profile: adsltest
Authentication: CHAP ( 选择 ) 和 PAP ( 选择 )
Static IP: ( 取消选择 )
Netmask: 255.255.255.255
Passive: Don't challenge peer ( 取消选择 )

Local Name: root
Password: 123456 ( 不显示 )

带有静态 IP 地址的 PPP 配置文件 ( 可选 )
Static IP: ( 选择 )

3. 将 PPP 配置文件绑定到 M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ml1 接口 ) > Basic properties: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WAN Encapsulation: Multi-Link PPP ( 选择 )
Binding a PPP Profile: adsltest ( 选择 )
Fixed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3.22/24
Manage IP: 0.0.0.0

Interface Mode: Route ( 选择 )
Maximum Transfer Unit (MTU): 1500

4. 将 ADSL 接口捆绑到 ML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I/VCI: 8/35
QoS Options: UBR ( 选择 )
Multiplexing Method: LLC ( 选择 )
RFC1483 Protocol Mode: Bridged ( 选择 )
Operating Mode: Auto ( 选择 )
Bind to a multilink interface: ml1 ( 选择 )
DNS Proxy: ( 选择 )

CLI

1. 多链路接口
set interface m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ml1 encap mlppp

2. 带有动态 IP 地址的 PPP 配置文件
set ppp profile adsltest
set ppp profile adsltest auth type any
set ppp profile adsltest auth local-name root
set ppp profile adsltest auth secret 123456

带有静态 IP 地址的 PPP 配置文件 ( 可选 )
set ppp profile adsltest static-ip
set interface ml1 ip 192.168.3.22/32

3. 将 PPP 配置文件绑定到 ML 接口
set interface ml1 ppp profile adsl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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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ADSL 接口捆绑到 ML 接口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8 35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2/0 pvc 8 35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1/0 bundle ml1
set interface adsl2/0 bundle ml1

5. 从捆绑中移除一个成员链接
unset interface adsl1/0 bundle
unset interface adsl2/0 bundle

范例 8: ( 小型企业 ) 允许访问本地服务器
本例 ( 如图 18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允许内部主机通过 ADSL 接口访
问互联网，以及允许互联网用户访问本地 Web 服务器而不得访问其它内部主机。

为了将到 Web 服务器的信息流与内部网络的其余信息流分开，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trust 和 dmz 接口。

2. 配置 ADSL 接口和映射 IP (MIP)。利用 VPI/VCI 对 0/35 和服务提供商分配的
静态 IP 地址 1.1.1.1/24，在 ADSL 接口上设置一个 PVC。请将 Trust 接口绑定
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92.168.1.1/24。配置一个 MIP，以将发往
主机 1.1.1.5 的内向 HTTP 信息流引导至 DMZ 区段中地址为 10.1.1.5 的 Web 
服务器。

3. 创建一种策略，以仅允许 HTTP 信息流流向 Web 服务器所在的区段。

( 缺省策略是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流向 Untrust 区段并阻止所有信息流
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

图 18:  允许访问本地服务器的 ADSL 接口 ( 需要新图形 )

Untrust 区段

互联网

DSLAM

ethernet1/0: 192.168.1.1/24

Web 服务器 
10.1.1.5

ethernet2/0: 10.1.1.1/24

adsl1/0: 1.1.1.1/24            
MIP 1.1.1.5 -> 10.1.1.5

Untrust 区段DMZ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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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1. 以太网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1/0)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2. ADSL 接口和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VPI/VCI: 0/35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3.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CLI

1. Trust 和 DMZ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0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0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0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0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2/0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0 nat
ADSL 配置范例 91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92
2. ADSL 接口和 MIP
set interface adsl1 pvc 0 35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adsl1/0 mip 1.1.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3.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mip(1.1.1.5) http permit
save

范例 9: ( 分公司 ) 通过 ADSL 的 VPN 通道
本例 ( 如图 19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安全设备上的 ADSL 接口配置到企业总部的 
VPN 通道，以及如何允许互联网访问本地 Web 服务器，而不允许从互联网直接访
问其它内部主机，如第 88 页上的“范例 7: ( 小型企业 ) MLPPP ADSL”中所述。

图 19:  通过 ADSL 接口的 VPN 通道 ( 需要新图形 )

本例还介绍了如何使用预共享机密配置基于路由的“自动密钥 IKE”通道。对于
“阶段 1”和“阶段 2”安全级别，为“阶段 1”提议配置 pre-g2-3des-sha，为
“阶段 2”配置预定义的 "Compatible" 提议集。要通过 ADSL 接口配置 VPN 通
道，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trust 和 dmz 接口。

2. 配置 ADSL 接口和映射 IP (MIP)。利用 VPI/VCI 对 0/35 和服务提供商分配的
静态 IP 地址 1.1.1.1/24，在 ADSL 接口上设置一个 PVC。请将 Trust 接口绑定
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92.168.1.1/24。配置一个 MIP，以将发往
主机 1.1.1.5 的内向 HTTP 信息流引导至 DMZ 区段中地址为 10.1.1.5 的 Web 
服务器。

10.2.2.0/24

互联网

DSLAM

ethernet0/1: 192.168.1.1/24

Web 服务器 
10.1.1.5

通道 1adsl1/0: 1.1.1.1/24            
MIP 1.1.1.5 -> 10.1.1.5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
企业 IKE 

对等方网关 
2.2.2.2

DMZ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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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一个通道接口并将其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要创建通道，请执行以下
操作 : 

a.  将通道接口配置为借用 adsl1 接口的 IP 地址，adsl1 接口也被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 ( 该通道接口也称作“无编号”接口 )。

b. 配置 VPN 通道，指定 adsl1 接口作为其在 Untrust 区段中的外向接口，将
其绑定到通道接口，并为其配置代理 ID。

c. 输入经由通道接口通向“企业 LAN”的路由。

d. 为在分公司和企业总部之间通过的 VPN 信息流设置策略。

4. 创建一种策略，以仅允许 HTTP 信息流流向 Web 服务器所在的区段。

( 缺省策略是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流向 Untrust 区段并阻止所有信息流
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

WebUI

1. Trust 和 DMZ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2. ADSL 接口和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VPI/VCI: 0/35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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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PN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adsl1 (trust-vr)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Corp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Branch1_Cor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Corp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92.168.1.1/24
Remote IP/Netmask: 10.2.2.0/24
Service: ANY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 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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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Corp
Source Address: 192.168.1.1/24
Destination Address: 10.2.2.0/24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Corp
Source Address: 10.2.2.0/2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1/24
Service: ALL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CLI

1. Trust 和 DMZ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nat

2. ADSL 接口和 MIP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adsl1/0 mip 1.1.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3. VPN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adsl1
set ike gateway To_Corp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adsl1/0 

preshare hl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Branch1_Corp gateway To_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Branch1_Corp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Branch1_Corp proxy-id local-ip 192.168.1.1/24 remote-ip 10.2.2.0/24 

any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mip(1.1.1.5) http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To Corp" from trust to untrust 192.168.1.1/24 10.2.2.0/24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Corp" from untrust to trust 10.2.2.0/24 

192.168.1.1/24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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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0: ( 分公司 ) 辅助 VPN 通道
本例 ( 如图 20 中所示 ) 介绍如何通过 ADSL 接口，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互联网和到
企业总部这两种连接的防火墙。本例与第 92 页上的“范例 9: (分公司 ) 通过 ADSL 
的 VPN 通道”中所示配置类似，但需要创建两个 PVC: 一个到互联网，另一个到企
业总部。您还需要将经由互联网到企业总部的 VPN 通道配置为辅助连接。

要通过 ADSL 配置主、辅 VPN 通道，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配置 trust 和 dmz 接口。

2. 配置 ADSL 接口和映射 IP (MIP)。利用 VPI/VCI 对 0/35 和服务提供商分配的
静态 IP 地址 1.1.1.1/24，在 ADSL 接口上设置一个 PVC。请将 Trust 接口绑定
到 Trust 区段并为其分配 IP 地址 192.168.1.1/24。配置一个 MIP，以将发往
主机 1.1.1.5 的内向 HTTP 信息流引导至 DMZ 区段中地址为 10.1.1.5 的 Web 
服务器。

3. 配置总部 (HQ) 定制区段。

4. 配置 ADSL 子接口。通过创建 ADSL 子接口 adsl1.1，在安全设备上设置另外一
个 PVC。通过使用 LLC 封装的 VPI/VCI 对值 1/35 和绑定到子接口的一个名为 
poe1 的 PPPoE 实例配置 adsl1.1 子接口。然后需要定义策略，以允许信息流
进出 HQ 区段。

5. 创建一个通道接口并将其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要创建通道，请执行以下
操作 : 

a. 将通道接口配置为借用 adsl1 接口的 IP 地址，adsl1 接口也被绑定到 
Untrust 安全区段 ( 该通道接口也称作“无编号”接口 )。

b. 配置 IKE 网关。

c. 配置 VPN 通道，指定 adsl1 接口作为其在 Untrust 区段中的外向接口，将
其绑定到通道接口，并为其配置代理 ID。

6. 创建虚拟路由 (trust-vr)。

7. 为在分公司和企业总部之间通过的 VPN 信息流设置策略。

( 缺省策略是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流向 Untrust 区段并阻止所有信息流
从 Untrust 区段流向 Trust 区段。)

注意 : 您可将 ADSL 接口及其每个子接口分别绑定到不同的安全区段；将 ADSL 子接口
绑定到定制区段 "HQ" ( 在缺省情况下，主 ADSL 接口被绑定到 Untrust 区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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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带有辅助通道的 ADSL 接口 ( 需要新图形 )

由于在企业总部及 Trust 区段中的工作站之间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由 ( 一条使用 
adsl1.1 接口，另一条使用 VPN 通道接口 )，您需要指定哪条路由为“首选”。这
可通过将经由 VPN 通道的路由的度量值设置为高于经由 adsl1.1 接口的路由的度量
值来实现。

WebUI

1. Trust 和 DMZ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1.1/24
Interface Mode: NAT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ethernet0/1) > DHCP Server: 选择 Apply。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1.3
IP Address End: 192.168.1.3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0/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Interface Mode: NAT

10.2.2.0/24

ATM 
网络

DSLAM

互联网

DSLAM

adsl1/0: 1.1.1.1/24            
MIP 1.1.1.5 -> 10.1.1.5

ethernet0/1: 192.168.1.1/24

Web 服务器 
10.1.1.1/24

ethernet0/2: 10.1.1.1/24

adsl1/.1: PPPoE

DMZ 区段 Trust 区段

Untrust 区段HQ 区段

企业 IKE 
对等方网关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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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SL 接口和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adsl1/0):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VPI/VCI: 0/35
Zone Name: Untrust
Static IP: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 MI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ped IP: 1.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Host IP Address: 10.1.1.5
Host Virtual Router Name: trust-vr 

3. HQ 区段

Network > Zon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HQ
Block Intra-Zone Traffic: ( 选择 )

4. ADSL 子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ADSL Sub-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nterface Name: adsl1/.1
VPI/VCI: 1/35
Encapsulation: LLC ( 选定 )
Zone: HQ ( 选择 )

Network > PPPo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PPoE Instance: poe1
Bound to Interface: adsl1/.1 ( 选择 )
Username: felix
Password: ioP936QNlwab48Rc

5. VPN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unnel Interface Name: tunnel.1
Zone (VR): Untrust (trust-vr)
Unnumbered: ( 选择 )

Interface: adsl1 (trust-vr)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Gateway Name: To_Corp
Security Level: Custom
Remote Gateway Type: 

Static IP Address: ( 选择 ), IP Address/Hostname: 2.2.2.2
Preshared Key: h1p8A24n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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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Gateway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ustom
Phase 1 Proposal ( 对于 Custom Security Level): pre-g2-3des-sha
Mode (Initiator): Main (ID Protectio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VPN Name: Branch1_Corp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Remote Gateway: 

Predefined: ( 选择 ), To_Corp

> Advanced: 输入以下高级设置，然后单击 Return，返回基本 AutoKey 
IKE 配置页 :

Security Level: Compatible
Bind to: Tunnel Interface, tunnel.1
Proxy-ID: ( 选择 )
Local IP/Netmask: 192.168.1.1/24
Remote IP/Netmask: 10.2.2.0/24
Service: ANY

6.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 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adsl1.1
Metric: 1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 vr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10.2.2.0/24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Tunnel.1
Metric: 5

7. 策略

Policies (From: Trust, To: HQ)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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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From: HQ,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From: DMZ, To: HQ)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From: HQ, To: DMZ)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MIP(1.1.1.5)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To_Corp
Source Address: 192.168.1.1/24
Destination Address: 10.2.2.0/24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From_Corp
Source Address: 10.2.2.0/2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1/24
Service: ALL
Action: Permit
Position at Top: ( 选择 )
ADSL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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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Trust 和 DMZ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ip 192.168.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na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1 dhcp server ip 192.168.1.3 192.168.1.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2 nat

2. ADSL 接口和 MIP
set interface adsl1/0 pvc 0 35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adsl1/0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adsl1/0 mip 1.1.1.5 hos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vrouter trust-vr

3. HQ 区段
set zone name HQ
set zone HQ block
set zone HQ vrouter trust-vr

4. ADSL 子接口
set interface adsl1/0.1 pvc 1 35 mux llc zone HQ
set pppoe name poe1 username felix password ioP936QNlwab48Rc
set pppoe name poe1 interface adsl1/0.1

5. VPN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adsl1/0
set ike gateway To_Corp address 2.2.2.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adsl1/0 

preshare hlp8A24nG5 proposal pre-g2-3des-sha
set vpn Branch1_Corp gateway To_Corp sec-level compatible
set vpn Branch1_Corp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Branch1_Corp proxy-id local-ip 192.168.1.1/24 remote-ip 10.2.2.0/24 

any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adsl1/0.1 metric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10.2.2.0/24 interface tunnel.1 metric 5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HQ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HQ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dmz to HQ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HQ to dmz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mip(1.1.1.5) http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To Corp" from trust to untrust 192.168.1.1/24 10.2.2.0/24 

any permit
set policy top name "From Corp" from untrust to trust 10.2.2.0/24 

192.168.1.1/24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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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ISP 故障切换和拨号恢复

支持 ISP 故障切换和拨号恢复的设备具有 Aux 串行端口 ( 对于外部 V.92 调制解调器 ) 
或 ISDN BRI 端口或内置的 V.92 模拟调制解调器端口。对于某些型号，这些功能以
小型 PIM 选项的形式提供。在主链接 ( 以太网端口 ) 发生故障时，通常将这些端口
用作备份端口。主链接通常是一个 ADSL 调制解调器，其连接到能够与安全设备进
行以太网连接的 ISP。VPN 监控或物理端口故障通常会导致故障切换到备份接口。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03 页上的“为故障切换设置 ISP 优先级”

第 104 页上的“定义 ISP 故障切换的条件”

第 104 页上的“配置拨号恢复解决方案”

为故障切换设置 ISP 优先级

以根管理员 ( 而非托管管理员 ) 的身份总共可以配置四个 ISP。每个 ISP 的优先级
必须是一个唯一数字。您还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ISP 条目的优先级配置为零以进行测
试 ( 监控 ) ；但是，分配了零优先级的任何 ISP 条目都不能用于故障切换。

在使用调制解调器连接时，托管管理员可手动更改 ISP 优先级。如果发生故障切换，
分配给 ISP 的优先级将指示与特定 ISP 进行联系的顺序 ( 相对于其它 ISP 而言 )。
值越小，ISP 的优先级越高。托管管理员还可以通过将优先级设置为零 (0) 来检查 
ISP 的可用性。

WebUI

Home > Interface link status: 单击 Edit。然后单击串行接口的 ISP。

CLI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1 priority 1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1 primary-number 555-55-55 

alternative-number 666-66-66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1 account login rbrockie password 

!2007ah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2 priority 2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2 primary-number 777-77-77 

alternative-number 888-88-88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pac-bell-2 account login rbrockie password 

!2007ah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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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ISP 故障切换的条件

设置完 ISP 信息和优先级之后，可以有选择性地监控 untrust-vr 中的一条路由，当
所监控的路由从 untrust-vr 路由表中消失时，它会触发到下一 高优先级 ISP ( 下
一 小优先级号) 的故障切换。当发生到 ISP 2 的故障切换时，并不一定表明 ISP 1 
已中断或出现故障。它表明您要访问的 ISP 1 之外的某条特定路由变为不可用，并
且您希望设备等待指定的秒数，之后再放弃并呼叫备份 ISP。

要使用此功能，请指定当前显示在 untrust-vr 中的带有 IP 地址的特定路由。此
外，还可以指定设备在呼叫备份 ISP 之前等待的秒数。缺省等待时间为 30 秒。

在上例中，您以根管理员的身份设置了一个优先级为 1 的 ISP 和一个备份 ISP。在
本例中，您要将安全设备设置为监控路由 1.1.1.1/24，已事先将该路由标识为感兴
趣或重要路由。此路由当前存在于 untrust-vr 中。将等待时间设置为 100 秒。还要
必须使用 CLI 来设置希望监控 Untrust-vr 中的哪条路由。如果指定的路由变为不可
用，将发生到下一 ISP ( 优先级 2) 的故障切换。

WebUI

Home > Interface link status: 单击 Edit。然后单击串行接口的 ISP Failover。

CLI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failover holddown 100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failover type route vrouter untrust-vr 1.1.1.1/24
save

配置拨号恢复解决方案

通过配置以下各项，可为您的网络建立拨号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 

安全设备

调制解调器或 ISDN 终端适配器 (TA)

接口故障切换触发机制

远端设备 ( 另一个路由器或防火墙设备 ) 标识到发送设备的返回路径的方法

您可以选择以下三种不同故障切换机制中的一种来触发接口故障切换 : 

跟踪 IP 监控指定 IPv4 地址的可用性以确定故障切换。要使用 IP 跟踪，请输入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track-ip 命令 ( 其中 
interface 是主接口 )。

通道跟踪监控 VPN 通道状态以确定故障切换。要通过通道接口跟踪，请输入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tunnel-if 命令 ( 其中 
interface 是主接口 )。
定义 ISP 故障切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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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跟踪监控已知路由的状态。可通过动态路由协议 ( 如 BGP 或 OSPF) 传播路
由条目。如果 BGP 邻接方丢失，安全设备将删除从该 BGP 对等方获知的所有
路由。如果路由条目在超过了等待时间的期间内未处于活动状态，安全设备将
触发到备份接口的接口故障切换。该功能要求准确的地址来匹配在指定的虚拟
路由器路由表中的活动路由器，以避免故障切换。要通过路由实现故障切换，
请输入 set interface interface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route vroute 
untrust 1.1.1.1/24 命令 ( 其中 interface 是主接口，1.1.1.1 是监控路由的 IP 
地址 )。

在下面的示例中 ( 请参阅图 21)，位于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市区的一台计算机已联网
到位于圣何塞另一地区的远程办公室中的服务器。安全设备始终使用 tunnel.1 ( 一
个绑定到 ethernet3 (e3) 的 VPN 通道 )，将来自计算机 (PC) 的信息流通过互联网发
送到防火墙，以访问远程服务器。信息流使用静态路由和 VPN 监控 ( 缺省设置 )。
tunnel.1 的度量值为 1，确保其始终为到防火墙的首选路由； tunnel.2 的度量值为 
180，较高，因此不会成为首选路由。

如果 tunnel.1 中断，安全设备将启用绑定到串行接口的 tunnel.2，以联系防火墙。
在本例中，在实现接口故障切换时，通道跟踪要优先于 IP 跟踪。使用 IP 跟踪时，
如果链接中断，则发生故障切换；但将无法得知是否由于 VPN 通道的实际中断而
发生了故障切换。通道跟踪功能仅在绑定到主 Untrust 接口的通道接口中断时才发
生故障切换。如果拔去电缆或者触发 VPN 监控器，主 Untrust 接口会发生故障，
这也意味着通道发生故障。

安全设备 tunnel.2 ( 串行 ) 接口使用一个由 ISP 分配的 IP 地址来通过 ISDN 连接到
防火墙。

已将故障切换设置为 "auto"，因此当接口重新变为可用时，将进行到 tunnel.1 的
故障恢复。

当输入 set vpn name monitor rekey 命令时，VPN 监控将变为活动状态。必要时，
可以选择更改缺省的间隔和临界值设置，方法是输入 set vpnmonitor { interval | 
threshold } 命令。通过输入 get vpnmonitor 命令可查看 VPN 监控设置。

图 21:  拨号恢复配置

tunnel.2 ( 串行连接 )

Router1 
11.11.11.11

e3

193.60.60.20 (ISP 分配的 IP 地址 )

远程安全设备

Router2 
12.12.12.12 防火墙 

13.13.13.13

互联网

tunnel.1

PC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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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远程安全设备的配置，如图 21 所示。

WebUI

配置串行接口和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对于串行接口，选择 Edit 并将该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
段。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对于通道接口 (tunnel.1)，选择 New 并将该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根据需要配置设置，然后单击 Apply。

Network > Interfaces: 对于通道接口 (tunnel.2)，选择 New 并将该接口绑定到 
Untrust 区段。根据需要配置设置，然后单击 Apply。

设置静态路由和度量值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为 untrust-vr 选择 New 路由；设置 IP 地
址、网关信息和度量值，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s: 为 untrust-vr 选择 New 路由，设置 IP 地
址 (ISP 将该 IP 地址分配给串行连接 )、网关信息 ( 如果适用 ) 和度量值 ( 高于
前一条目的数值 )，然后单击 OK。

设置 IKE 网关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输入 IKE 要求，然后单击 OK。

将 VPN 绑定到 IKE 网关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对于 tunnel.1，选择 Advanced 并将 VPN 绑定到 
IKE 网关。单击 OK。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对于 tunnel.2，选择 Advanced 并将 VPN 绑定到 
IKE 网关。单击 OK。

配置接口故障切换

通过 CLI 配置。

配置带内调制解调器端口设置

Network > Interface ( 调制解调器 )

设置主 ISP 帐户

Network > Interface (ISP)

CLI

配置串行接口和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serial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ip 111.11.11.10/24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0/3
set interface serial0/0 ip 193.60.60.19/24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serial0/0

设置静态路由和度量值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3 metric 1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serial0/0 metric 180
配置拨号恢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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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KE 网关
set ike gateway eth address 13.13.13.1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3 

preshare 123qwe!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serial address 13.13.13.13 Main outgoing-interface serial0/0 
preshare 123qwe! sec-level standard

将 VPN 绑定到 IKE 网关
set vpn eth gateway eth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eth monitor rekey
set vpn eth id 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serial gateway serial no-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serial monitor rekey
set vpn serial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配置接口故障切换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ckup interface serial0/0 type tunnel-if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ckup deactivation-delay 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ckup activation-delay 5
set interface ethernet0/3 backup auto
set vpn eth backup-weight 100

配置带内调制解调器端口设置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settings port-1 init-strings AT&F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settings port-1 active 

设置主 ISP 帐户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isp-1 priority 1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isp-1 primary-number 555-55-55 

alternative-number 666-66-66
set interface serial0/0 modem isp isp-1 account login rbrockie pass !2007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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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无线局域网

Juniper Networks 无线设备和系统为无线客户端 ( 例如，远程通信者、分支机构或
零售渠道 ) 提供了带有集成式“互联网协议安全虚拟专用网”(IPsec VPN) 和防火
墙服务的无线局域网 (WLAN) 连接。

本章将介绍如何配置无线接口并提供了配置范例。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10 页上的“概述”

第 111 页上的“无线网络基本功能配置”

第 116 页上的“为 SSID 配置认证和加密”

第 123 页上的“指定天线用法”

第 124 页上的“设置国家 / 地区代码、通道和频率”

第 124 页上的“使用扩展通道”

第 125 页上的“执行站点勘测”

第 125 页上的“查找可用通道”

第 126 页上的“设置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第 127 页上的“配置 Super G”

第 127 页上的“配置 Atheros XR (Extended Range)”

第 128 页上的“配置 Wi-Fi 多媒体服务质量”

第 132 页上的“配置高级无线参数”

第 137 页上的“使用无线接口”

第 139 页上的“查看无线配置信息”

第 139 页上的“配置范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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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无线安全设备和系统可将无线用户或其它无线设备连接到有线或无线网络。使无线
设备可以访问局域网的设备即是无线接入点 (AP)。本章中列出的功能要求使用具
备内置无线接口的安全设备或系统。

ScreenOS 在无线安全设备上运行以提供要与您现有或计划的有线网络接合的路由
或防火墙服务。

与处理有线接口相同，可以为无线接口配置以下内容 : 

IP 地址 / 网络掩码和管理 IP 地址

管理选项，例如 WebUI、SNMP、Telnet、SSH 或 SSL

地址转换

域名服务 (DNS) 代理

WebAuth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功能 ( 不支持 DHCP 客户端或中继功能 )

以下无线 ScreenOS 功能使您可以管理和确保 WLAN 安全 : 

每个系统 多支持四个 WLAN

多支持 16 个服务集标识符 (SSID)

认证

开放式

有线等效加密 (WEP) ( 共享密钥 )

WEP (802.1X)

Wi-Fi 网络安全存取 (WPA) ( 预共享密钥 )

WPA (802.1X)

WPA2 ( 预共享密钥 )

WPA2 (802.1X)

注意 : 所有无线平台都可一次支持多达四个活动无线接口。

注意 : 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和第 8 卷 : 地址转换。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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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

高级加密标准 (AES)

临时密钥完整性协议 (TKIP)

WEP

Wi-Fi™ 多媒体 (WMM) 服务质量功能

使每个无线电波段性能几乎增加一倍的 Turbo 模式

无线产品接口命名差异
无线产品 多支持四个 WLAN。在 WebUI 和 CLI 中输入的命令因产品而异。

有些无线产品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器 : 

2.4GHz (WAN 0)

5GHz (WAN 1)

无线电收发器特定的参数自动显示在 WebUI 或 CLI 中。

无线网络基本功能配置

某些无线功能必须进行配置，而对于其它功能则可以任意选择是否配置。但每次对
无线接口进行更改时，都必须重新激活 WLAN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5 页上
的“重新激活 WLAN 配置”)。

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第 112 页上的“创建服务集标识符”

第 113 页上的“为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设置运行模式”

第 113 页上的“为 5 GHz 无线电收发器设置运行模式”

第 115 页上的“重新激活 WLAN 配置”

注意 : 请参阅产品随附的有关容量声明的数据表。
无线网络基本功能配置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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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集标识符
无线网络由服务集标识符 (SSID) 来标识。SSID 使您可以使用一个无线安全设备来
维护多个 WLAN。必须将 SSID 绑定到一个可绑定到某个安全区段的无线接口。
SSID 是长度 多可达 32 个文本字符的唯一名称。要在名称中使用空格，必须用双
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在下例中，您配置一个名称为 "My Home Network" 的 SSID。为增强安全性，应使
该名称难以猜测，并且不要在 SSID 名称中包含设备地址。

WebUI

Wireless > SSID > New: 在 SSID 字段中输入名称，然后单击 OK。

CLI

set ssid name "My Home Network"

抑制 SSID 广播

创建 SSID 后，可以禁用以安全设备通告的信标形式进行的 SSID 广播。如果 SSID 
广播被禁用，则只能与知道该 SSID 的无线客户端相关联。缺省情况下，SSID 以信
标形式广播。

要抑制 SSID 广播，请使用以下 WebUI: 

WebUI

Wireless > SSID > Edit ( 对于 name_str): 选择 Disable SSID Broadcast，然后
单击 OK。

CLI

set ssid name_str ssid-suppression

隔离客户端

通过隔离客户端，可禁止同一子网中的无线客户端相互直接通信。这样可强制每个
客户端通过防火墙通信。缺省情况下，此选项禁用。

要禁止同一子网中的无线客户端相互直接通信，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WebUI

Wireless > SSID > Edit ( 对于 name_str): 选择 SSID Client Isolation，然后单
击 OK。

CLI

set ssid name_str client-isolation enable

注意 : 创建 SSID 时，不会受到安全设备上无线接口数量的限制。SSID 的数量可以超过
无线接口的数量。 多可将四个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在网络需要更改时，可
通过将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或解除无线接口绑定来激活特定于站点或时间的 
W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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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设置运行模式
可将 WLAN 0 配置为在以下模式之一下运行 : 

802.11b 模式 (11b)

兼容 802.11b 的 11g 模式 (11g)

不兼容 802.11b 的 11g 模式 (11g-only)

Turbo 静态 11g-only 模式

不兼容 802.11b 的 11g 模式 (11g-only) 选项可防止安全设备与 802.11b 客户端关
联。当选择 11g 选项时，设备允许与 802.11b 和 802.11g 客户端关联。当选择 
11b 选项时，则将设备设置为仅允许与 802.11b 客户端关联。Turbo 模式为高性能
选项。

缺省模式被设置为 802.11g ；该模式允许连接 802.11g 和 802.11b 客户端。

要将运行模式设置为 802.11g，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WLAN > General Settings: 从 Operation Mode 列表中选择 
802.11g，然后单击 Apply。( 如果安全设备具有一个以上无线电收发装置，请
针对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进行选择。)

CLI

要将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运行模式设置为 802.11g，请输入以
下命令 : 

set wlan mode 11g

要将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运行模式设置为 802.11g，请输入以下
命令 : 

set wlan 0 mode 11g

为 5 GHz 无线电收发器设置运行模式
可将 WLAN 1 ( 即 5GHz 无线电收发器 ) 配置为在 802.11a 模式或 Turbo 模式下运
行。802.11a 模式在 5 GHz 频段内运行并且是缺省运行模式。

通过启用 Turbo 模式，可提高下载性能。

在下例中，为 WLAN 1 启用了 Turbo 模式。

注意 : 为安全设备启用 Turbo 模式时，只可连接支持 11g turbo 模式的客户端。

注意 : 为安全设备启用 Turbo 模式时，只可关联支持 11a Turbo 模式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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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Wireless > WLAN > General Settings: 从 Operation Mode 列表中选择 Turbo，
然后单击 Apply。

CLI

要为 WLAN 1 启用 Turbo 模式，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mode turbo

配置 低数据传输速率
可以每秒的兆位数 (Mbps) 为单位为发送帧设置 低数据传输速率。数据传输速率
取决于无线电类型，它可以是以下数字之一。

802.11a: 6, 9, 12, 18, 24, 36, 48, 54

启用了 XR 的 802.11a: 0.25, 0.5, 3, 6, 9, 12, 18, 24, 36, 48, 54

802.11b: 1, 2, 5.5, 11

802.11g: 1, 2, 5.5, 6, 9, 11, 12, 18, 24, 36, 48, 54

启用了 XR 的 802.11g: 0.25, 0.5, 1, 2, 3, 5.5, 11, 6, 9, 12, 18, 24, 36, 48, 54

如果启用了 Turbo 模式 : 12, 18, 24, 36, 48, 72, 96, 108

作为缺省值的 auto 速率首先使用 佳速率，如果传输失败，则自动下降到下一个
速率。

要配置数据传输速率，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从 Transmit Data Rate 列表中选择速率 ( 如果安全
设备具有一个以上无线电收发装置，请针对所需无线电收发装置进行选择 )。

CLI

要将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数据传输速率设置为 11 Mbps，请输
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transmit rate 11

要将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数据传输速
率设置为 54 Mbps，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transmit rat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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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传输功率
可为安全设备设置传输功率并调整无线电量程。可以 大传输功率为标准将功率级
别设置为八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低功率或全功率，这里的 大传输功
率即安全设备运行时所在国家 / 地区所允许的 大功率。缺省设置是全功率。

要配置传输功率，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从 Transmit Power 列表中选择功率级别 ( 如果安
全设备具有一个以上无线电收发装置，请针对所需无线电收发装置进行选择 )。

CLI

要将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传输功率级别设置为二分之一，请输
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transmit power half

要将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传输功率级
别设置为二分之一，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transmit power half

重新激活 WLAN 配置
在对 WLAN 配置进行更改后，必须重新激活设备中的 WLAN 子系统，该子系统将
重新启动无线接口。仅当重新激活该子系统之后，任何与 WLAN 相关的配置更改
才会生效。

重新激活过程需要 60 秒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具体要取决于网络情况。无线信息
流被中断，并且无线客户端会话终止。无线客户端必须重新连接到无线网络才能重
新建立连接。

要重新激活系统，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对于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 :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单击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 : 

单击任一无线页面顶部的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CLI

要重新激活 WLAN，请输入以下命令 : 

exec wlan re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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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SID 配置认证和加密

认证和加密设置特定于每个 SSID。可为每个 SSID 配置不同的认证和加密优先级。

ScreenOS 支持 WLAN 的以下认证和加密机制 : 

认证

开放式

WEP ( 共享密钥 )

WEP (802.1X)

WPA ( 预共享密钥 )

WPA (802.1X)

WPA2 ( 预共享密钥 )

WPA2 (802.1X)

加密

高级加密标准 (AES)

临时密钥完整性协议 (TKIP)

WEP

以下各节将介绍 WEP、WPA 和 WPA2 并说明如何在 SSID 中配置它们。有关 EAP 
和 802.1X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83 页上的“无线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
认证”。

配置有线等效加密
“有线等效加密”(WEP) 为无线通信提供了机密性。通过无线链接传送数据时，它
使用 Rivest Cipher 4 (RC4) 流密码算法来加密和解密数据。可在本地存储 WEP 密
钥或与外部认证服务器动态协商密钥。而无线客户端又将此密钥存储在其系统上。

ScreenOS 支持两种 WEP 密钥长度 : 40 和 104 位。由于密钥与 24 位初始化向量 
(IV) 连接，因此 终长度为 64 和 128 位。

多个 WEP 密钥

多可为每个 SSID 创建四个 WEP 密钥。

如果只创建一个 WEP 密钥，无线设备将使用该密钥对此 SSID 中的无线客户端进
行认证并且加密和解密其本身与客户端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注意 : 有些第三方无线客户端在指定其 WEP 密钥长度时包括了 24 位 IV。为避免连接问
题，在无线设备上描述为 40 或 104 位的 WEP 密钥长度实际上可能与客户端上描
述为 64 或 128 位的密钥长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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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在无线设备上定义多个 WEP 密钥， 多可为一个 SSID 定义四个密钥。通过
使用多个密钥，您可以针对同一 SSID 中的不同无线客户端来调整安全级别。对于
有些信息流，可以使用较长的密钥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而对于其它不太重要的信
息流，则可以使用较短的密钥以降低处理开销。无线设备将指定为 default 的 
WEP 密钥用于加密，将其它密钥 ( 或再次使用缺省密钥 ) 用于认证和解密。如果没
有指定缺省密钥，则定义的第一个密钥将成为缺省密钥。

关于 WEP 密钥存储和密钥 ID 号，请注意以下几点 : 

当客户端使用来自外部 RADIUS 服务器的唯一的、动态创建的 WEP 密钥时，
无线设备也将使用此唯一的特定密钥进行双向通信 ( 无线设备也是从 RADIUS 
服务器接收此密钥 )。

当无线客户端使用本地存储在无线设备上的、静态定义的 WEP 密钥时，设备
将使用缺省密钥来对其发送的所有无线信息流进行加密。客户端还要必须加载
此密钥才能解密来自无线设备的信息流。

如果将多个 WEP 密钥均存储在无线设备上，缺省密钥 ID 可为 1、2、3 或 4。

如果将一些 WEP 密钥存储在无线设备上但使用来自外部 RADIUS 服务器的、
动态创建的 WEP 密钥，则无线设备上的缺省 WEP 密钥的 ID 不能为 1，因为 
RADIUS 服务器将 1 用作其所有密钥的 ID。无线设备可将密钥 ID 为 2、3 或 4 
的缺省 WEP 密钥用于加密，并将 ID 为 1、2、3 或 4 的静态定义的 WEP 密钥
用于认证和解密。

如果独占使用来自 RADIUS 服务器的 WEP 密钥，则服务器的所有密钥的密钥 
ID 都将使用 1。RADIUS 将为每个客户端的每个会话都创建并分发一个不同的
密钥。

在对接收自无线客户端的信息流进行认证和解密时，可指定另外一个本地存储
的密钥以供无线设备使用。客户端必须加载此密钥及其 ID 号才能对其自身进
行认证以及对发送到设备的信息流进行加密。( 如果客户端未提供密钥 ID，设
备将尝试使用缺省 WEP 密钥对客户端进行认证以及对其信息流进行解密。)

图 22 显示了在 WEP 密钥分别为本地存储和来自 RADIUS 服务器时，无线设备将
如何处理无线连接请求。

注意 : 如果客户端仅将一个密钥用于加密、解密和认证，则它必须使用缺省 WEP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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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在 RADIUS 服务器上使用 WEP 的连接过程

配置开放式认证

可以配置开放式认证，这种认证规定不进行任何认证。无线客户端提供 SSID 并且
与无线网络连接。使用开放式认证时，可以指定以下加密密钥选项 : 

No encryption

WEP encryption

Local key source: WEP 密钥存储在安全设备上。必须指定缺省密钥。

Server: WEP 密钥是从 RADIUS 服务器协商的动态密钥。

Both: 仅供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使用，WEP 密钥存储在该
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上。必须指定缺省密钥。

多可为每个 SSID 指定四个 WEP 密钥。

数据包
是否
加密 ? 

否 数据包是否
为 EAPOL*?

使用来自 RADIUS 服务器
的协商密钥进行认证和
解密。

将数据包转发给 RADIUS 服务
器，该服务器将对客户端进行
认证并协商一个唯一密钥。
RADIUS 服务器将密钥资料分
发给客户端和 AP。

密钥 ID 
是否为 1?

使用本地指定的 WEP 
密钥 (ID = 1) 进行认证
和解密。 *

丢弃数据
密钥 ID 1 
是否在本地
定义 ?

* 可以指定与缺省密钥相同或不同的密钥。

数据包到达无线接口

客户端
是否
拥有唯一
密钥 ?

使用本地指定的 WEP 密
钥 (ID = 2、 3 或 4) 进行认
证和解密。 *

丢弃数据包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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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从 RADIUS 服务器获取的 WEP 密钥配置开放式认证

以下范例对名为 hr 的 SSID 使用了以下参数 : 

开放式认证

WEP 加密

从名为 rs1 的 RADIUS 服务器获取的动态生成的 WEP 密钥

WebUI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步骤 : 

Wireless > SSID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Open, WEP Encryption
Key Source: Server
Auth Server: rs1 ( 如果尚未存在，则单击 Create new Auth Server 来定义 

RADIUS 服务器 )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步骤 : 

Wireless > SSID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802.1X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802.1X
Auth Server: rs1 ( 如果尚未存在，则单击 Create new Auth Server 来定义 

RADIUS 服务器 )

CLI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open encryption wep key-source server rs1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802.1x auth-server rs1

使用本地 WEP 密钥配置开放式认证

以下范例对名为 hr 的 SSID 使用了以下参数 : 

开放式认证

WEP 加密

本地存储在安全设备上的 WEP 密钥

Key ID: 1

Key length: 40-bit

ASCII text: 1a2i3

Key with ID 1 is defaul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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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步骤 : 

Wireless > SSID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Open, WEP Encryption

单击 WEP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Key ID: 1
Key Length: 40
Key String: 选择 ASCII 并输入 1a2i3 ( 在 Confirm 字段中再次提供 )
Default Key ( 选择 )

CLI

如果您的安全设备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ssid hr key-id 1 length 40 method asciitext 1a2i3 default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open encryption wep

配置 WEP 共享密钥认证

可配置一个静态 WEP 密钥存储在用于认证客户端的安全设备上，被认证的客户端
也会在其自身的无线设备上配置该静态 WEP 密钥。 多可为每个 SSID 创建四个 
WEP 密钥。

可通过提供一个 5 位数的十六进制数字或一个由 5 个 ASCII 字符组成的字符串来指
定 40 位加密。通过提供一个 26 位数的十六进制数字或一个由 13 个 ASCII 字符组
成的字符串来指定 104 位加密。

以下范例对名为 hr 的 SSID 使用了以下参数 : 

WEP shared-key

Key ID: 1

Key length: 40-bit

ASCII text: 1a2i3

Key with ID 1 is default key

WebUI

Wireless > SSID > Edi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EP Shared Key

单击 WEP Key，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Key ID: 1
Key Length: 40
Key String: 选择 ASCII 并输入 1a2i3 ( 在 Confirm 字段中再次提供 )
Default Key (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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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shared-key
set ssid hr key-id 1 length 40 method asciitext 1a2i3 default

ScreenOS 提供了用于与无线客户端自动协商的机制 ( 无论该客户端是否用 WEP 共
享密钥对其自身进行认证 )。如果要允许使用支持不同 WEP 实现的多种操作系统
来访问无线客户端，则使用此选项可以提高兼容性。

要启用自动协商，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ebUI

Wireless > SSID > Edit ( 对于 name_str): 选择 Auto。

CLI

set ssid name_str authentication auto

配置 Wi-Fi 网络安全存取
“Wi-Fi 网络安全存取”(WPA) 是针对 WLAN 认证和加密问题的一种更为安全的解
决方案，它旨在解决 WEP 中存在的许多缺点。ScreenOS 支持 WPA 和 WPA2。

WPA 和 WPA2 支持 802.1X 认证，该认证使用“可扩展认证协议”(EAP) 方法通过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EAP 是一种用于认证的封装协议，它在“数据链路层”
( 第 2 层 ) 运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284, PPP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EAP)。

ScreenOS 可与符合 802.1X 的 RADIUS 服务器实现互操作，如
Juniper Networks Steel-Belted RADIUS 服务器和 Microsoft Interne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IAS) RADIUS 服务器。

在将 WPA 或 WPA2 与 RADIUS 服务器配合使用时，安全设备会在无线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转发认证请求和回复。成功认证某客户端后，RADIUS 服务器
会向该客户端和安全设备发送一个加密密钥。从这时起，开始由安全设备管理加密
过程，包括加密类型 (“临时密钥完整性协议”(TKIP) 或“高级加密标准”(AES)) 
和重定密钥时间间隔。有关 TKIP 的信息，请参阅 IEEE 标准 802.11。有关 AES 的
信息，请参阅 RFC 3268,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Ciphersuites for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还可将 WPA 或 WPA2 与预共享密钥配合使用，预共享密钥是在安全设备和客户端
设备上配置的静态密钥。两个设备均使用该密钥为会话生成一个唯一密钥 ( 组密
钥 )。可使用 ASCII 密码短语 ( 密码 ) 或以十六进制格式指定预共享密钥。还可使
用 802.1X 认证使用的同一加密类型 : TKIP 或 AES。

如果想要允许将 WPA 和 WPA2 用作认证类型，在将 802.1X 用作认证方法的情况
下，可指定 wpa-auto 关键字 ( 或 WebUI 选项 )，在将预共享密钥用作认证方法的
情况下，则指定 wpa-auto-psk 关键字 ( 或 WebUI 选项 )。

注意 : 尽管可为所有 SSID 配置 WEP，但设备会有意限制 WEP 的使用，每次只能用于
一个接口。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建议使用 WPA 或 W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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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WPA 和 WPA2 配置 802.1X 认证

要为 WPA 和 WPA2 配置 802.1X 认证，请指定以下内容 : 

RADIUS 服务器

加密类型 : 除 TKIP 或 AES 之外，还可指定 auto，该选项将 TKIP 和 AES 指定
为加密类型。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 在客户端的组密钥更新之前所经过的时间。缺省情况下，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为 1800 秒 (30 分钟 )。取值范围为 30 到 4294967295 秒。
使用 disable CLI 关键字或在 WebUI 中指定零 (0) 来禁用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除了将 WPA 或 WPA2 指定为认证类型之外，还可指定 auto 选项，该选项允许将 
WPA 和 WPA2 用作认证类型。

以下范例对名为 hr 的 SSID 使用了以下参数 : 

WPA (auto option)

RADIUS server named rs1

Rekey interval of 3600 seconds

Encryption type of AES

WebUI

Wireless > SSID > ( 选择 hr SSID):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OK: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PA Auto Pre-shared Key
Auth Server: rs1 ( 如果尚未存在，则单击 Create new Auth Server 来定义 RADIUS 

服务器 )
Rekey Interval: 3600
Encryption Type: AES

CLI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wpa-auto rekey-interval 3600 encryption aes auth-server 
rs1

为 WPA 和 WPA2 配置预共享密钥认证

要为 WPA 和 WPA2 配置预共享密钥认证，请指定以下内容 : 

预共享密钥

十六进制格式 : 以原始格式指定密钥，即 256 位 (64 个字符 ) 十六进制值。

ASCII 密码短语 : 指定一个用于访问 SSID 的密码短语，由 8 到 63 个 ASCII 
字符组成。

加密类型 : 除 TKIP 或 AES 之外，还可指定 auto，该选项将 TKIP 和 AES 指定
为加密类型。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 在客户端的组密钥更新之前所经过的时间。缺省情况下，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为 1800 秒 (30 分钟 )。取值范围为 30 到 4294967295 秒。
使用 disable CLI 关键字或在 WebUI 中指定零 (0) 来禁用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为 SSID 配置认证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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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 WPA 或 WPA2 指定为认证类型之外，还可指定 auto 选项，该选项允许将 
WPA 和 WPA2 用作认证类型。

以下范例对名为 hr 的 SSID 使用了以下参数 : 

WPA2

Preshared key using ASCII passphrase of $FKwinnisJamesTown8fg4

Rekey interval of 3600 seconds

Encryption type of TKIP

WebUI

Wireless > SSID > ( 选择 hr SSID):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OK: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PA2 Pre-shared Key
Key by Password: $FKwinnisJamesTown8fg4 ( 在 Confirm Key by Password 字段中

再次提供密码短语 )
Rekey Interval: 3600
Encryption Type: TKIP

CLI

set ssid hr authentication wpa2-psk passphrase $FKwinnisJamesTown8fg4 
encryption tkip rekey-interval 3600

指定天线用法

无线安全设备允许您选择一个特定天线或启用天线分集。选择分集后，将使用天线 
A 或天线 B 中信号较强的那个天线。缺省设置为分集。分集设置适用于大多数情
况。要使用外部单向天线，可指定天线 A 或天线 B。对于某些安全设备，天线 A 
是 靠近电源插座的天线。天线 A 和天线 B 已在某些安全设备上予以标注。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硬件手册。

要更改天线设置，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从 Antenna Diversity 列表中选择天线设置，然后
单击 OK。

CLI

要为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选择天线 A，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ntenna a

要为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选择天线 A，请
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antenn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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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国家 / 地区代码、通道和频率

用于通道分配的调节域已被预设为 FCC ( 美国 )、TELEC ( 日本 )、ETSI ( 欧洲 ) 或 
WORLD ( 所有国家 / 地区 )。ETSI 调节域仅可供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
备使用。无法更改预设调节域。如果调节域被预设为 FCC 或 TELEC，则不能选择
国家 / 地区。如果调节域为 WORLD 或 ETSI，则必须选择一个国家 / 地区。如果未
为预设为 WORLD 或 ETSI 的设备设置国家 / 地区，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并且无
线功能将失效。

无线安全设备对同一无线电收发器中的所有 SSID 都使用相同的通道和频率。该设
备会根据所输入的国家 / 地区代码自动选择相应的通道 ( 除非手动选择一个特定通
道 )。正在使用的通道在 WebUI 中的通道列表中显示。如果将设置保留为 auto，
则设备可自己选择通道。

有关可用国家 /地区代码、通道和频率的列表，请参阅第 A-I 页上的“无线信息”。

要配置国家 / 地区代码和通道，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国家 / 地区代码、通道和频
率，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wlan country-code country_abbreviation
set wlan { 0 | 1 } channel { auto | 1 | 2 | 3 | ... }

使用扩展通道

如果安全设备位于允许使用通道 12 和 13 的调节域，则可启用 2.4 GHz 无线电收
发器来使用它们。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选中 Extended Channel Mode 复选框。

CLI

对于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extended-channel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extended-channel
设置国家 / 地区代码、通道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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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站点勘测

可对广播周围进行扫描以查看附近是否有其它任何在广播的接入点。运行站点勘测
使您可以查看该区域内是否有任何恶意接入点。站点勘测将检测其区域内是否存在
任何发射信标的接入点，并对于检测到的每个接入点都会记录以下详细信息 : 

服务集标识符 (SSID)

MAC 地址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 (RSSI)

RSSI 数以分贝 (dB) 为单位测量，用来指示信噪比 (SNR)。SNR 是用信号电平
除以噪声电平，计算得出的值代表信号强度。

广播通道

除了在 初执行站点勘测之外，您可能还希望不定期地执行勘测以确保区域中不会
出现恶意接入点。要执行站点勘测 : 

WebUI

WIreless > Statistics > Site Survey

CLI

exec wlan site-survey

查找可用通道

使用 CLI，可以为用于传输的设备查找 佳无线电通道。如果不想使用自动选择通
道的缺省设置而是想查找干扰 低的通道，请使用此命令。

要查找可用的 佳通道，请使用以下命令 : 

exec wlan find-channel

注意 : 根据网络情况， 多可能需要 60 秒来完成站点勘测和中断无线网络信息流。

注意 : WebUI 中未提供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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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通过访问控制列表 (ACL)，您可对哪些无线客户端有权访问网络进行控制。ACL 用
客户端的 MAC 地址来标识客户端，并指定无线设备是允许还是拒绝对每个地址的
访问。ACL 可在以下三种访问模式之一下运行 : 

Disabled: 无线设备不过滤任何 MAC 地址。此为缺省模式。

Enabled: 无线设备允许访问除标有 Deny 操作的客户端之外的所有客户端。

Strict: 无线设备拒绝访问除标有 Allow 操作的客户端之外的所有客户端。

多可以定义 64 个拒绝的客户端和 64 个允许的客户端。

要将 MAC 地址添加到 ACL，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MAC Access Li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Access Mode: ( 从列表中选择三种模式之一 )
Input a new MAC address: ( 键入无线客户端的 MAC 地址 )
Control Status: ( 选择 Allow 或 Deny)

在 WebUI 中，也可以从 Select a learned MAC address 列表中选择一个 MAC 地址。
当某个无线客户端与该无线设备建立关联时，相应条目将显示在此列表中。此列表
是所有当前已关联的无线客户端的动态显示，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个 SSID。

CLI

set wlan acl mode { disable | enable | strict }
set wlan acl mac_addr { deny | allow }

注意 : ACL 设置以全局方式应用于所有 SSID。

注意 : 还可以通过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页面上的 MAC Address Access Control 列
表设置访问模式。
设置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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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uper G

在使用具备 Super GÆ 功能的 Atheros Communications 芯片集的无线设备中，可
以启用 Super G，该技术可利用以下方法将 802.11a 和 802.11g 客户端的用户数据
吞吐率提高到 4 Mbps: 

猝发 : 使设备可以在一次猝发中传输多个帧而不是在传输每个帧之后都暂停
一段时间。

快速帧 : 通过允许帧大小超出标准来允许每个帧传输更多信息。

压缩 : 链路级硬件压缩由内置的数据压缩引擎执行。

缺省情况下，此功能禁用。

如果无线客户端不支持 Super G 而安全设备启用了 Super G，则这些无线客户端仍
可连接到无线网络，但 Super G 功能不可用。

要启用 Super G，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选中 Super-G 复选框 ( 如果安全设备具有一个以
上无线电收发装置，请针对所需无线电收发装置进行选择 )。

CLI

要对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启用 Super G，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super-g

要对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启用 Super G，
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super-g

配置 Atheros XR (Extended Range)

您可以启用 Atheros Communications eXtended Range (XR) 技术。XR 处理由 IEEE 
802.11a 和 802.11g 标准定义的 802.11 信号，以使无线网络比往常具有更少的“死
点”和更大的量程。XR 可更有效地处理较弱信号并且实现了更大的覆盖范围。XR 
以较低的数据传输速率来提供增大的覆盖范围。

只有每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第一个活动 SSID 才支持 XR。当启用 XR 后，每个无线
电收发装置的第一个活动 SSID 就会使用 XR 功能。

要启用 XR，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选中 XR Support 复选框 ( 如果安全设备具有一个
以上无线电收发装置，请针对所需无线电收发装置进行选择 )。

注意 : 有关 Atheros Communications Super G 芯片集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ther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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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要对只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启用 XR，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xr

要对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启用 XR，请输
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1 xr

配置 Wi-Fi 多媒体服务质量

Wi-Fi™ 多媒体 (WMM) 服务质量 (QoS) 功能使您可以调整音频、视频和语音应用程
序的传输优先级以适应每个应用程序的不同等待时间和吞吐量要求，从而提高无线
网络性能。缺省情况下，WMM 禁用。

WMM 基于 802.11e 中所定义的“增强分散式通道存取”(EDCA)。有关 WMM 的详
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fi.org。

并非所有安全设备都可使用此功能。

启用 WMM
可对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 (WLAN 0) 或 5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 (WLAN 1) 启用 
WMM。

要启用 WMM，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WMM Settings: 选择所需无线电收发装置的 Enable 单选按钮，然
后单击 Apply。

CLI

set wlan [ 0 | 1 ] wmm enable

配置 WMM 服务质量
启用 WMM 后，可配置 WMM 参数以适应网络要求。可将 WMM 配置为从每个连
接末端开始运行 : 接入点 (ap) 和 站 (sta)。

ap 是安全设备的 WMM 配置。

sta 是客户端的 WMM 配置。客户端在内部根据四个 AC 将信息流排队，然后在
基于所设置的参数检测到传输机会时再发送数据包。

仅在安全设备或客户端 ( 站 ) 发送数据包时才使用 WMM 设置。
配置 Wi-Fi 多媒体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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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类别

基于“互联网工程工作小组”(IETF) 的“差异服务代码点”(DSCP) 报头，安全设
备和客户端将信息流划分到四种访问类别 (AC) 之一中 : 

Best effort ( 尽力服务 ) (0) - 无法处理 QoS 级别的信息流以及对等待时间不太敏
感但可被长时间延迟影响的信息流。

Background priority ( 后台优先级 ) (1) - 低优先级信息流

Video ( 视频 ) (2) - 视频信息流的优先级要高于其它数据信息流

Voice ( 语音 ) (3) - 语音信息流的优先级 高

表 3 列出了访问类别和“服务类型”(TOS) 之间的映射关系。

表 3:  访问类别和 TOS 的映射关系

虽然特定优先级和设置与每个 AC 相关联，但可通过 WebUI 或 CLI 覆盖这些设置。

WMM 缺省设置

以下术语描述了可配置的 WMM 参数并且在表 4 和表 5 中作为列标题显示，这两
个表格列出了接入点 ( 安全设备 ) 和站 ( 客户端 ) 配置的缺省设置 : 

aifs

“独有帧间间隔数”(AIFSN) 用于指定在一个 SIFS 期间过后，某 AC 所对应的
安全设备和客户端在传输或执行退避之前检查媒质是否空闲所用的时隙数。

logcwmin 和 logcwmax

WMM 定义了一个等同于随机退避时段的“竞争窗口”(CW)。

CWmin 参数用于指定某特定 AC 所对应的安全设备和客户端为退避生成随机
数所使用的竞争窗口 小时隙数。如果 logcwmin 为 x，则 CWmin 为 2x-1。

CWmax 参数用于指定某特定 AC 所对应的安全设备和客户端为退避生成随机
数所使用的竞争窗口 大时隙数。如果 logcwmax 为 x，则 CWmax 为 2x-1。

ScreenOS 不支持无竞争访问或计划访问。

访问类别 TOS 值

Voice 0xC0、0xB8、0xE0

Video 0x80、0xA0、0x88

Best effort 0x00、0x60 或其它

Background 0x40、0x20

注意 : 不支持 802.1d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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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oplimit

“传输机会”用于指定安全设备和客户端可发起传输的 长时间。如果将 
txoplimit 设置为 x，则 长时间为 32*x 微秒。

ackpolicy

可为接入点启用或禁用确认策略。此参数不适用于客户端。

表 4 列出了应用程序类型 WMM 中的安全设备在所有受支持无线模式下的缺省
值。缺省情况下，所有无线模式都禁用 ackpolicy。

表 4:  按 AC 排列的接入点 WMM 缺省值

AC 无线模式 aifs logcwmin logcwmax txoplimit

Best Effort (0) 802.11a 3 4 6 0

802.11a Turbo 2 3 5 0

802.11b 3 5 7 0

802.11g 3 4 6 0

802.11g Turbo 2 3 5 0

XR 0 3 3 0

Background (1) 802.11a 7 4 10 0

802.11a Turbo 7 3 10 0

802.11b 7 5 10 0

802.11g 7 4 10 0

802.11g Turbo 7 4 10 0

XR 0 3 3 0

Video (2) 802.11a 1 3 4 94

802.11a Turbo 1 2 3 94

802.11b 1 4 5 188

802.11g 1 3 4 94

802.11g Turbo 1 2 3 94

XR 0 3 3 0

Voice (3) 802.11a 1 2 3 47

802.11a Turbo 1 2 2 47

802.11b 1 3 4 102

802.11g 1 2 3 47

802.11g Turbo 1 2 2 47

XR 0 3 3 0
配置 Wi-Fi 多媒体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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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列出了在客户端 (sta) WMM 配置的所有受支持无线模式下的缺省值。

表 5:  按 AC 排列的站 WMM 缺省值

范例

在下例中，对 5 GHz 无线电收发器使用了 WMM 的站配置，并如下更改了语音信
息流 (A=0) 的设置 : 

logcwmin: 零 (0)

logcwmax: 15

aifs: 4

txoplimit: 10

AC 无线模式 aifs logcwmin logcwmax txoplimit

Best Effort 802.11a 3 4 10 0

802.11a Turbo 2 3 10 0

802.11b 3 5 10 0

802.11g 3 4 10 0

802.11g Turbo 2 3 10 0

XR 0 3 3 0

Background 802.11a 7 4 10 0

802.11a Turbo 7 3 10 0

802.11b 7 5 10 0

802.11g 7 4 10 0

802.11g Turbo 7 4 10 0

XR 0 3 3 0

Video 802.11a 2 3 4 94

802.11a Turbo 2 2 3 94

802.11b 2 4 5 188

802.11g 2 3 4 94

802.11g Turbo 2 2 3 94

XR 0 3 3 0

Voice 802.11a 2 2 3 47

802.11a Turbo 1 2 2 47

802.11b 2 3 4 102

802.11g 2 2 3 47

802.11g Turbo 1 2 2 47

XR 0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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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这些设置配置 WMM: 

WebUI

Wireless > WMM Settings: 输入所需设置，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wlan 1 wmm sta 0 logcwmin 0
set wlan 1 wmm sta logcwmax 15
set wlan 1 aifs 4 
set wlan 1 txoplimit 10
save

配置高级无线参数

本节包含有关高级无线参数的信息。您可能需要在某些类型的无线部署中稍作更改
以提高性能。

本节介绍了以下高级无线功能 : 

第 133 页上的“配置老化时间间隔”

第 133 页上的“配置信标时间间隔”

第 134 页上的“配置传送信息流指示消息周期”

第 134 页上的“配置猝发临界值”

第 134 页上的“配置分段临界值”

第 135 页上的“配置请求发送临界值”

第 135 页上的“配置清除发送模式”

第 136 页上的“配置清除发送速率”

第 136 页上的“配置清除发送类型”

第 136 页上的“配置时隙时间”

第 137 页上的“配置前导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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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 无线局域网
配置老化时间间隔
可指定在没有任何信息流发往或发自某无线客户端的情况下该客户端断开连接前所
经过的时间。此值可介于 60 秒到 1,000,000 秒之间。缺省值为 300 秒。要禁用老
化，请使用 set wlan advanced aging-interval disable 命令。

当老化时间间隔过去且客户端断开连接后，该客户端的 MAC 信息将从安全设备的 
MAC 表中删除。每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 MAC 表 多可包含 60 个客户端 MAC 地
址。由于在 MAC 表被占满时将会拒绝连接新客户端，因此设置老化时间间隔可以
将连接未被使用的现有客户端断开并及时将其 MAC 地址从 MAC 表中删除。

要将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老化时间间隔设置为 500 秒，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Aging Interval: 500 (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设备，指定 WLAN0 的老
化时间间隔 )

CLI

要更改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老化时间间隔，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aging-interval 500

要将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老化时间间
隔更改为 500 秒，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aging-interval 500

配置信标时间间隔
可配置发送信标的时间间隔。取值范围为 20 到 1,000 个时间单位 (1 个时间单位等
于 1024 µs)。缺省值为 100 个时间单位。

要将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的信标时间间隔设置为 200 个时间单位 (2048 µs)，请
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Beacon Interval: 200 (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设备，指定 WLAN0 的
信标时间间隔 )

CLI

要更改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信标时间间隔，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beacon-interval 200

要更改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信标时间
间隔，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beacon-interval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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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传送信息流指示消息周期
可设置在发送传送信息流指示消息 (DTIM) 之前要发送的信标数。增加 DTIM 周期
将减少发送到客户端的广播数量。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缺省值为 1 个信标时间
间隔。

要将 DTIM 周期设置为 2，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DTIM Period: 2 (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设备，指定 WLAN0 的 DTIM 
周期 )

CLI

要更改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DTIM 周期，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dtim-period 2

要更改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 DTIM 周
期，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dtim-period 2

配置猝发临界值
可设置一次猝发中的 多帧数。有效值范围介于 2 到 255 之间。缺省值为 3。并
非所有安全设备都可使用此功能。

要将猝发临界值更改为 5，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Burst Threshold: 5 

CLI

set wlan advanced burst-threshold 5

配置分段临界值
可设置某个帧在传输前要被分为多个帧所应遵守的 大长度限值。取值范围介于偶
数 256 到 2346 之间。缺省值为 2346。

要将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分段临界值设置为 500，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Fragment Threshold: 500 (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设备，指定 
WLAN0 的分段临界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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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要更改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分段临界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fragment-threshold 500

要设置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分段临界
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fragment-threshold 500

配置请求发送临界值
可设置使用“请求发送”(RTS) 方法发送某帧之前该帧应遵守的 大长度限值。取
值范围介于 256 到 2346 之间。缺省值为 2346。

要将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 RTS 临界值设置为 500，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RTS Threshold: 500 (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设备，指定 WLAN0 的 
RTS 临界值 )

CLI

要更改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RTS 临界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rts-threshold 500

要设置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的 RTS 临
界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rts-threshold 500

配置清除发送模式
“清除发送”(CTS) 保护可阻塞确认 (ACK) 数据包以减少运行 802.11 所需的某些开
销。缺省设置为 auto。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将检测客户端的 CTS 设置。还可以
选择 on 以始终使用 CTS 或选择 off 以始终禁用 CTS。

在修改安全设备的缺省行为时，可能还必须修改 CTS 速率和类型，详见“配置清
除发送速率”和“配置清除发送类型”。

要关闭 CTS 保护，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CTS Mode: Off 

CLI

set wlan advanced cts-mode off

注意 : 此功能在 802.11b 无线模式下无效且并非可供所有安全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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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清除发送速率
可以设置发送 CTS 帧的速率 ( 以 Mbps 为单位 )。此功能在 802.11b 无线模式下无效
且并非可供所有安全设备使用。有效值为 1、2、5.5 和 11 Mbps。缺省值为 11 Mbps。

要将 CTS 速率设置为 5.5，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CTS Rate: 5.5

CLI

set wlan advanced cts-rate 5.5

配置清除发送类型
ScreenOS 提供两种“清除发送”(CTS) 保护类型 : CTS-only 和 CTS-RTS。CTS 的用
途是减少两个无线客户端之间的冲突。CTS-only 选项 ( 缺省设置 ) 可强制安全设备
在转发任何数据之前先等待一个 CTS 帧。CTS-RTS ( 请求发送 ) 选项可强制安全设
备在转发数据之前先完成一次 RTS -CTS 握手。

并非所有安全设备都可使用此功能。

要将 CTS 类型设置为 CTS-only，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Return: 

CTS Type: CTS Only

CLI

set wlan advanced cts-type cts-only

配置时隙时间
如果将时隙时间设置为 long，则安全设备仅使用长时隙时间。缺省情况下，安全
设备使用短时隙时间。此功能仅在 802.11g 模式下使用。

要为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启用长时隙时间，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选中 Long Slot Time 复选框，然后单
击 Return。

CLI

要为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启用长时隙时间，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slot-time long

要为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启用长时隙时
间，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slot-tim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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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前导码长度
可将传输前导码从短型修改为长型。当设置为长型时，只使用长前导码。当启用短
型时，长短两种前导码都可使用。缺省设置为短型。此命令仅在设置 802.11b 和 
802.11g 模式下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时适用。

WebUI

Wireless > General Settings > Advanced: 选中 Long Transmit Preamble 复选
框，然后单击 Return。

CLI

要为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启用长前导码，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advanced long-preamble

要为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的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启用长前导
码，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wlan 0 advanced long-preamble

使用无线接口

本节将介绍以下可通过无线接口执行的任务。

将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
初启动安全设备时，存在数个无线接口，但它们并未与 SSID 关联。创建 SSID 

后，需要将接口绑定到该 SSID 才能激活接口。

对于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创建 SSID 后，必须将其绑定到一个已
绑定到特定安全区段的无线接口。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可将
无线接口绑定到某区段或放置在某个桥接组 (bgroup) 中。有关桥接组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38 页上的“创建无线桥接组”。

要将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Wireless > SSID > Edit ( 对于要绑定到接口的 SSID): 从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列表中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OK。

或

对于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执行以下操作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从 Bind to SSID 列表中选择 SSID，然后单
击 OK。

对于具有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执行以下操作 :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Edit: 从 Bind to SSID 列表中选择 SSID，然后单
击 OK。

CLI

set ssid name_str interfac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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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线接口绑定到无线电收发装置
在某些安全设备上，可指定某无线接口所使用的无线电收发装置。缺省情况下，无
线接口被绑定到两个无线电收发装置并且可在 802.11a、802.11b 或 802.11g 模式
下运行。

可以启用以下选项 : 

0，在 802.11b 和 802.11g 模式下只启用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

1，在 802.11a 模式下只启用 5 GHz 无线电收发器。

both，对接口同时启用两个无线电收发器 (2.4 GHz 和 5 GHz) (802.11a/b/g 模式
下 )。

例如，如果使用 set wlan mode 命令将 802.11b 指定为运行模式并且选择 0 选
项，则只有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可供用于绑定无线接口。

要指定 wireless0/0 接口使用 2.4 GHz 无线电收发装置，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List > Edit ( 对于无线接口 ): 从 Wlan 列表中选择 2.4G 
(802.11b/g)，然后单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wireless0/0 wlan 0

创建无线桥接组
有些安全设备支持桥接组 (bgroups)。bgroup 使网络用户可以在有线 / 无线信息流
之间进行切换而无需重新配置或重新启动其计算机。可配置运行同一个 bgroup 的
多个 SSID 或配置一个在与有线子网合一的子网中运行的 SSID。

在支持桥接组的无线安全设备上，桥接组分别标识为 bgroup0 到 bgroup3。

要将以太网接口和无线接口设置为同一 bgroup，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Edit ( 对于 bgroup) > Bind Port: 为接口选择 
Bind to Current Bgroup，然后单击 Apply。

CLI

要将以太网接口和无线接口设置为同一个桥接组接口，请执行以下命令 : 

set interface bgroup_name port wireless_interface
set interface bgroup_name port ethernet_interface

注意 : bgroup_name 可以是 bgroup0 到 bgroup3。
ethernet_interface 可以是 ethernet0/0 到 ethernet0/4。
wireless_interface 可以是 wireless0/0 到 wireles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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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无线接口
可从 WebUI 或 CLI 禁用特定无线接口。缺省情况下，将某接口绑定到 SSID 时，该
接口被激活。并非所有平台都可使用此功能。

要禁用无线接口，请使用以下步骤之一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List > Deactivate ( 对于要禁用的无线接口 )

CLI

set interface wlan_if_name shutdown

查看无线配置信息

可以查看无线配置和统计数据的详细信息。这些命令可从 CLI 获取，但 WebUI 并
未提供。

要查看 WLAN 配置，请输入以下命令 : 

device-> get wlan
AP software version: 5.0
AP bootrom version: 1..1
     Regulatory Domain is World,  Country Code is China
     ACL mode is disabled

WLAN Mode Antenna Channel Rate Power Super G
0 b/g Diversity AUTO 11 full Enabled
1 a a 116 (5580)54 full Disabled

要查看无线接口关联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interface wlan_if_name association [ mac_addr ]

要查看 WLAN 的“访问控制列表”(ACL)，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wlan acl

要查看 WLAN 接口的接口详细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interface wlan_if_name

配置范例

本节包含以下配置范例 : 

第 140 页上的“范例 1: 开放式认证和 WEP 加密”

第 140 页上的“范例 2: 使用密码短语和自动加密的 WPA-PSK 认证”

第 141 页上的“范例 3: 透明模式下的 WLAN”

第 145 页上的“范例 4: 多个差异化配置文件”
查看无线配置信息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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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 开放式认证和 WEP 加密
在本例中，将为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创建一个 BSS，其 SSID 名为 
openwep，然后将该 SSID 绑定到 wireless2 接口。该配置将 WEP 密钥 ID 设置为 
1，并使用一个 40 位的 ASCII 输入字符串。该配置允许任何人进行认证，但使用 
WEP 密钥对通信进行加密。

WebUI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openwep

>WEP Key: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Back to SSID Edit: 

Key ID: 1
Key Length: 40
Key String
  ASCII: ( 选择 ), abcde
Add: ( 选择 )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Open: ( 选择 )
WEP Encryption: ( 选择 ); Key Source: Local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2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单击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CLI

set ssid name openwep
set ssid openwep key-id 1 length 40 method ascii abcde
set ssid openwep authentication open encryption wep
set ssid openwep interface wireless2
exec wlan reactivate

范例 2: 使用密码短语和自动加密的 WPA-PSK 认证
在本例中，将为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创建一个名为 wpapsk 的 
SSID，然后将该 SSID 绑定到 wireless2 接口。该配置将用预共享密钥和自动加密
设置“Wi-Fi 网络安全存取”(WPA) 认证。要连接到 wireless2 接口以访问网络的无
线客户端在建立无线连接时必须使用 WPA 密码短语 i7BB92-5o23iJ。

WebUI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wpapsk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Methods

WPA Pre-shared Key: ( 选择 )
Key by Password: ( 选择 ), i7BB92-5o23iJ
Confirm key by Password: i7BB92-5o23iJ
Encryption Type: Auto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2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单击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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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ssid name wpapsk
set ssid wpapsk authentication wpa-psk passphrase i7BB92-5o23iJ encryption 

auto
set ssid wpapsk interface wireless2
exec wlan reactivate

范例 3: 透明模式下的 WLAN
在本例中，单个 WLAN 在“透明”模式下由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安全设备
保护。要增强管理信息流的安全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 

1. 将 WebUI 管理的 HTTP 端口号从 80 更改为 5555，将 CLI 管理的 Telnet 端口
号从 23 更改为 4646。

2. 使用 VLAN1 IP 地址 (1.1.1.1/24) 来管理 V1-Trust 安全区段中的安全设备。

3. 配置一条缺省路由，指向位于 1.1.1.250 处的外部路由器，以便安全设备能够
向其发送出站 VPN 信息流。(V1-Trust 区段中所有主机的缺省网关也是 
1.1.1.250。)

图 23:  透明模式下的 WLAN 设备

WebUI

1. VLAN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VLAN1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net ( 选择 )
Other Services: Ping ( 选择 )

2. 端口模式

Configuration > Port Mode: 在 Port Mode 下拉列表中选择 Trust-Untrust。

wireless1

wireless2

V1-Trust 接口 
ethernet1 0.0.0.0/0

外部路由器 
1.1.1.250

互联网

1.1.1.0/24 
地址空间

VLAN1 IP 
1.1.1.1/24

V1-Trust 区段 V1-Untrust 接口 
untrust 0.0.0.0/0

V1-Untrust 区段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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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 端口

Configuration > Admin > Management: 在 HTTP Port 字段中，键入 5555，然
后单击 Apply。

4.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wireles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wireless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V1-Trust
IP Address/Netmask: 0.0.0.0/0

5. 区段

V1-Trust、V1-Untrust 和 VLAN 区段的缺省虚拟路由器为 trust-vr。

6. SSID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xparent-wpa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Methods

WPA Pre-shared Key: ( 选择 )
Key by Password: ( 选择 ), 12345678
Confirm key by Password: 12345678
Encryption Type: TKIP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2

注意 : 缺省端口号为 80。建议将此号码改为 1024 和 32,767 之间的数字，以阻止对配
置的未授权访问。以后登录以管理设备时，请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输入以下地
址 : http://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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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xparent-share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EP Key: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Back to SSID Edit: 

Key ID: 1
Key Length: 40
Key String
  ASCII: ( 选择 ), abcde
Default Key: ( 选择 )
Add: ( 选择 )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EP Shared Key: ( 选择 )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1

7.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Destination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Address/Netmask: 0.0.0.0/0
Gateway: ( 选择 )

Interface: vlan1(trust-vr)
Gateway IP Address: 1.1.1.250
Metric: 1

8. 策略

Policies >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9. WLAN 配置激活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单击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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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VLAN1
set interface vlan1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web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vlan1 manage ping

2. 端口模式
exec port-mode trust-untrust

3. HTTP 端口
set admin telnet port 4646

4.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 0.0.0.0/0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v1-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 0.0.0.0/0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v1-untrust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ip 0.0.0.0/0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zone v1-trust
set interface wireless2 ip 0.0.0.0/0
set interface wireless2 zone v1-trust

5. 区段
set zone V1-Trust vrouter trust-vr
set zone V1-Untrust vrouter trust-vr
set zone VLAN vrouter trust-vr

6. SSID
set ssid name xparent-wpa
set ssid xparent-wpa authentication wpa-psk passphrase 12345678 encryption 

tkip
set ssid xparent-wpa interface wireless2
set ssid name xparent-share
set ssid xparent-share key-id 1 length 40 method asciitext abcde default
set ssid xparent-share authentication shared-key
set ssid xparent-share interface wireless1
exec wlan reactivate

7.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vlan1 gateway 1.1.1.250 metric 1

8. 策略
set policy from v1-trust to v1-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ave

注意 : Telnet 的缺省端口号为 23。建议将此号码改为 1024 和 32,767 之间的数字，以
阻止对配置的未授权访问。以后通过 Telnet 登录以管理设备时，输入以下地址 : 
1.1.1.1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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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4: 多个差异化配置文件
在本例中，将在 "Extended" 端口模式下为具有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的无线安全设
备创建四个 SSID，每个 SSID 都使用不同的名称和认证与加密方案。此模式提供以
下端口、接口和区段绑定 : 

图 24:  具有多个差异化配置文件的无线设备

在本例中，将执行以下操作 : 

1. 通过分配 SSID 名称、设置加密和认证方法以及将 SSID 绑定到无线接口来设置
“基本服务集”(BSS)。

2. 将每个无线接口设置为充当 DHCP 服务器，以便为每个 SSID 的无线客户端动
态分配地址。

3. 对 wireless1 接口启用无线设备管理。

4. 将无线设备配置为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 WPA 加密。

5. 为每个无线接口创建策略。

6. 重新激活 WLAN。

接口 安全区段 基本服务集名称

ethernet1 ( 端口 1 和 2) Trust NA

ethernet2 ( 端口 3 和 4) DMZ NA

ethernet3 (Untrust 端口 ) Untrust NA

wireless1 Wzone1 SSID: wzone1-wpa，使用 WPA 预共享密钥

wireless2 Trust SSID: trust-wpa，通过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
行 WPA 认证

wireless3 DMZ SSID: dmz-share，使用 WEP 共享密钥

wireless4 Wzone2 SSID: wzone2-open，使用 WEP 开放式 / 无
加密

Callouts
RESET4UNTRUSTED 3 2 1MODEMCONSOLE

DC POWER
9 - 12V     1A

   

互联网

wireless1 
WLAN

wireless4 
WLAN

wireless2 
WLAN4

Trust 区段

无线接入点

ethernet2

DMZ 区段

wireless3 
WLAN

RADIUS 
服务器

邮件服务器

ethernet3Untrust 区段

Web 服务器

Wzone1

LAN

Wzo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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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WebUI 或 CLI 配置此范例 : 

WebUI

1. 设置基本服务集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wzone1-wpa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Methods

WPA Pre-shared Key: ( 选择 )
Key by Password: ( 选择 ), 12345678
Confirm key by Password: 12345678
Encryption Type: Auto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1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trust-wpa

>WPA Based Authentication Methods

WPA: ( 选择 )
Encryption Type: Auto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2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dmz-share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WEP Key: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Back to SSID Edit: 
Key ID: 1
Key Length: 40
Key String
  ASCII: ( 选择 ), abcde
Add: ( 选择 )
WEP Shared Key: ( 选择 )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3

Wireless > SSID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SID: wzone2-open

>WEP Based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Methods

Open: ( 选择 )
No Encryption: ( 选择 )
Wireless Interface Binding: wireles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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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btain IP using DHCP: ( 选择 )
Automatic update DHCP server parameters: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wireles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IP Address/Netmask: 192.168.5.1/24

>Management Options

Management Services: WebUI, Telent, SSH, SNMP, SSL
Other Services: Ping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wireless1)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DHCP Server: ( 选择 )
DHCP Server Mode: Enable
Lease: Unlimited
DNS#1: 192.168.5.30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5.2
IP Address End: 192.168.5.22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wireless2)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DHCP Server: ( 选择 )
DHCP Server Mode: Enable
Lease: Unlimited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2.2
IP Address End: 192.168.2.2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wireless3): 在 IP Address/Netmask 字段中
输入 192.168.3.1/24，然后单击 OK。

注意 : 缺省情况下，wireless2 启用设备管理，缺省 IP 地址为 192.16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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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wireless3)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DHCP Server: ( 选择 )
DHCP Server Mode: Enable
Lease: Unlimited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3.2
IP Address End: 192.168.3.2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wireless4): 在 IP Address/Netmask 字段中
输入 192.168.4.1/24，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DHCP > Edit ( 对于 wireless4) > DHCP Server: 输入以下内容，然
后单击 OK: 

DHCP Server: ( 选择 )
DHCP Server Mode: Enable
Lease: Unlimited

> Addresse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ynamic: ( 选择 )
IP Address Start: 192.168.4.2
IP Address End: 192.168.4.22

3. RADIUS Auth 服务器

Configuration > Auth > Servers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ame: radius1
IP/Domain Name: 192.168.1.50
Backup1: 192.168.1.60
Backup2: 192.168.1.61
Timeout: 30
Account Type: 802.1X
RADIUS: ( 选择 )
Shared Secret: 456htYY97kl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Wzone1,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配置范例



第 4 章 : 无线局域网
Policies > (From: Wzone1,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Wzone2, To: Un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HTTP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DMZ)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MAIL
Action: Permit

5. WLAN 配置激活

Wireless > Activate Changes: 单击 Activate Changes 按钮。

CLI

1. 基本服务集
set ssid name wzone1-wpa
set ssid wzone1-wpa authentication wpa-psk passphrase 12345678 encryption 

auto
set ssid wzone1-wpa interface wireless1

set ssid name trust-wpa
set ssid trust-wpa authentication wpa encryption auto
set ssid trust-wpa interface wireless2

set ssid name dmz-share
set ssid dmz-share key-id 1 length 40 method ascii abcde
set ssid dmz-share authentication shared-key
set ssid dmz-share interface wireless3

set ssid name wzone2-open
set ssid wzone2-open authentication open encryption none
set ssid wzone2-open interface wireles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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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tings update-dhcp serv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 client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ip 192.168.5.1/24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route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ip manageable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service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enable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option gateway 192.168.5.1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option dns1 192.168.5.30
set interface wireless1 dhcp server ip 192.168.5.2 to 192.168.5.22

set interface wireless2 dhcp server ip 192.168.2.2 to 192.168.2.22

set interface wireless3 ip 192.168.3.1/24
set interface wireless3 dhcp server ip 192.168.3.2 to 192.168.3.22

set interface wireless4 ip 192.168.4.1/24
set interface wireless4 dhcp server ip 192.168.4.2 to 192.168.4.22

3. RADIUS Auth 服务器
set auth-server radius1 server-name 192.168.1.5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ype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ius1 account-type 802.1X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1 192.168.1.6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backup2 192.168.1.61
set auth-server radius1 timeout 30
set auth-server radius1 radius secret A56htYY97kl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wzone1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wzone1 to dmz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wzone2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http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dmz any any mail permit

5. WLAN 配置激活
exec wlan re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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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无线信息

此附录列出可能影响无线 LAN (WLAN) 部署的信息。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A-I 页上的“802.11a 通道号”

第 A-III 页上的“802.11b 和 802.11g 通道”

第 A-IV 页上的“Turbo 模式通道号”

802.11a 通道号

此部分只适用于具有两个无线电频段的安全设备。

调解域如下 : 

通信工程中心 (TELEC) - 日本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 美国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 欧洲

WORLD - 所有国家 / 地区

表 6 列出 802.11a 的国家 / 地区和通道号。 

表 6:  802.11a 通道号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调节域 通道

阿根廷 AR WORLD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澳大利亚 AU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奥地利 AT ETSI 36, 40, 44, 48

比利时 BE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保加利亚 BG ETSI 36, 40, 44, 48, 52, 56,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加拿大 CA FCC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智利 CL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哥伦比亚 CO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塞浦路斯 CY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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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CZ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丹麦 DK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爱沙尼亚 EE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芬兰 FI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法国 FR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德国 DE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希腊 GR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HK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匈牙利 HU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冰岛 IS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印度 IN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爱尔兰 IE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意大利 IT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日本 JP TELEC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拉脱维亚 LV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列支敦士登 LI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立陶宛 LT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卢森堡 LU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马耳他 MT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墨西哥 MX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摩纳哥 MC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荷兰 NL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新西兰 NZ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挪威 NO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巴拿马 PA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49, 153, 157, 161, 165

秘鲁 PE WORLD 149, 153, 157, 161, 165

菲律宾 PH WORLD 149, 153, 157, 161, 165

波兰 PL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葡萄牙 PT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调节域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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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b 和 802.11g 通道

除了下面所列的国家 / 地区外，在 表 6 和 表 7 中列出的所有支持的国家 / 地区支
持 802.11b 和 802.11g 的通道 1 至 13。下面所列的国家 / 地区支持 802.11b 和 
802.11g 的通道 1 至 11。

加拿大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拿马

波多黎各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沙特阿拉伯 SA WORLD 不可用

斯洛伐克 SK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斯洛文尼亚 SI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南非 ZA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西班牙 ES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瑞典 SE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瑞士 CH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泰国 TH WORLD 不可用

土耳其 TR WORL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乌克兰 UA WORLD 不可用

英国 GB ETS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美国 US FCC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委内瑞拉 VE WORLD 149, 153, 157, 161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调节域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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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
Turbo 模式通道号

表 7 列出 802.11a Turbo 和 802.11g Turbo 模式的通道。802.11a Turbo 栏只适用于
具有两个无线电频段的无线安全设备。802.11g Turbo 栏适用于具有一个或两个无
线电频段的安全设备。

表 7:  802.11a Turbo 和 802.11g Turbo 模式的通道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802.11a Turbo 802.11g Turbo

阿尔巴尼亚 AL 不可用 6 

阿尔及利亚 DZ 不可用 6 

阿根廷 AR 不可用 不可用

亚美尼亚 AM 不可用 6 

澳大利亚 AU 42, 50, 58, 152, 160 6

奥地利 AT 不可用 6

阿塞拜疆 AZ 不可用 6 

巴林 BH 不可用 6 

白俄罗斯 BY 不可用 6 

比利时 BE 不可用 6

伯利兹 BZ 不可用 6 

玻利维亚 BO 不可用 6 

巴西 BR 不可用 6 

文莱达鲁萨兰 BN 不可用 6 

保加利亚 BG 不可用 6

加拿大 CA 42, 50, 58 6

智利 CL 42, 50, 58, 152, 160 不可用

哥伦比亚 CO 不可用 6

哥斯达黎加 CR 不可用 6 

克罗地亚 HR 不可用 6 

塞浦路斯 CY 不可用 6

捷克 CZ 不可用 6

丹麦 DK 不可用 6

多米尼加 DO 不可用 6 

厄瓜多尔 EC 不可用 6 

埃及 EG 不可用 6 

萨尔瓦多 SV 不可用 6 

爱沙尼亚 EE 不可用 6

芬兰 FI 不可用 6

法国 FR 不可用 6

France_Res F2 不可用 6 

格鲁吉亚 GE 不可用 6 

德国 DE 不可用 6

希腊 GR 不可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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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 GT 不可用 6 

洪都拉斯 HN 不可用 6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HK 42, 50, 58, 152, 160 6

匈牙利 HU 不可用 6

冰岛 IS 不可用 6

印度 IN 不可用 6

印度尼西亚 ID 不可用 6 

伊朗 IR 不可用 6 

爱尔兰 IE 不可用 6

以色列 IL 不可用 6 

意大利 IT 不可用 6

日本 JP 不可用 不可用

日本 1 J1 不可用 不可用

日本 2 J2 不可用 不可用

日本 3 J3 不可用 不可用

日本 4 J4 不可用 不可用

日本 5 J5 不可用 不可用

约旦 JO 不可用 6 

哈萨克斯坦 KZ 不可用 6 

朝鲜 KP 不可用 6 

韩国 2 K2 不可用 6 

科威特 KW 不可用 6 

拉脱维亚 LV 不可用 6

黎巴嫩 LB 不可用 6 

列支敦士登 LI 不可用 6

立陶宛 LT 不可用 6

卢森堡 LU 不可用 6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MO 不可用 6 

马其顿 MK 不可用 6 

马来西亚 MY 不可用 6 

马耳他 MT 不可用 6

墨西哥 MX 42, 50, 58, 152, 160 6

摩纳哥 MC 不可用 6

摩洛哥 MA 不可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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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NZ 不可用 6

挪威 NO 不可用 6

阿曼 OM 不可用 6 

巴基斯坦 PK 不可用 6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802.11a Turbo 802.11g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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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
巴拿马 PA 42, 50, 58, 152, 160 6

秘鲁 PE 不可用 6

菲律宾 PH 不可用 6

波兰 PL 不可用 6

葡萄牙 PT 不可用 6

波多黎各 PR 不可用 6 

卡塔尔 QA 不可用 6 

罗马尼亚 RO 不可用 6 

俄罗斯 RU 不可用 6 

沙特阿拉伯 SA 不可用 6

斯洛伐克 SK 不可用 6

斯洛文尼亚 SI 不可用 6

南非 ZA 不可用 6

西班牙 ES 不可用 6

瑞典 SE 不可用 6

瑞士 CH 不可用 6

叙利亚 SY 不可用 6 

泰国 TH 不可用 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T 不可用 6 

突尼斯 TN 不可用 6 

土耳其 TR 不可用 6

乌克兰 UA 不可用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E 不可用 6 

英国 GB 不可用 6

美国 US 42, 50, 58 6

乌拉圭 UY 不可用 6 

乌兹别克斯坦 UZ 不可用 6 

委内瑞拉 VE 不可用 6

越南 VN 不可用 6 

也门 YE 不可用 6 

津巴布韦 ZW 不可用 6 

国家 / 地区 国家 / 地区代码 802.11a Turbo 802.11g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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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13 卷: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是为掌握 GPRS 技术的高深知识的 GPRS 网络运营商而
准备的。

本卷介绍 ScreenOS 中的 GTP 功能，并演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
置 GTP 功能。其中包括以下几章 : 

第 1 章，“GPRS”介绍 ScreenOS 中的“GPRS 通道协议”(GTP) 功能，并演
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配置 GTP 功能。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vi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vi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vii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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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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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文档约定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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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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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GPRS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网络连接多个外部网络，包括漫游伙伴网络、企业客
户网络、“GPRS 漫游交换” (GRX) 提供商网络以及公共互联网。GPRS 网络运营商
在提供和控制对此类外部网络的访问和从这些网络进行的访问时，面临着保护自己
的网络的挑战。 Juniper Networks 对困扰 GPRS 网络运营商的许多安全问题提供了
解决方案。

在 GPRS 体系结构中，对运营商网络构成安全威胁的基本原因是 “GPRS 通道协
议” (GTP) 中缺少固有的安全性。 GTP 是在 “GPRS 支持节点” (GSN) 之间使用的
协议。不同 GPRS 网络之间的通信并不安全，因为 GTP 不提供任何认证、数据完
整性或机密性保护。如果为漫游伙伴之间的连接实施“互联网协议安全” (IPSec)、
设置信息流传输速率限制以及使用状态式检查，便可消除 GTP 的多数安全风险。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缓解了对 Gp、 Gn 和 Gi 接口的大范围攻击。 ScreenOS 
中的 GTP 防火墙功能解决了移动运营商网络中的关键安全性问题。

本章介绍 ScreenOS 支持的 GTP 功能，并说明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
配置这些功能。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 “作为 GPRS 通道协议防火墙的安全设备”

第 4 页上的 “基于策略的 GPRS 通道协议”

第 6 页上的 “GPRS 通道协议检查对象”

第 7 页上的 “GTP 消息过滤”

第 13 页上的 “GTP 信息元素”

第 24 页上的 “SGSN 及 GGSN 重定向”

第 24 页上的 “超额计费攻击防护”

第 29 页上的 “GTP 信息流监控”

注意 : 只有 ISG 2000 设备支持 GTP 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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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 GPRS 通道协议防火墙的安全设备

GPRS 通道协议 (GTP) 用于在“服务 GPRS 支持节点” (SGSN) 和“网关 GPRS 支持
节点”(GGSN) 间为各个移动站 (MS) 建立 GTP 通道。GTP 通道是 GSN 之间的通道，
两个主机可通过该通道交换数据。 SGSN 从 MS 接收数据包，并在 GTP 包头中对其
进行封装，然后才通过 GTP 通道将其转发到 GGSN。 GGSN 接收这些数据包时，先
将它们解封，然后转发到外部主机。

Juniper Networks GTP 授权的安全设备为以下类型的 GPRS 接口提供防火墙保护 : 

Gn - Gn 接口是 “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中 SGSN 与 GGSN 之间的连接。

Gp - Gp 接口是两个 “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之间的连接。

Gi - Gi 接口是 GGSN 和互联网或连接到 PLMN 的目标网络之间的连接。

Gp 接口和 Gn 接口
在 Gn 接口上实施安全设备以保护核心网络资产，如 SGSN 和 GGSN。要在 Gn 接口
上保护 GTP 通道，可在公用的 PLMN 中，在 SGSN 和 GGSN 之间放置安全设备。

对 Gp 接口实施安全设备后，可保护 PLMN 不受其它 PLMN 的攻击。要在 Gp 接口
上保护 GTP 通道，可将 PLMN 的 SGSN 和 GGSN 放在安全设备后面，使所有的内
向和外向信息流通过该防火墙。

图 2 说明了布置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以保护 Gp 和 Gn 接口上的 PLMN。

图 2:  Gp 接口和 Gn 接口

Gi 接口
在 Gi 接口上实施安全设备后，可同时控制多个网络的信息流、保护 PLMN 不受互
联网和外部网络的攻击并保护移动用户不受互联网和其它网络的攻击。 ScreenOS 
提供大量的虚拟路由器，这使每个客户网络都可以使用一个虚拟路由器，从而允许
分离每个客户网络的信息流。

注意 : 术语接口在 ScreenOS 和 GPRS 技术中有不同的含义。在 ScreenOS 中，接口类似
于安全区段的开口，允许信息流进出该区段。在 GPRS 中，接口是 GPRS 基础结
构的两个组件 ( 例如，SGSN 和 GGSN) 之间的连接或参考点。

无线电塔

Gn 接口 Gn 接口

无线电塔

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

GGSN GGSN
PLMN 1 PLMN 2

MS MS

SGSN SGSN
Gp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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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GPRS
安全设备使用 IPSec 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的 “第 2 层通道协议” (L2TP) 可将数
据包安全地转发到互联网或目标网络。 ( 但请注意，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不
支持完整的 L2TP。 )

有关虚拟路由器的特性和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图 3 说明了实施安全设备以保护 Gi 接口上的 PLMN。

图 3:  Gi 接口

操作模式
ScreenOS 通过 GTP 支持两种接口操作模式 : “透明”模式和 “路由”模式。如果
要在网络的路由基础结构中加入安全设备，可在路由模式下运行该设备。这需要一
定量的重新设计网络的工作。或者，可以在 “透明”模式下将安全设备实施到现
有网络中，而无需重新配置整个网络。在透明模式下，安全设备充当第 2 层交换
机或桥接器，而且接口的 IP 地址被设置为 0.0.0.0，使得安全设备对于用户而言是
不可见或透明的。

对于未启用 GTP 检查的接口和策略， ScreenOS 支持 “网络地址转换” (NAT)。

当前在 ScreenOS 中，“透明”模式仅支持主动 - 被动高可用性 (HA)，这一点与
“路由”模式不同，“路由”模式既支持主动 - 被动 HA，也支持主动 - 主动 HA。

有关操作模式和高可用性的详细信息，请分别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和第 11 卷 : 高
可用性。

虚拟系统支持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完全支持虚拟系统 (vsys) 中的 GTP 功能。但为避免浪费
资源，建议所使用的 vsys 不超过 10 个。

MS

无线
电塔

企业
网络 A

企业
网络 B

安全
设备

Gi 接口

PLMN 1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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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 GPRS 通道协议

在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保护的 PLMN 处于 Trust 区段。安全设备保护 Trust 区段
中的 PLMN，使其不受其它区段中的其它 PLMN 攻击。可以将所有 PLMN 放置在 
Untrust 区段中，使正在保护的 PLMN 不受其攻击，或者可以为每个 PLMN 创建用
户定义的区段。一个 PLMN 可占用一个安全区段或多个安全区段。

必须创建策略以使信息流能在区段和 PLMN 之间流动。策略含有允许、拒绝或设
置信息流的规则。安全设备执行 GTP 策略过滤，方法为按管理 GTP 信息流的策略
检查每个 GTP 数据包，然后根据这些策略对数据包进行转发、丢弃或设置通道。

通过在策略中选择 GTP 服务，可以使安全设备允许、拒绝或设置 GTP 信息流。但
这不会使该设备检查 GTP 信息流。为使安全设备检查 GTP 信息流，必须对策略应
用 GTP 配置，也称作 GTP 检查对象。

在对策略应用 GTP 配置之前，必须首先创建 “GTP 检查对象” ( 请参阅第 6 页上
的 “GPRS 通道协议检查对象” )。对每个策略仅能应用一个 “GTP 检查对象”，
但可对多个策略应用“GTP 检查对象”。使用策略，可以允许或拒绝从特定对等方 
( 如 SGSN) 建立 GTP 通道。

配置策略时，可指定 "Any" 作为源区段或目标区段 ( 从而包括区段中的全部主机 )，
并可指定多个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可以在策略中启用诸如信息流记录和信息流计数等功能。有关策略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范例 : 配置策略时启用 GTP 检查
在本例中，配置接口并创建地址和两个策略，以允许同一 PLMN 内两个网络之间
的双向信息流。也可以对策略应用 “GTP 检查对象”。

WebUI

1. GTP 检查对象

Objects > GT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GTP Name: GPRS1

2.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0.1.1.1/2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Zone Name: Untrust
IP Address/Netmask: 1.1.1.1/24
基于策略的 GPRS 通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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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local-GGS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1.1.0/24
Zone: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ddress Name: remote-SGSN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2.2.5/32
Zone: Untrust

4.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ocal-GGS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SGSN

Service: GTP
GTP Inspection Object: GPRS1 ( 选择 )
Action: Permit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remote-SGS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local-GGSN

Service: GTP
GTP Inspection Object: GPRS1 ( 选择 )
Action: Permit

CLI

1. GTP 检查对象
set gtp configuration gprs1
(gtp:gprs1)-> exit
save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1.1.1.1/24

3.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ocal-ggsn 10.1.1.0/32
set address untrust remote-sgsn 2.2.2.5/32
基于策略的 GPRS 通道协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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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ocal-ggsn remote-sgsn gtp permit
系统返回策略 ID，例如 : policy id = 4。

set policy id 4 gtp gprs1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emote-sgsn local-ggsn gtp permit

系统返回策略 ID，例如 : policy id = 5。

set policy id 5 gtp gprs1
save

GPRS 通道协议检查对象

要使安全设备执行 GPRS 通道协议 (GTP) 信息流检查，必须创建 GTP 检查对象然后
将其应用到策略。“GTP 检查对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借助它们可配置多个
策略以执行不同的 GTP 配置。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根据源区段和目标区段及地址、
活动等按不同方式控制 GTP 信息流。

要配置 GTP 功能，必须进入 GTP 配置环境。要在 CLI 中保存设置，必须先退出 
GTP 配置，然后输入 save 命令。

范例 : 创建 GTP 检查对象
在本例中，将创建名为 LA-NY 的 GTP 检查对象。保留多数缺省值，但启用 “序列
号验证”和 “GTP-in-GTP 拒绝”功能。

WebUI

Objects > GTP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GTP Name: LA-NY
Sequence Number Validation: ( 选择 )
GTP-in-GTP Denied: ( 选择 )

CLI

set gtp configuration la-ny
(gtp:la-ny)-> set seq-number-validated
(gtp:la-ny)-> set gtp-in-gtp-denied
(gtp:la-ny)-> exit
save
GPRS 通道协议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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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消息过滤

安全设备接收 GTP 数据包时，它根据在该设备上配置的策略检查数据包。如果数
据包与策略匹配，设备将根据应用到策略的 GTP 配置检查该数据包。如果该数据
包不符合任何 GTP 配置参数，则设备将丢弃该数据包。

本节介绍组成 GTP 配置的功能，安全设备通过这些功能执行 GTP 信息流检查。本
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

第 8 页上的 “消息长度过滤”

第 8 页上的 “消息类型过滤”

第 10 页上的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第 11 页上的 “序列号验证”

第 12 页上的 “IP 分片”

第 12 页上的 “GTP-in-GTP 封包过滤”

第 12 页上的 “深入检查”

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
安全设备在每个数据包上执行 GTP 运行状况检查，以确定其是否为有效的 UDP 和 
GTP 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通过阻止 “GPRS 支持节点” (GSN) 资源尝试处理残缺
的 GTP 数据包，从而对其加以保护。

执行 GTP 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时，安全设备检查每个 GTP 数据包的包头以获取以
下信息 : 

GTP 版本号 - ScreenOS 支持版本 0 和 1 ( 包括 GTP 的版本 )。

预定义位的相应设置 - 根据 GTP 版本号来对具体预定义位进行检查。

协议类型 - 对于版本 1 ( 包括 GTP 的版本 )。

UDP/TCP 数据包长度。

如果该数据包不符合 UDP 标准和 GTP 标准，则安全设备将丢弃该数据包，从而防
止安全设备转发残缺的或伪造的信息流。安全设备自动执行 GTP 数据包运行状况
检查；无需配置此功能。

注意 : Juniper Networks 遵循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建立的 GTP 标准。有关这些标
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技术规范文档 : 

3GPP TS 09.60 v6.9.0 (2000-09)

3GPP TS 29.060 v3.8.0 (2001-03)

3GPP TS 32.015 v3.9.0 (2002-03)
GTP 消息过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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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长度过滤
可以将安全设备配置为丢弃不满足指定的 小或 大消息长度的数据包。在 GTP 
包头中，消息长度字段用八位位组指示 GTP 负荷的长度。该长度不包括 GTP 包头
本身、 UDP 包头或 IP 包头的长度。缺省的 小和 大 GTP 消息长度分别为 0 和 
1452。

范例 : 设置 GTP 消息长度

在本例中，针对 GPRS GTP 检查对象，将 小 GTP 消息长度配置为 8 个八位位组，
并将 大 GTP 消息长度配置为 1200 个八位位组。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Minimum Message Length: 8
Maximum Message Length: 1200

CLI

set gtp configuration gprs1
(gtp:gprs1)-> set min-message-length 8
(gtp:gprs1)-> set max-message-length 1200
(gtp:gprs1)-> exit
save

消息类型过滤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过滤 GTP 数据包，然后根据其消息类型允许或拒绝这些数据包。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允许所有 GTP 消息类型。

GTP 消息类型包括一条或多条消息。当允许或拒绝某种消息类型时，即自动允许或
拒绝该指定类型的全部消息。例如，如果选择丢弃 sgsn-context 消息类型，则会
丢弃 sgsn context request、 sgsn context response 以及 sgsn context 
acknowledge 消息。有关消息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上的 “支持的消息
类型”。

根据 GTP 版本号允许和拒绝消息类型。例如，对于一个版本，可以拒绝消息类型，
而对于其它版本，则可以允许这些类型。

范例 : 允许和拒绝消息类型

在本例中，对于 GPRS1 GTP 配置，将版本 1 的安全设备配置为既丢弃错误指示消
息类型，也丢弃故障报告消息类型。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Message Drop: 在 Version 1 列中选择以下内
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Management: 
Error Indication: ( 选择 )

Location Management: 
Failure Report Request/Response: ( 选择 )
GTP 消息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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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gtp configuration gprs1
(gtp:gprs1)-> set drop error-indication
(gtp:gprs1)-> set drop failure-report
(gtp:gprs1)-> exit
save

支持的消息类型

表 1 列出了在 GTP 版本 1997 和 1999 ( 包括 GTP 版本的计费消息 ) 中支持的
“GPRS 通道协议” (GTP) 消息以及可用于配置 GTP 消息类型过滤的消息类型。

表 1:  GPRS 通道协议 (GTP) 消息

消息 消息类型 版本 0 版本 1

create AA pdp context request create-aa-pdp b

create AA pdp context response create-aa-pdp b

create pdp context request create-pdp b b

cre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create-pdp b b

Data record request data-record b b

Data record response data-record b b

delete AA pdp context request delete-aa-pdp b

delete AA pdp context response delete-aa-pdp b

delete pdp context request delete-pdp b b

delete pdp context response delete-pdp b b

echo request echo b b

echo response echo b b

error indication error-indication b b

failure report request failure-report b b

failure report response failure-report b b

forward relocation request fwd-relocation b

forward relocation response fwd-relocation b

forward relocation complete fwd-relocation b

forward relocation complete 
acknowledge

fwd-relocation b

forward SRNS context fwd-srns-context b

forward SRNS context acknowledge fwd-srns-context b

identification request identification b b

identification response identification b b

node alive request node-alive b b

node alive response node-alive b b
GTP 消息过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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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限制转到 GSN 的网络信息流的传输速率。可以为 GTP- 控制 
(GTP-C) 消息设置单独的临界值，以每秒数据包数为单位。由于 GTP-C 消息需要处
理和回复，因此它们可能会耗尽 GSN。通过对 GTP-C 消息设置传输速率限制，可
以防止 GSN 受到可能的 “拒绝服务” (DoS) 攻击，如下所述 : 

边界网关带宽饱和度 : 所连 GRX 与您的 PLMN 相同的恶意运营商可生成大量的
网络信息流，此类信息流均直接通向您的 “边界网关”，使得合法的信息流缺
乏进出 PLMN 的足够带宽，因此会拒绝对您的网络或通过您的网络进行的漫游
访问。

GTP 泛滥 : GTP 信息流可能会耗尽 GSN，强迫它占用 CPU 周期处理非法数据。
这可防止用户漫游、转发数据到外部网络，并可防止 GPRS 连接到网络。

此功能限制从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发送到每个 GSN 的信息流的传输速率。缺
省传输速率为 unlimited。

note MS GPRS present request note-ms-present b b

note MS GPRS present response note-ms-present b b

pdu notification request pdu-notification b b

pdu notification response pdu-notification b b

pdu notification reject request pdu-notification b b

pdu notification reject response pdu-notification b b

RAN info relay ran-info b

redirection request redirection b b

redirection response redirection b b

relocation cancel request relocation-cancel b

relocation cancel response relocation-cancel b

send route info request send-route b b

send route info response send-route b b

sgsn context request sgsn-context b b

sgsn context response sgsn-context b b

sgsn context acknowledge sgsn-context b b

supported extension headers 
notification

supported-extension b

g-pdu gtp-pdu b b

update pdp context request update-pdp b b

updated pdp context response update-pdp b b

version not supported version-not-supported b b

消息 消息类型 版本 0 版本 1
GTP 消息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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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设置传输速率限制

在下例中，将内向 GTP-C 消息的传输速率限制为每秒 300 个数据包。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Control Plane Traffic Rate Limit: 300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limit rate 300
(gtp:gprs1)-> exit
save

序列号验证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执行序列号验证。

GTP 数据包包头含有 Sequence Number 字段。此序列号向接收 GTP 数据包的 
GGSN 指示数据包的顺序。在分组数据协议 (PDP) 环境激活阶段，发送端 GGSN 使
用零 (0) 作为通过通道向其它 GGSN 发送的第一个 G-PDU 的序列号值。发送端 
GGSN 为其随后发送的每个 G-PDU 增加序列号值。该值达到 65535 时重置为零。

在 PDP 环境激活阶段，接收端 GGSN 将其计数器设置为零。随后无论何时接收端 
GGSN 接收有效的 G-PDU，该 GGSN 均将其计数器增加一。计数器达到 65535 时
重置为零。

通常，接收端 GGSN 将所接收的数据包中的序列号与其计数器的序列号进行比较。
如果这两个号码对应， GGSN 将转发该数据包。如果它们不相同， GGSN 将丢弃该
数据包。通过在 GGSN 之间实施安全设备，该设备可以对 GGSN 执行此验证，并丢
弃序列外到达的数据包。此功能通过防止对无效数据包进行不必要的处理，从而有
助于保存 GGSN 资源。

范例 : 启用序列号验证

在本例中，将启用 “序列号验证”功能。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选择 Sequence Number Validation，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seq-number-validated
(gtp:gprs1)-> exit
save
GTP 消息过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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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分片
GTP 数据包包括消息正文和三个包头 : GTP、 UDP 和 IP。如果结果 IP 数据包大于
传输链接中的消息传输单位 (MTU)，发送端 SGSN 或 GGSN 将执行 IP 分片。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缓冲 IP 碎片，直到它接收完整的 GTP 消息，然后检查 GTP 
消息。

GTP-in-GTP 封包过滤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检测并丢弃在消息正文中含有其它 GTP 数据包的 GTP 数据包。

范例 : 启用 GTP-in-GTP 封包过滤

在本例中，启用安全设备检测并丢弃在消息正文中含有 GTP 数据包的 GTP 数据包。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选择 GTP-in-GTP Denied，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gtp-in-gtp-denied
(gtp:gprs1)-> exit
save

深入检查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在 G-PDU 数据消息中的通道端点 ID (TEID) 上执行深入检查 
(Deep Inspection)。

范例 : 在 TEID 上启用深入检查

在本例中，将启用安全设备在 TEID 上执行 G-PDU 数据消息的 DI。只可通过 CLI 
配置 DI。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teid-di
(gtp:gprs1)-> exit
save
GTP 消息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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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信息元素

信息元素 (IE) 包含在所有的 GTP 控制消息封包中。 IE 提供有关 GTP 通道的信息，
如创建、修改、删除和状态。 ScreenOS 支持与 3GPP 版本 6 一致的 IE。如果正在
运行较早的版本，或与运行 3GPP 早期版本的运营商签有合同，可以通过限制包含
不受支持 IE 的控制消息来减少网络开销。

本节介绍控制消息中包含的 IE，您可以根据 IE 配置要屏蔽的安全设备。本章包括
以下几个部分 : 

第 13 页上的 “接入点名称过滤”

第 14 页上的 “IMSI 前缀过滤”

第 15 页上的 “无线接入技术”

第 16 页上的 “路由区域标识和用户位置信息”

第 16 页上的 “APN 限制”

第 17 页上的 “IMEI-SV”

第 17 页上的 “协议和信令要求”

第 18 页上的 “IE 过滤的组合支持”

第 19 页上的 “支持的 R6 信息元素”

第 21 页上的 “3GPP R6 IE 移除”

接入点名称过滤
“接入点名称” (APN) 是包含在 GTP 数据包包头中的 IE，该数据包提供有关如何到
达网络的信息。 APN 包含两个元素 : 

网络 ID - 标识外部网络的名称，如 "mobiphone.com"

运营商 ID - 唯一标识运营商的 PLMN，如 "mnc123.mcc456"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允许所有的 APN。但可将设备配置为执行 APN 过滤，以限
制漫游用户访问外部网络。可 多配置 2,000 个 APN。

要启用 APN 过滤，必须指定一个或多个 APN。要指定 APN，需要知道网络的域名 
( 例如，mobiphone.com) 以及运营商 ID ( 可选 )。因为 APN 的域名 ( 网络 ID) 部分
可能会非常长并含有许多字符，所以可使用通配符 "*" 作为 APN 的第一个字符。
此通配符表明该 APN 不仅被限定为 mobiphone.com，而且还包含可能在其前面的
所有字符。

还必须为 APN 设置选择模式。选择模式指示 APN 的来源以及 “归属位置寄存器”
(HLR) 是否已验证用户预订。可根据网络的安全需要设置选择模式。可能的选择模
式包括如下内容 : 

移动站 - 移动站提供了 APN，未验证预订

该选择模式指示移动站 (MS) 提供了 APN 而且 HLR 未验证用户对网络的预订。
GTP 信息元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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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 网络提供了 APN，未验证预订

该选择模式指示网络提供了缺省 APN ( 因为 MS 未指定 APN)，而且 HLR 未验
证用户对网络的预订。

已验证 - MS 或网络提供了 APN，已验证预订

该选择模式指示 MS 或网络提供了 APN 而且 HLR 验证了用户对网络的预订。

APN 过滤仅适用于 create pdp request 消息。执行 APN 过滤时，安全设备检查 
GTP 数据包，以查找与设置的 APN 匹配的 APN。如果 GTP 数据包的 APN 与指定
的 APN 匹配，安全设备则验证选择模式并仅转发该 GTP 数据包 ( 如果 APN 和选择
模式均与指定的 APN 和选择模式匹配 )。由于 APN 过滤建立在完全匹配的基础
上，所以在设置 APN 后缀时使用 通配符 "*" 可防止无意排除要授权的 APN。安全
设备自动拒绝其它所有不匹配的 APN。

此外，安全设备可根据 “国际移动用户标识” (IMSI) 前缀和 APN 的组合过滤 GTP 
数据包。

范例 : 设置 APN 和选择模式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并使用通配符 
"*"。还将选择模式设置为网络。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APN+IMSI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
单击 OK: 

Access Point Name: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Selection Mode: Network ( 选择 )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apn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selection net
(gtp:gprs1)-> exit
save

IMSI 前缀过滤
“GPRS 支持节点” (GSN) 利用其 “国际移动站标识” (IMSI) 标识移动站 (MS)。
IMSI 包含三个元素 : 移动国家码 (MCC)、移动网络码 (MNC) 和移动用户识别码 
(MSIN)。 MCC 和 MNC 组合在一起构成了 IMSI 前缀，并标识移动用户的家用网络
或 “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通过设置 IMSI 前缀，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拒绝来自非漫游伙伴的 GTP 信息流。缺
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不对 GTP 数据包执行 IMSI 前缀过滤。通过设置 IMSI 前缀，
将安全设备配置为过滤 create pdp request 消息，并仅允许 IMSI 前缀与设置的前
缀相匹配的 GTP 数据包。安全设备允许 IMSI 前缀与设置的任何 IMSI 前缀都不匹
配的 GTP 数据包。要封锁其 IMSI 前缀的与任何 IMSI 前缀设置均不匹配的 GTP 数
据包，请使用 IMSI 过滤器的显式通配符，并执行以下操作 : drop 应为 后一个 
IMSI 前缀过滤策略。 多可以设置 1,000 个 IMSI 前缀。

当根据 IMSI 前缀过滤 GTP 数据包时，还必须指定 APN。请参阅 “范例 : 设置组合
了 IMSI 前缀和 APN 的过滤”。
GTP 信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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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设置组合了 IMSI 前缀和 APN 的过滤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并使用通配符 
"*"。允许此 APN 的所有选择模式。同时为已知的 PLMN (246565) 设置 IMSI 前
缀。 MCC-MNC 对可以是五位或六位。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APN+IMSI: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Point Name: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Mobile Country-Network Code: 246565
Selection Mode: Mobile Station, Network, Verified ( 选择 )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mcc-mnc 246565 apn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pass
(gtp:gprs1)-> exit
save

无线接入技术
“无线接入技术” (RAT) 信息元素提供增强 “宽带分码多址访问” (WCDMA) 的方
法，并通过记账信息系统执行报告。

先前，SGSN IP 地址用于区别第三代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3G) 系统与第二代无线移动
通信技术 (2G) 系统。但是，随着混合 2G/3G SGSN 的引入，必须配置 “RAT 信息
元素”来启用安全设备才能进行区别。设置 RAT IE 时，还必须指定 APN。请参阅
“范例 : 设置 RAT 和 APN 过滤”。

范例 : 设置 RAT 和 APN 过滤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并使用通配符 
"*"。允许此 APN 的所有选择模式。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 如果 RAT IE 的值与字符串
值 123 匹配，则丢弃 GTP 消息。

WebUI

当前只能从 “命令行界面” (CLI) 设置 RAT 和 APN 组合。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rat 123 apn *mobiphone.com drop
(gtp:gprs1)-> exit
save

注意 : 在 CLI 中选择变量 pass 相当于在 WebUI 中选择所有三个选择模式。使用此变量
允许来自指定 APN 的所有选择模式的信息流。
GTP 信息元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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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区域标识和用户位置信息
某些国家 / 地区限制用户访问某些类型的网络内容。要遵循这些法规的要求，网络
运营商必须能够在允许下载内容前对用户请求的内容进行控制。 ScreenOS 向网络
供应商提供了根据 “路由区域标识” (RAI) 和 “用户位置信息” (ULI) IE 来屏蔽内
容的功能。由于当前的 “3GPP 呼叫详细记录” (CDR) 格式和实时计费接口缺少这
些属性，记账和计费系统需要查询 SGSN IP 地址以确定漫游伙伴结算和 终用户计
费。 ScreenOS 向网络运营商提供了根据 RAI 和 ULI 来屏蔽控制消息的功能。设置 
RAI 或 ULI IE 时，还必须指定 APN。请参阅 “范例 : 设置 RAI 和 APN 过滤”和
“范例 : 设置 ULI 和 APN 过滤” 。

范例 : 设置 RAI 和 APN 过滤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并使用通配符 "*"。允许此 APN 的
所有选择模式。同时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 如果 RAI IE 与字符串值 12345* 匹配，则
丢弃 GTP 消息。

WebUI

当前只能从 “命令行界面” (CLI) 设置 RAI 和 APN 的组合。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rai 12345* *mobiphone.com drop
(gtp:gprs1)-> exit
save

范例 : 设置 ULI 和 APN 过滤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并使用通配符 "*"。允许此 APN 的
所有选择模式。同时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 如果 ULI IE 与字符串值 123456 匹配，则
丢弃 GTP 消息。

WebUI

当前只能从 “命令行界面” (CLI) 设置 ULI 和 APN 组合。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uli 123456 apn mobiphone.com drop
(gtp:gprs1)-> exit
save

APN 限制
多个并发优先分组数据协议 (PDP) 环境，以及一个可在这些接入点之间漫游的 
MS/UE 可使同时有私有 APN 和公共 APN 的企业用户的 IP 安全面临风险。如果 
GGSN 提出请求 ( 或不满足此条件被拒绝 )，则添加到 GTP create PDP context 响
应消息中的 APN 限制 IE 可确保 PDP 环境的互斥性，从而避免安全威胁。
GTP 信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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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I-SV
当用于此目的的代理服务器不存在时，“国际移动设备标识软件版本”(IMEI-SV) IE 
提供使内容适应终端类型和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方法。此 IE 在 GGSN、 AAA 和 / 或
“无线应用程序协议网关” (WAP GW) 所生成的报告中也非常有用。 GTP 感知安全
设备支持 GTP 属性的 RAT、RAI、ULI、APN 限制和 IMEI-SV，以避免当作不明确的
信息流进行处理或分类。不明确的信息流对 GPRS 信息流或 GPRS 漫游信息流非常
有害。这些属性都包含在用于封锁特定 GPRS 信息流和 / 或 GPRS 漫游信息流的有
用过滤属性组中。设置 IMEI-SV IE 时，还必须指定 APN。请参阅 “范例 : 设置 
IMEI-SV 和 APN 过滤”。

范例 : 设置 IMEI-SV 和 APN 过滤

在本例中，将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并使用通配符 "*"。允许此 APN 的
所有选择模式。同时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 如果 IMEI-SV IE 与字符串值 87652 匹配，
则传送 GTP 消息。

WebUI

当前只能从 “命令行界面” (CLI) 设置 RAI 和 APN 的组合。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imei-sv 87652* apn mobiphone.com pass
(gtp:gprs1)-> exit
save

协议和信令要求
安全设备支持 GTP Crea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中的以下属性 : 

RAT

RAI

ULI

APN 限制

IMEI-SV

安全设备支持 GTP Upda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中的以下属性 : 

RAT

RAI

ULI

安全设备支持 GTP Upd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中的 “APN 限制”属性。
GTP 信息元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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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以下方式在安全设备上配置上述 GTP 信令消息 : 

透明传送

根据以下内容封锁 ( 分别 )

RAT

RAI ( 带有范围，如 123*)

ULI ( 带有范围 )

IMEI-SV ( 带有范围 )

IE 过滤的组合支持
对于 “信息元素” (IE) 上 R6 过滤的并行支持，以下规则适用 : 

缺省情况下，安全设备不对 GTP 数据包执行 IE 过滤。

在各个命令行中，按以下优先顺序添加属性 : 

1. RAT

2. RAI

3. ULI

4. IMEI

5. MCC-MNC

设置属性限制时，还必须指定 APN。

例如，如果要安全设备传送包含 RAT 1 和 RAI 567* 及 MCC-MNC 56789 的 
GTP 消息，或传送带有 RAI 123* 的消息，但缺省设置为丢弃带有任何 APN 值
的数据包，则以下配置将实现此目的 : 

set rat 1 rai 567* mcc-mnc 56789 apn * pass
set rai 123* apn * pass
set apn * drop

配置的第一行使安全设备传送包含 RAT 1、 RAI 567*、 MCC-MNC 56789 的 
GTP 消息以及所有 APN。配置的第二行使设备传送包含 RAI 123* 的消息和所
有 APN。第三行使设备丢弃所有 APN。
GTP 信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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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R6 信息元素
ScreenOS 支持 GTP 的所有 3GPP R6 IE，如表 2 中所列。

表 2:  支持的信息元素

IE 键入值 信息元素

1 原因

2 国际移动用户标识 (IMSI)

3 路由区域标识 (REI)

4 临时逻辑链路标识 (TLLI)

5 数据包 TMSI (P-TMSI)

8 需要重新排序

9 三个认证

11 MAP 原因

12 P-TMSI 签名

13 MS 已验证

14 恢复

15 选择模式

16 通道端点标识符数据 I

17 通道端点标识符控制层面

18 通道端点标识符数据 II

19 终止 ID

20 NSAPI

21 RANAP 原因

22 RAB 环境

23 无线优先级 SMS

24 无线优先级

25 封包流 ID

26 计费特征

27 跟踪引用

28 跟踪类型

29 MS 不可达的原因

127 计费 ID

128 终用户地址

129 MM 环境

130 PDP 环境

131 接入点名称

132 协议配置选项

133 GSN 地址

134 MS 国际 PSTN/ISDN 号 (MSISDN)

135 服务质量配置文件
GTP 信息元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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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认证 Quintuplet

137 数据流量模板

138 目标标识

139 UTRAN 透明容器

140 RAB 设置信息

141 扩展包头类型列表

142 触发器 ID

143 OMC 标识

144 RAN 透明容器

145 PDP 环境优先化

146 其它 RAB 设置信息

147 SGSN 号

148 通用标志

149 APN 限制

150 无线优先级 LCS

151 RAT 类型

152 用户位置信息

153 MS 时区

154 IMEI-SV

155 CAMEL 计费信息容器

156 MBMS UE 环境

157 临时移动组标识 (TMGI)

158 RIM 路由地址

159 MBMS 协议配置选项

160 MBMS 服务区域

161 源 TNC PDCP 环境信息

162 其它跟踪信息

163 跳跃计数器

164 已选 PLMN ID

165 MBMS 会话标识符

166 MBMS2G/3G 指示符

167 增强的 NSAPI

168 MBMS 会话持续时间

169 其它 MBMS 跟踪信息

251 计费网关地址

255 私有扩展

IE 键入值 信息元素
GTP 信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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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R6 IE 移除
3GPP R6 IE 移除功能允许您保留在 2GPP 和 3GPP 网络间漫游的互操作性。可以将
驻留在 PLMN 和 GRX 边界并充当 Gp 防火墙的 GTP 感知安全设备配置为 : 当数据
包通过 2GPP 网络时，从 GTP 封包包头移除 3GPP 特定属性。可以将安全设备配置
为 : 在将 GTP 消息转发至 GGSN 之前，从这些消息中移除 RAT、 RAI、 ULI、
IMEI-SV 和 APN 限制 IE。

范例 : R6 移除

在本例中，您将配置安全设备的 Gp 接口，以从 GTP 消息中移除新添加的 R6 IE 
(RAT、 ULI、 IMEI-SV 和 APN 限制 )。

WebUI

Objects > GTP > New: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移除 R6 EI: ( 选择 )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remove-r6
(gtp:gprs1)-> exit
save

GTP 通道

GTP 通道通过使用“GPRS 通道协议” (GTP) 在 GSN 之间启用 GTP 信息流传输。有
两种类型的通道 : 用于 GTP-U ( 用户数据 ) 消息的通道和用于 GTP-C ( 信号发送及控
制 ) 消息的通道。

GTP 通道限制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限制 GTP 通道的数量。应用此限制的 GSN 在附加了 “GTP 检查
对象”的策略中指定。这样可确保不超过 GSN 的容量。

范例 : 设置 GTP 通道限制

在下例中，对于 GPRS1 GTP 检查对象，将漫游 GTP 通道的数量限制为 800。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Maximum Number of Tunnels 
Limited to tunnels: ( 选择 ), 800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limit tunnel 800
(gtp:gprs1)-> exit
save
GTP 通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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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式检查
执行一系列 GTP 数据包验证后 ( 请参阅第 7 页上的 “GTP 消息过滤” )，安全设备
根据当前 GTP 通道状态验证 GTP 数据包。安全设备将转发或丢弃 GTP 数据包的操
作建立在其接收的上一个 GTP 数据包的基础之上。例如，请求消息在响应消息之
前，所以如果安全设备在接收 cre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之前未收到 
crea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则会丢弃该响应消息。

通常，如果安全设备接收到不属于当前 GTP 状态模式的 GTP 数据包，则会丢弃该
数据包。以下为 GTP 状态模式的简化范例。

GTP 通道建立及终止

移动站 (MS) 希望到达外部网络 (www.buygadgets.com) 并执行与 SGSN 的 GPRS 连
接，以开始建立 GTP 通道。 SGSN 将 crea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发送到 
GGSN。如果 GGSN 可成功接收连接 ( 如果有资源分配、“服务质量” (QoS) 保证，
请认证 )，它将以 cre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回复。SGSN 和 GGSN 之间的这
种消息交换即建立了 GTP 通道， MS 可通过该通道将 GTP-U 消息发送到外部网络。

要终止该通信， MS 将 GPRS 与 SGSN 分离，以中止 GTP 通道。 SGSN 将 "dele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发送到 GGSN。 GGSN 用 "dele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回复，并从其记录中删除该 GTP 通道。 SGSN 接收响应后，它也从其记录中删
除该 GTP 通道。

安全设备可以接收多个请求，这样便可同时为不同的 GSN 建立多个 GTP 通道。为
帮助跟踪所有通道 ( 不同通道的通道状态及日志消息 )，安全设备在建立每个通道时
为其分配一个唯一的索引。对于每个记录的 GTP 通道消息，都会显示该通道索引。

SGSN 间路由区域更新

当 MS 移出当前的 SGSN 范围并进入新的 SGSN 区域时，此新 SGSN 发送 "sgsn 
context request" 到旧 SGSN，要求它传输其在 MS 上的所有信息。旧 SGSN 用 
"sgsn context response" 消息进行响应，将其在 MS 上的所有信息发送给新 SGSN。
新 SGSN 接收响应和信息时，通过向旧 SGSN 发送 "sgsn context acknowledge" 确
认接收。

从此时起，旧 SGSN 向新 SGSN 转发它为 MS 接收的任何新 T-PDU。要完成此 “交
接”过程，新 SGSN 必须向 GGSN 发送 "upda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而 
GGSN 用 "upda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进行回复。

如果 SGSN 位于不同的 PLMN 中，则所有 GTP 消息均通过安全设备。如果两个 
SGSN 位于同一 PLMN 而 GGSN 位于不同的 PLMN，则只有 "update pdp context 
request/response" 消息通过安全设备。
GTP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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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高可用性故障切换
ScreenOS 支持两种 HA ( 高可用性 ) 模式 : 主动 - 主动，此时安全设备处于 “路
由”模式；主动 - 被动，此时安全设备处于 “路由”模式或 “透明”模式。事实
上， HA 配置中的两个安全设备分别起到主设备和备份设备的作用。备份设备镜像
主设备的配置，包括现有 GTP 通道，并随时准备在主设备发生故障时接管主设备
的职责。主设备和备份设备之间的故障切换是快速的，对于用户而言是不可见的。

在故障切换期间，已建立的 GTP 通道保持活动且不变，但会丢失建立过程中的 
GTP 通道。为此，必须在故障切换后重新开始建立 GTP 通道。还可能存在以下情
况，处于拆卸 ( 或终止 ) 过程中的 GTP 通道缺少确认消息，并仍在安全设备上保持
挂起状态。很多原因都会导致 GTP 通道挂起。对于 HA，当通道一端的 GSN 向通
道另一端的 GSN 发送 "delete pdp context request" 消息时，出现 GTP 通道挂起的
现象，在它等待响应时，发生故障，中断通信并阻止该 GSN 接收来自另一端 GSN 
发送的 "dele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 ( 确认删除 )。发送确认消息的 GSN 同
时删除其 pdp 环境，而 GTP 通道另一端的 GSN 则挂起，仍在等待删除确认。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删除挂起的 GTP 通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 页上的
“清除挂起的 GTP 通道”。

有关 HA 及了解如何配置安全设备以获得高可用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 卷 : 高
可用性。

清除挂起的 GTP 通道
此功能删除安全设备上挂起的 GTP 通道。 GTP 通道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而挂起，
例如， "delete pdp context response" 消息可能在网络中丢失或可能未正确关闭 
GSN。可以配置安全设备自动检测并删除挂起的 GTP 通道。

设置 GTP 通道超时值后，安全设备自动将空闲时间达到超时值指定的时间的任何 
GTP 通道标识为 “挂起”，并将其删除。缺省 GTP 通道超时值为 24 小时。

范例 : 设置 GTP 通道的超时

在本例中，将 "GPRS1" GTP 检查对象的 GTP 通道超时值设置为 12 小时。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unnel Inactivity Timeout: 12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timeout 12
(gtp:gprs1)-> exit
save
GTP 通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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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N 及 GGSN 重定向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支持 SGSN 和 GGSN 之间的 GTP 信息流重定向。

SGSN 重定向 - SGSN (A) 可以发送 create-pdp-context 请求，在这些请求中，
它可以为随后的 GTP-C 和 GTP-U 消息指定不同的 SGSN IP 地址 (SGSN B 和 
SGSN C)。因此， GGSN 将随后的 GTP-C 和 GTP-U 消息发送到 SGSN B 和 C，
而非 A。

GGSN 重定向 - GGSN (X) 可以发送 create-pdp-context 响应，在这些响应中，
它可以为随后的 GTP-C 和 GTP-U 消息指定不同的 GGSN IP 地址 (GGSN Y 和 
GGSN Z)。因此， SGSN 将随后的 GTP-C 和 GTP-U 消息发送到 GGSN Y 和 Z，
而非 X。

超额计费攻击防护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防止 GPRS 超额计费攻击。下节说明超额计费攻击，然后介绍解
决方案。

超额计费攻击说明
要理解超额计费攻击，首先要了解移动站 (MS) 是从 IP 池取得其 IP 地址的，这一
点十分重要。这就是说，超额计费攻击可以多种方式发生。换言之，超额计费攻击
可以在合法用户将其 IP 地址返回 IP 池时发生，此时攻击者可以劫持该 IP 地址，
由于会话是打开的， IP 地址易受攻击。攻击者控制了 IP 地址后，即可免费下载数
据 ( 更准确地说，是由合法用户付费 )，或者发送数据给其他用户，而不会被检测
到和被报告。

IP 地址变为可用并被重新指定给另一个 MS 时也可能发生超额计费攻击。由前一个 
MS 发起的信息流可能被转发到新的 MS，从而引起新 MS 因未经请求的信息流被
计费。图 4、图 5 和图 6 详细说明了这种情况。

在图 4 中，MS1 取得 IP 地址并请求到 GGSN 的 GTP 通道。SGSN 根据 MS1 的请求
建立一个 GTP 通道。 MS1 发起一个与服务器的会话。

图 4:  开始会话
 

PLMN 1

GTP 防火墙

GTP 通道

Gi 防火墙

SGSN

互联网

服务器

恶意 MS
(MS1: 2.2.1.2/32)

GGSN
SGSN 及 GGSN 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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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5 中，当服务器开始向 MS1 发送数据包时，MS1 同时向 SGSN 发送请求删除 
GTP 通道，但与服务器的会话保留为打开状态。

服务器继续向 GGSN 发送数据包。 Gi 防火墙不知道 GTP 通道已被删除，将数据包
转发给 GGSN。由于 GTP 通道不再存在， GGSN 会丢弃数据包。

图 5:  删除 GTP 通道
 

在图 6 中，一个新移动站 MS2 ( 受害者 ) 向 SGSN 发送请求，要求获得到 GGSN 的 
GTP 通道并接收到 IP 地址 2.2.1.2/32 (MS1 使用的同一 IP 地址 )。 SGSN 创建一个
到 GGSN 的新 GTP 通道。

检测到目标 IP 地址 2.2.1.2 的新 GTP 通道后，一直在为具有同一目标 IP 地址但不
同 MS (MS1) 的旧会话接收数据包的 GGSN 即把这些数据包转发给 MS2。尽管 MS2 
没有请求应发给 MS1 的信息流， MS2 因此而被计费。

图 6:  接收未经请求的数据
 

Gi 防火墙GGSNGTP 防火墙SGSN

互联网

服务器

MS1 请求删除 GTP 通道
并离开会话。

PLMN 1

SGSN GTP 防火墙 GGSN Gi 防火墙

服务器

互联网

GTP 通道

PLMN 1

新移动站 
(MS2: 2.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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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计费攻击解决方案
为防止 PLMN 的用户受到超额计费攻击，需要两个安全设备，并需要“NetScreen 
网守协议” (NSGP) 和 NSGP 模块。

NSGP 模块包括两个组件 : 客户端和服务器。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并发送服务器将
处理的请求。客户端和服务器均同时支持彼此及与其它位置的多个连接。

NSGP 使用 “传输控制协议” (TCP) 并通过以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 Hello 消息监控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连通性。 NSGP 当前只支持 "session" 类型的环境，该环境
是保留用户会话信息的空间，它被绑定到一个安全区段并由一个唯一数字 ( 环境 
ID) 标识。

在客户端和服务器设备上配置 NSGP 时，必须在每个设备上使用相同的环境 ID。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清除会话”请求时，该请求必须包括服务器的环境 ID 和 
IP 地址。接收到 “清除会话”消息后，服务器即匹配环境 ID，然后从其表中清除
会话。

充当 Gi 防火墙 ( 服务器 ) 的安全设备必须运行 ScreenOS 5.0.0 NSGP 固件，而充当 
GTP 防火墙 ( 客户端 ) 的其它设备必须运行 ScreenOS 5.0.0 或 ScreenOS 5.1.0 
GPRS 固件。将 GTP 防火墙上的 NSGP 配置为删除 GTP 通道时向 Gi 防火墙发出通
知，将 Gi 防火墙上的 NSGP 配置为当 Gi 防火墙从 GTP 防火墙得到 GTP 通道被删
除的通知时能够自动清除会话。通过清除会话， Gi 防火墙可以停止未经请求的信
息流。

发起与服务器的会话之后，在服务器开始向 MS1 发送数据包时， MS1 即向 SGSN 
发送请求，要求删除 GTP 通道并退出会话。

删除通道后，GTP 防火墙立即通知 Gi 防火墙 GTP 通道已被删除。Gi 防火墙从其表
中移除会话。

此后，当服务器试图向 GGSN 发送数据包时， Gi 防火墙会拦截并丢弃数据包。

因此，新 MS 即使使用与以前的 MS 相同的 IP 地址，也不会接收到不是它自己发
起的信息流并因此被计费。

图 7:  GTP 通道删除通知

X

PLMN 1

SGSN GGSN 服务器

互联网

MS1 请求删除 GTP 通道
并退出会话。

Gi 防火墙正在运行 
ScreenOS 5.1.0 NSGP 固件。

GTP 防火墙正在运行 
ScreenOS 5.0.0 或 
ScreenOS 5.1.0 GPRS 固件。

GTP 防火墙通知 Gi 防火墙 
GTP 通道已被删除。
超额计费攻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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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 配置超额计费攻击防护功能

在本例中，将在 GTP 防火墙 ( 客户端 ) 和 Gi 防火墙 ( 服务器 ) 上同时配置 NSGP。
本例假定在 GTP 和 Gi 防火墙上均配置了 "GPRS1" GTP 检查对象。

图 8:  GTP 及 Gi 防火墙设置

GTP 防火墙 ( 客户端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ethernet1/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1.1.2.5/24
Management Services: Telnet ( 选择 )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Overbillin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Overbilling Notify: ( 选择 )
Destination IP: 2.2.1.4
Source Interface: ethernet1/2
Destination Context: 2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ource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 Book Entry: ( 选择 ), Any

Service: Any
GTP Inspection Object: GPRS1
Action: Permit

GTP 防火墙
1.1.2.5/24

Gi 防火墙
2.2.1.4/24

服务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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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1.1.2.5/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telnet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notify 2.2.1.4 src-interface ethernet1/2 context 2
(gtp:gprs1)-> exit
save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系统返回策略 ID，例如 : policy id = 2

set policy id 2 gtp gprs1
save

Gi 防火墙 ( 服务器 )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ethernet1/2):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Zone Name: Untrust ( 选择 )
IP Address/Netmask: 2.2.1.4/24
Management Services: Telnet ( 选择 )
Other Services: Overbilling ( 选择 )

NSGP: 输入以下内容，单击 Add，然后单击 OK: 

Context ID: 2
Zone: Untrust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2.2.1.4/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telne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nsgp
set nsgp context 2 type session zone untrust
save
超额计费攻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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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信息流监控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提供实时监控信息流的综合工具。对于 GTP 信息流，可
使用 GTP 信息流记录和 GTP 信息流计数功能来监控信息流。

信息流记录
利用  GTP 信息流记录功能，可以配置安全设备根据 GTP 数据包的状态对其进行记
录。也可以指出要了解每个数据包的多少信息，是基本信息还是扩展信息。可以使
用控制台、系统日志以及 WebUI 查看信息流日志。

GTP 数据包可以是以下任意状态 : 

已转发 - 安全设备因 GTP 策略允许而传送的数据包。

已禁止 - 安全设备因 GTP 策略拒绝而丢弃的数据包。

传输速率受限 - 安全设备因其超出目标 GSN 的 大传输速率限制而丢弃的数
据包。

状态无效 - 安全设备因其状态式检查失败而丢弃的数据包。

通道受限 - 安全设备因其达到目标 GSN 的 GTP 通道的 大限制而丢弃的数
据包。

以基本形式存在的每条日志条目均含有以下信息 : 

时戳

源 IP 地址

目标 IP 地址

“通道标识符” (TID) 或 “通道端点标识符” (TEID)

消息类型

数据包状态 : 已转发、已禁止、状态无效、传输速率受限或通道受限

接口、 vsys 或 vrouter 名称 ( 如果适用 )

“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或区段名称

注意 : 缺省情况下，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禁用信息流记录。
GTP 信息流监控 2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30
以扩展形式存在的每条日志条目除 “基本”信息外还含有以下信息 : 

IMSI

MSISDN

APN

选择模式

用于信号发送的 SGSN 地址

用于用户数据的 SGSN 地址

用于信号发送的 GGSN 地址

用于用户数据的 GGSN 地址

当对状态为 “数据包传输速率受限”的 GTP 数据包启用记录时，还可以指定记录
频率，用以控制安全设备记录这些消息的间隔。例如，如果将频率值设置为 10，
则对于超出设置的传输速率限制的消息，安全设备每隔十条记录一次。

通过设置记录频率，有助于保存系统日志服务器和安全设备上的资源，并可以避免
消息的记录溢出。

范例 : 启用 GTP 数据包记录

在本例中，对于 "GPRS1" GTP 对象检查，配置安全设备记录状态为 “已禁止”、
“传输速率受限”及 “状态无效”的 GTP 数据包。选择对 “已禁止”和 “传输速
率受限”的数据包进行基本记录 ( 对传输速率受限的数据包，记录频率值为 10)，
对 “状态无效”的数据包进行扩展记录。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Packet Prohibited: Basic ( 选择 )
Packet State-invalid: Extended ( 选择 )
Packet Rate-Limited: Basic ( 选择 )
When Packet Rate Limit is exceeded, log every other messages: 10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prohibited basic
(gtp:gprs1)-> set state-invalid extended
(gtp:gprs1)-> set rate-limited basic 10
(gtp:gprs1)-> exit
save

注意 : 有关监控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49 页上的“监控安全设备”。
GTP 信息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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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计数
使用 GTP 信息流计数功能，可以配置安全设备计算接收自和转发到它所保护的 
GGSN 和 SGSN 的用户数据和控制消息的数量 ( 或数据的字节数 )。安全设备分别计
算每个 GTP 通道的信息流，并对 GTP- 用户消息和 GTP- 控制消息进行区分。删除
通道时，安全设备计算并记录它接收自和转发到 SGSN 或 GGSN 的消息或数据字节
的总数。

删除通道的日志条目含有以下信息 : 

时戳

接口名称 ( 如果适用 )

SGSN IP 地址

GGSN IP 地址

TID

通道持续时间 ( 以秒为单位 )

发送到 SGSN 的消息数

发送到 GGSN 的消息数

范例 : 启用 GTP 信息流计数

在本例中，在 "GPRS1" GTP 检查对象中启用按消息进行的 GTP 信息流计数。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Lo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Traffic Counters: Count by Message ( 选择 )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log traffic-counters
(gtp:gprs1)-> exit
save

注意 : 缺省情况下，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禁用信息流记录。
GTP 信息流监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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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拦截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根据 IMSI 前缀或 “移动站集成业务数据网络” (MS-ISDN) 标识
来识别和记录 GTP-U 或 GTP-C 消息的内容。可通过用户的 IMSI 或 MS-ISDN 标识用
户，并记录发送到和来自于该用户的用户数据和控制消息的内容。

可以配置安全设备可同时主动跟踪的用户数量。可同时主动跟踪的数量的缺省值为
三。对于含有用户数据的 GTP 数据包，可以指定要记录的数据的字节数。可以记
录部分或全部数据包。缺省值为零，这表示安全设备不记录任何来自 GTP-U 数据
包的内容。

安全设备将所记录的数据包发送到专用于 “合法拦截”操作的外部服务器 ( 如 
Syslog)。

范例 : 启用合法拦截

在本例中，启用安全设备跟踪 "GPRS1" GTP 检查对象中 IMSI 前缀为 345678 的用
户。还将主动跟踪数设置为 2，将要记录的字节数设置为 1064。

WebUI

Objects > GTP > Edit (GPRS1) > Subscriber Tra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Maximum Simultaneous Active Trace: 2
Trace Message: 1064
Subscribers identified by: 选择 IMSI，输入 123456789012345，然后单击 

Add。

CLI

set gtp config gprs1
(gtp:gprs1)-> set trace imsi 123456789012345 
(gtp:gprs1)-> set trace max-active 2 save-length 1064
(gtp:gprs1)-> exit
save
GTP 信息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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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卷

第 14 卷 : IPv6 双栈体系结构 介绍支持互联网协议版本 6 (IPv6) 的 ScreenOS，以及
如何利用通道技术与 IPSec 确保 IPv6 和 IPv4/IPv6 过渡型网络的安全性。

如果网络中包含可在 IPv4/IPv6 边界之间传输信息流的 IPv4 和 IPv6 设备，双栈体
系结构允许接口同时在 IPv4 模式和 IPv6 模式下运行并可简化网络管理。

本手册适用于需要在 IPv6 或 IPv4/IPv6 环境中部署和管理安全解决方案的、有一
定经验的网络管理员，包含以下章节和附录 : 

第 1 章，“互联网协议版本 6 简介”，介绍 IPv6 包头、概念和通道准则。

第 2 章，“IPv6 配置”介绍了如何把接口配置作为 IPv6 路由器或主机来运行。

第 3 章，“连接和网络服务”介绍了如何配置“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DHCPv6)、“域名服务”(DNS)、“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 和分片。

第 4 章，“静态和动态路由”介绍了如何设置静态和动态路由。本章介绍了 
ScreenOS 对“下一代路由信息协议”(RIPng) 的支持。

第 5 章，“地址转换”介绍了如何使用具有动态 IP (DIP) 地址和映射 IP (MIP) 
地址的“网络地址转换”(NAT) 来穿越 IPv4/IPv6 边界。

第 6 章，“IPv4 环境中的 IPv6”介绍了手动与动态通道技术。

第 7 章，“IPSec 通道技术”介绍了如何配置 IPSec 通道技术以连接不同的
主机。

第 8 章，“IPv6 XAuth 用户认证”介绍了如何配置“远程认证拨号的用户服
务”(RADIUS) 和“IPSec 访问会话”(IAS) 管理。

附录 A，“交换”列出了多个选项，安全设备可通过这些选项用作传输 IPv6 
信息流的交换机。
vii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viii
文档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部分中描述的约定 : 

第 viii 页上的“Web 用户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令行界面约定”

第 ix 页上的“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第 x 页上的“插图约定”

Web 用户界面约定
在 Web 用户界面 (WebUI) 中，每个任务的指令集都分为导航路径和配置设置。要打
开可用来输入配置设置的 WebUI 页面，可单击屏幕左侧导航树中的某个菜单项，然
后单击随后出现的项目。在您进行操作时，导航路径会出现在屏幕顶部，每个页面
都由尖括号分隔。

以下是用于定义地址的 WebUI 路径和参数 :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dress Name: addr_1
IP Address/Domain Name:

IP/Netmask: ( 选择 ), 10.2.2.5/32
Zone: Untrust

要打开配置设置的“在线帮助”，请单击屏幕左上方的问号 (?)。

导航树还提供了 Help > Config Guide 配置页，帮助您配置安全策略和“互联网协
议安全性”(IPSec)。从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然后按照该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
作。单击 Config Guide 左上方的 ? 字符可获得“在线帮助”。
文档约定



关于本卷
命令行界面约定
在范例和文本中出现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的语法时，使用下列约定。

在范例中 :

在中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可选的。

在大括号 { } 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必需的。

如果选项不止一个，则使用竖线 ( | ) 分隔每个选项。例如 :

set interface { ethernet1 | ethernet2 | ethernet3 } manage

变量为斜体形式 :

set admin user name1 password xyz

在文本中，命令为粗体形式，变量为斜体形式。

命名约定和字符类型
关于 ScreenOS 配置中定义的对象 ( 如地址、admin 用户、auth 服务器、IKE 网关、
虚拟系统、VPN 通道和区段 ) 的名称，ScreenOS 采用下列约定 :

如果名称字符串包含一个或多个空格，则整个字符串必须括在双引号内；例如: 

set address trust "local LAN" 10.1.1.0/24

一对双引号内的文本的任何前导或结尾空格都将被删除；例如，" local LAN " 
将变为 "local LAN"。

多个连续空格按一个空格处理。

尽管许多 CLI 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但名称字符串是区分大小写的。例如，
"local LAN" 不同于 "local lan"。

ScreenOS 支持以下字符类型 :

单字节字符集 (SBCS) 和多字节字符集 (MBCS)。SBCS 的范例是 ASCII、欧洲语和
希伯莱语。MBCS ( 也称为双字节字符集，DBCS) 的例子是中文、韩文和日文。

ASCII 字符从 32 (十六进制 0x20) 到 255 (0xff)，双引号 ( " ) 除外，该字符有特
殊的意义，它用作包含空格的名称字符串的开始或结尾指示符。

注意 : 输入关键字时，只需键入足够的字母便可唯一地标识单词。键入 set adm u whee 
j12fmt54 将输入命令 set admin user wheezer j12fmt54。但必须以完整形式提
供此处说明的所有命令。

注意 : 控制台连接只支持 SBCS。WebUI 同时支持 SBCS 和 MBCS，这取决于浏览器所支
持的字符集。
文档约定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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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插图约定
下图显示了本卷所有插图中使用的基本图像集。

图 1:  插图中的图像

自治系统
 还是
虚拟路由域

安全区段接口 : 
白色 = 受保护区段接口 
( 范例 = Trust 区段 )
黑色 = 区段外接口
( 范例 = Untrust 区段 )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集线器

交换机

路由器

服务器

VPN 通道

通用网络设备

动态 IP (DIP) 池
互联网

包含单个子网的
局域网 (LAN)
 还是
安全区段

通道接口

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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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档和支持

要获取任何 Juniper Networks 产品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 美国国内 ) 或 
1-408-745-9500 ( 美国以外 )。

如果在本文档中发现任何错误或遗漏，请通过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与 
Juniper Networks 联系。
技术文档和支持 xi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mailto: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xii
 技术文档和支持



第 1 章

互联网协议版本 6 简介

ScreenOS 支持由“互联网工程工作小组”(IETF) 开发的互联网协议版本 6 (IPv6)。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2 页上的“概述”

第 2 页上的“IPv6 寻址”

第 2 页上的“表示法”

第 3 页上的“前缀”

第 3 页上的“地址类型”

第 4 页上的“IPv6 包头”

第 4 页上的“基本包头”

第 5 页上的“扩展包头”

第 6 页上的“IPv6 封包处理”

第 7 页上的“IPv6 路由器和主机模式”

第 7 页上的“IPv6 通道准则”

注意 : 某些安全设备支持 IPv6。检查您的安全平台的数据表以确定其支持哪些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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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使用与 IPv4 不同的寻址方式和模式，IPv6 允许连接的主机数多于 IPv4。此
外，IPv6 还减少了封包处理开销，并增强了网络扩展性。通过这些改进，可进行
更加大量的数据信息流交换。

IPv6 为 IPv4 设备和 IPv6 设备之间提供了互操作性。通常可以在不损失 IPv4 功能
的情况下在安全设备上安装 IPv6，这样组织可以进行逐步升级，从而避免从 IPv4 
迁移到 IPv6 期间发生服务中断。

ScreenOS 包含双栈体系结构，可让接口同时在 IPv4 模式和 IPv6 模式下运行。通
过双栈体系结构，可保护同时包含 IPv4 设备和 IPv6 设备的网络基础结构，并保护
通过 IPv4/IPv6 边界的信息流。

每个启用 IPv6 的安全设备都可作为 IPv6 主机或路由器运行。

IPv6 寻址

IPv6 地址与 IPv4 地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 

表示法

前缀

地址类型

这些差异让 IPv6 寻址比 IPv4 寻址更简单且更易于扩展。

表示法
IPv6 地址长为 128 位 ( 表示为 32 个十六进制数 )，由八个用冒号分隔的区段组
成。每个区段包含 2 个字节，每个字节表示为从 0 到 FF 的十六进制数。

IPv6 地址如下所示 : 

2080:0000:0000:0000:0008:0800:200c:417a

通过忽略每个区段中前面的零，或使用双冒号替代包含零的连续区段，可将以上范
例地址写成如下形式 : 2080:0:0:0:8:800:200c:417a 或 2080::8:800:200c:417a

例如，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fc:9303 可写成 ::93fc:9303。

每个 IPv6 地址中只能使用一次双冒号分隔符。例如，不能将 IPv6 地址 
32af:0:0:0:ea34:0:71ff:fe01 表示为 32af::ea34::71ff:fe01。

注意 : 有关 IPv6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460。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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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缀
每个 IPv6 地址都包含用于标识网络和节点 / 接口的位。IPv6 前缀是 IPv6 地址的一
部分，用于标识网络。前缀长度为正整数，表示前缀的连续位数，从 重要 ( 左
边 ) 的位开始。前缀长度接在一个正斜杠之后，大部分情况下，用于标识组织拥有
的地址部分。所有剩余位 ( 一直到 右边的位 ) 表示单个节点或接口。

例如，32f1::250:af:34ff:fe26/64 的前缀长度为 64。

该地址的前 64 位为前缀 (32f1:0000:0000:0000)。剩余部分 (250:af:34ff:fe26) 用
于标识接口。

地址类型
RFC 2373 介绍了 IPv6 地址的三个主要类别 : 

单播

任播

组播

单播地址

单播地址为单个接口的标识符。当网络设备向单播地址发送一个封包时，此封包将
仅被发送到由该地址标识的特定接口。

设备可使用以下类型的单播地址 : 

全局单播地址，即分配给主机接口的唯一的 IPv6 地址。全局单播地址本质上
与 IPv4 公共地址有着相同用途。可聚合的全局单播地址用于有效寻址和分层
寻址。

6to4 地址，用于为 6to4 通道启用 IPv6 主机接口。6to4 接口可作为主机和 
IPv4 网络空间之间的边界路由器。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方法不适用于执行 
IPSec 操作 ( 如认证和加密 )。

链路本地 IPv6 地址，位于同一链路上的邻接主机可通过它进行相互通信。设
备会为每个已配置的 IPv6 接口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

IPv4 映射地址，即等效于 IPv4 地址的特定 IPv6 地址。当设备必须从 IPv6 网
络向 IPv4 网络发送信息流时，将使用 IPv4 映射地址进行地址转换。

任播地址

任播地址为一组接口的标识符，这些接口通常属于不同的节点。当网络设备向任播
地址发送一个封包时，此封包将被发送到由该地址标识的接口之一。网络中使用的
路由协议通常决定了在该组任播地址内哪个接口在物理上 接近，并沿着该 短路
径将封包路由到目的地。

有关任播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526。
IPv6 寻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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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地址

组播地址为一组接口的标识符，这些接口通常属于不同的节点。当网络设备向组播
地址发送一个封包时，设备会将此封包广播到由该地址标识的所有接口。

设备可使用以下类型的组播地址 : 

用于邻接方请求 (NS) 消息的请求节点组播地址。

用于路由器公告 (RA) 消息的所有节点组播地址。

用于路由器请求 (RS) 消息的所有路由器组播地址。

IPv6 包头

IETF 针对低开销和扩展性设计了 IPv6 包头。IPv6 包头可选用扩展包头，这些包头
包含网络设备可用的额外信息。

基本包头
每个 IPv6 封包都有一个 IPv6 基本包头。IPv6 包头占用 40 个字节 (320 位 )。图 2 
显示了按顺序排列的各个字段。

图 2:  包头结构

表 1 列出了字段及其位长和用途。

表 1:  IPv6 包头字段、长度和用途

信息流分类

版本 流标签

负荷长度 跳跃限制

下一个包头 源 IP 地址 目标 IP 地址

12812888162084位长

字段名 位长 用途

版本 4 指定包头和封包使用的互联网协议。该值告知目标互联网设备在处理封包包头和负荷时应使
用哪个 IP 栈 (IPv4 或 IPv6)。IPv6 版本字段包含的值为 6。(IPv4 版本字段包含的值为 4。)

信息流分类 8 允许源节点或路由器标识 IPv6 封包的不同类别 ( 或优先级 )。( 该字段替换了 IPv4“服务类
型”字段，后者标识了封包传输服务的类别。)

流标签 20 标识封包所属的流。流中的封包用于通用目的或属于通用类别，由外部设备 ( 如路由器或目
标主机 ) 进行解释。通常，源主机将“流标签”值插入到外向封包，以请求由外部设备进行
特殊处理。外部设备可通过结合“流标签”值对源地址进行计算，以唯一识别各个流。

通过源主机传送的信息流可包含单个流、多个流、无流或任何组合流中的封包。( 不属于任
何流的封包携带的流标签内容为零。)

负荷长度 6 指定 IPv6 封包负荷的长度，以八位位组表示。

下一个包头 8 标识紧随 IPv6 包头之后的包头的 IP 协议类型。该协议可以为以下两种类型之一 : 

IPv6 扩展包头。例如，如果设备对已交换的封包执行 IPSec 安全保护，则“下一个包头”
值可能为 50 (ESP 扩展包头 ) 或 51 (AH 扩展包头 )。扩展包头可选。

上层协议数据单元 (PDU)。例如，“下一个包头”值可能为 6 ( 对于 TCP)、17 ( 对于 UDP)
或 58 ( 对于 ICMPv6)。

“下一个包头”字段替换了“IPv4 协议”字段。该字段为可选字段。
IPv6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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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包头
扩展包头包含一些补充信息，网络设备 ( 如路由器、交换机和端点主机 ) 使用这些
信息来决定如何引导或处理 IPv6 封包。各个扩展包头的长度均为八位位组的整数
倍。这样可允许后续扩展包头使用八位位组结构。

任何后面紧接扩展包头的包头均包含用于标识扩展包头类型的“下一个包头”值。

扩展包头始终按以下顺序跟在基本 IPv6 包头的后面 : 

1. “逐跳选项”包头指定到达目标主机的路径上每一跳的传输参数。当封包使用
该包头时，上一个包头 ( 基本 IPv6 包头 ) 的“下一个包头”值必须为 0。

2. “目标选项”包头为中间目标设备或 终目标主机指定封包传输参数。当封包
使用该包头时，上一个包头的“下一个包头”值必须为 60。

3. “路由”包头定义封包的严格源路由和松散源路由。( 在严格源路由的情况
下，各个中间目标设备之间都必须为单一跳跃。在松散源路由的情况下，中间
目标设备之间可进行一个或多个跳跃。) 当封包使用该包头时，上一个包头的
“下一个包头”值必须为 43。

4. “碎片”包头指定如何执行 IPv6 分片和重组服务。当封包使用该包头时，上
一个包头的“下一个包头”值必须为 44。

5. “认证”包头提供认证、数据完整性和反回放保护。当封包使用该包头时，上
一个包头的“下一个包头”值必须为 51。

6. “封装安全性负荷”包头为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封包提供数据加密、数据认
证和反回放保护。当封包使用该包头时，上一个包头的“下一个包头”值必须
为 50。

跳跃限制 8 指定封包通过主机设备传输后的 大可跳跃数。当“跳跃限制”值为零时，设备将丢弃封包
并生成错误消息。( 该字段类似于“IPv4 生存时间”字段。)

源 IP 地址 128 标识生成 IPv6 封包的主机设备。

目标 IP 地址 128 标识 IPv6 封包的预定接收者。

字段名 位长 用途
IPv6 包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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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封包处理

配置为双栈操作的接口可同时提供 IPv4 和 IPv6 功能。这种接口可以拥有一个 
IPv4 地址、至少一个 IPv6 地址或都拥有。

如果该接口设置于 IPv4 网络和 IPv6 网络之间的边界，则设备可使用下面两种方式
之一让 IP 信息流通过该边界 : 

封装 ( 有效隐藏 ) 所有通过边界的封包。

对封包源地址及目标地址执行地址转换。

图 1 显示了当 IPv6 主机通过 IPv6/IPv4 边界将外向服务请求封包传送到 IPv4 网络
空间时，可能发生的封包处理流。

图 3:  封包流通过 IPv6/IPv4 边界

1. IPv6 主机传送服务请求封包。源地址及目标地址都使用 IPv6 格式。

2. IPv6 接口 ethernet1 接收封包。

3. 安全设备对封包应用某种策略。它或者将整个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或者
将地址转换为 IPv4 格式。

4. IPv4 接口 ethernet3 传送封包 ( 现在使用 IPv4 地址格式 )。

5. 远程网关节点接收封包。

如果进行了封装，则该设备可能对封包进行解封，或继续将其当作 IPv4 
封包。

如果进行了 IPv6/IPv4 地址转换，则该设备可能将地址转换回 IPv6 格式，
或继续将其当作 IPv4 封包。

Trust
IPv6 IPv4

Untrust

ethernet1
IPv6 前缀 : 

32f1::34ff:fe01
IPv4 地址和掩码 : 

10.1.1.1/24

ethernet3
IPv4 地址和

掩码 : 
1.1.1.1/24

边界
IPv6 封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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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路由器和主机模式

可以在安全设备中配置各个接口，以使其充当 IPv6 主机或路由器。

在主机模式下，接口将充当 IPv6 主机，并通过请求和接受来自其它设备的路
由器公告 (RA) 消息来进行自动配置。

在路由器模式下，接口将充当 IPv6 路由器。IPv6 路由器通过发送 RA 来回复 
IPv6 主机的路由器请求 (RS) 消息。此外，接口还可以定期广播 RA，或响应配
置更改以便保持在链主机的更新。

IPv6 通道准则

在决定使用通道的类型前，请咨询您的上游 ISP 将提供哪种 IPv6 服务及其提供方
式。我们建议以下准则 : 

如果 ISP 仅提供双栈 IPv6，即互联网协议控制协议 (IPCP) 和 IPv6CP，则应配
置运行双栈、本地 IPv6。6to4 寻址格式不适用于该情况。

如果 ISP 提供手动通道 IPv6 (IPv6-over-IPv4 通道 )，则应使用手动通道。

如果 ISP 不提供 IPv6，请转到 www.6bone.net 查找上游 IPv6 提供商，然后按
照其公布的说明进行操作。

如果没有找到 IPv6 提供商，请使用 6to4 通道。但是，该做法仅在配置了 6to4 通
道的下一跳跃路由器时可行。
IPv6 路由器和主机模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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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通道准则



第 2 章

IPv6 配置

本章说明如何在安全设备中启用 IPv6 功能，以及如何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IPv6 路由
器或 IPv6 主机。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1 页上的“概述”

第 11 页上的“地址自动配置”

第 13 页上的“邻接方发现”

第 18 页上的“启用 IPv6 环境”

第 18 页上的“在设备级启用 IPv6”

第 18 页上的“在设备级禁用 IPv6”

第 19 页上的“配置 IPv6 主机”

第 19 页上的“将 IPv6 接口绑定至区段”

第 19 页上的“启用 IPv6 主机模式”

第 20 页上的“设置接口标识符”

第 20 页上的“配置地址自动配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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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页上的“配置 IPv6 路由器”

第 21 页上的“将 IPv6 接口绑定至区段”

第 21 页上的“启用 IPv6 路由器模式”

第 22 页上的“设置接口标识符”

第 22 页上的“设置地址自动配置”

第 23 页上的“禁用地址自动配置”

第 24 页上的“设置通告时间间隔”

第 26 页上的“通告封包特征”

第 26 页上的“通告路由器特征”

第 27 页上的“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

第 27 页上的“MAC 会话缓存”

第 28 页上的“静态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

第 28 页上的“基本可到达的时间”

第 29 页上的“探查时间”

第 29 页上的“重新传输的时间”

第 31 页上的“配置范例”

第 31 页上的“IPv6 路由器”

第 31 页上的“IPv6 主机”



第 2 章 : IPv6 配置
概述

通过 ScreenOS 可将安全设备配置为 IPv6 路由器或 IPv6 主机。

本概述说明以下主题 : 

地址自动配置

邻接方发现

本概述以下的部分说明如何配置 IPv6 主机或路由器。

地址自动配置
地址自动配置允许本地主机根据它们的扩展唯一标识符 (EUI) 值自动配置 IPv6 地
址。配置为地址自动配置的安全设备会将 IPv6 前缀通告给本地 IPv6 主机。本地主
机使用该前缀根据它们的 EUI 值自动配置 IPv6 地址。

地址自动配置减少了为各个主机手动分配地址的需求。理想情况下，IPv6 主机已
启用地址自动分配。经配置后作为 IPv6 路由器运行的接口可启用本地在线 IPv6 主
机，以执行自动配置。自动配置无需状态式配置协议，如“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
本 6 (DHCPv6)。

扩展唯一标识符

EUI 地址是一种 64 位十六进制接口标识符。如果没有明确指定 EUI 值，安全设备
会根据 IPv6 接口的 MAC 地址自动生成该值。此过程通常发生于第一次定义 IPv6 
接口时。

配置为地址自动配置的设备会将 IPv6 前缀通告给本地 IPv6 主机。本地主机使用该
前缀根据它们的 EUI-ID 值自动配置 IPv6 地址。

注意 : 有关 EU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tandards.ieee.org/regauth/oui/tutorials/EUI64.html 中的 Guidelines for 
64-Bit Global Identifier (EUI-64) Registration Authority。
概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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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通告消息

“路由器通告”(RA) 是由路由器定期发送至在线主机的消息，或响应其它主机所
发送“路由器请求”(RS) 请求的消息。RA 中的 自动配置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 

IPv6 路由器的 IPv6 前缀，该前缀允许在线主机访问路由器

大传输单位 (MTU)，可通知在线主机已交换封包的 大长度 ( 以字节为单位 )

路由器的特定路由，该路由允许在线主机通过路由器发送封包

是否执行 IPv6 地址自动配置以及前缀列表 ( 适用时 )

已自动配置的地址保持为有效和优先的时间

路由器请求消息

“路由器请求”(RS) 是由主机发送的，用于发现在线路由器的存在和属性的消息。
如果 IPv6 路由器接收到来自主机的 RS 请求，它会将 RA 消息传送回主机进行响
应。RA 可以通告路由器的存在，并向主机提供执行自动配置任务所需的信息。

每个 RS 包含源主机的链路本地地址。主机从其 MAC 地址中获取链路本地地址。
如果 IPv6 路由器接收到 RS，它将使用链路本地地址来将 RA 传送回主机。

前缀列表

前缀列表是包含 IPv6 前缀的表。显示在该列表中的条目都将包含在路由器发送至
在线主机的 RA 中。主机在每次接收到 RA 后，便可使用这些前缀执行地址自动配
置。图 4 显示主机 A 和主机 B 使用三个前缀生成唯一的全局聚合地址。

图 4:  地址自动配置

1. 启动时，IPv6 主机 A 和 B 从它们的 MAC 地址中生成链路本地地址。

2. 每个主机都广播 RS 消息。每条消息使用主机链路本地地址作为 RS 封包的源
地址。

3. IPv6 路由器接收 RS 消息。

4. IPv6 路由器将确认 RA 消息传输至主机。这些消息包含前缀列表。

5. 主机使用这些前缀来执行自动配置。

主机 A MAC 地址 : 
1234.abcd.5678 链路本地地址 : 

fe80::1234:abff:fecd:5678

自动配置的全局地址 : 
2bfc::1234:abff:fecd:5678 
3afc::1234:abff:fecd:5678 
2caf::1234:abff:fecd:5678

链路本地地址 : 
fe80::9876:dcff:feba:5432

自动配置的全局地址 : 
2bfc::9876:dcff:feba:5432
3afc::9876:dcff:feba:5432
2caf::9876:dcff:feba:5432

主机 B MAC 地址 : 
9876.dcba.5432

前缀列表 
2bfc::0/64 
3afc::0/64 
2caf::0/64

区段 A 区段 B

RA

RS
概述



第 2 章 : IPv6 配置
邻接方发现
“邻接方发现”(ND) 是在本地链接中跟踪邻接方的可达性状态的过程。如果设备
接收到的 新消息确认邻接方已接收并处理了 IP 信息流或邻接方请求 (NS) 请求，
则该设备会把该邻接方视为可到达的。否则，它会将该邻接方视为不可到达的。尽
管无明确需求，但 IPv6 主机可能已启用 ND。已启用 ND 的 IPv6 路由器可向下游
发送 ND 信息。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

如果主机 近向邻接方发送了信息流，那么“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将包含该邻接
方的信息。此外，该表还会跟踪本地链路中邻接方的当前可达性状态。每个条目均
包含下列信息 : 

邻接方的 IPv6 地址

邻接方的 MAC 地址

当前邻接方可达性状态

邻接方条目的年龄

当前排队等待传输至目标邻接方的封包数

表条目在 IPv6 地址中键入。

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

“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NUD) 通过建立和维护“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来工作，表
中包含 近向其发送信息流的每个邻接方的地址。设备使用这些条目来记录邻接方
可达性状态的更改。NUD 允许设备跟踪每个邻接方可达性状态的更改，并作出转
发信息流的决定。

邻接方条目类别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条目可属于四种类别中的任一个。条目类别确定设备 初生
成条目以及此后管理可达性状态的方式。

端点主机条目 在端点主机首次尝试将信息流发送至邻接方时，设备会自动在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生成相应的条目。设备使用该条目进行进一步通信并
跟踪端点主机的可达性状态。

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条目 在网关路由器的设备中创建虚拟路由表条目时，设
备自动在“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生成相应的条目。设备使用该条目进行进一
步通信并跟踪网关路由器的可达性状态。

手动通道网关接口条目 在设置手动 IPv6 over IPv4 通道接口时，设备会自动生
成该接口的条目。该条目具有一个 IPv6 链路本地地址。设备使用该条目监控
通道的可达性状态。

有关 IPv6 over IPv4 通道操作的信息，请参阅第 116 页上的“IPSec 6in4 
通道技术”。

有关链路本地地址的信息，请参阅第 95 页上的“配置手动通道”。

有关通道网关转换的信息，请参阅第 16 页上的“通道网关状态转换”。
概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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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条目 静态创建“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时，设备不会使用它来执行 ND 或 
NUD 操作。相反，它为该条目指派一个称作“静态”的特殊可达性状态。这
样可在所有环境中启用该条目。该条目存在时，设备会转发所有发送至其所表
示邻接方的信息流。

邻接方可达性状态

只有设备向邻接方发送初始的 NS 请求后，才会显示邻接方的“邻接方高速缓存”
条目。在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之前，设备不会识别出邻接方。设备发送初
始请求时，它会创建表条目并将其设置为“未完成”状态。

可达性状态如下 : 

未完成 : 主机尝试将信息流发送至当前设备未知的邻接方时，初始地址解析仍
然正在进行。设备广播 NS 请求 ( 使用请求节点组播地址 ) 来查找邻接方，但
尚未收到进行确认的“邻接方通告”(NA)。

邻接方为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时，“未完成”状态具备不同的特征。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状态转换”。

可到达 : 设备从邻接方处接收到经确认的 NA 回复后，它会将该邻接方视为可
到达的。该条目状态为“可到达”时，设备会转发任何发送至该邻接方的信息
流。条目状态在“可到达的时间间隔”( 以秒表示 ) 范围内始终保持为“可到
达”。然后，状态更改为“失效”。

失效 : 如果从接收到邻接方的 新 NA 起已超过“可到达的时间间隔”，则设
备会将该邻接方视为不可到达的。但是，只有当主机尝试向邻接方发送更多信
息流时，设备才会尝试验证可达性。

延迟 : 在状态为“失效”时，主机尝试向邻接方发送信息流。设备不会主动验
证邻接方的可达性。相反，它会等待上层协议提供可达性确认。设备会在五秒
钟内保持“延迟”状态。如果设备在此延迟期间接收到确认，状态将更改为
“可到达”。否则，状态将更改为“探查”。

探查 : 经过了延迟期间，且设备没有接收到来自上层应用程序的确认。设备向
上发送两个单播 NS 探查以验证可达性。如果设备接收到来自邻接方的 NA 消
息，状态将更改为“可到达”。否则，设备将删除表中的可达性条目。在实际
操作中，移除邻接方条目会使设备将邻接方视为不存在。

始终探查 : 设备不再将邻接方视为可到达的，已尝试向邻接方转发信息流，且
将发送单播 NS 探查以验证可达性。设备继续不断地重新传输探查，直到它接
收到来自邻接方的可达性确认。

只有条目表示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时，设备才会使用“始终探查”可达性状态。

如何实现可达性状态转换

设备根据邻接方类别、条目的当前状态以及在线主机是否尝试向邻接方发送信息流
来更改“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的可达性状态。

注意 : 但是仅当邻接方为手动 IPv6in4 通道网关接口时，“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也可
能处于“活动”和“非活动”状态。
概述



第 2 章 : IPv6 配置
端点主机状态转换

当在线主机尝试向邻接方发送信息流时，设备会搜索“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以查找
相应的“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条目。如果不存在条目，设备会向邻接方广播 NS 消
息。然后它会创建新的表条目，并为其分配“未完成”状态。

图 5 显示设备在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后，如何处理可达性状态转换。

图 5:  端点主机可达性转换

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状态转换

在为 IPv6 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创建路由表条目时，设备自动生成相应的“邻接方
高速缓存”表条目，并为其分配“未完成”状态。

NS 请求失败。

条目不存在

未完成

可到达

失效

延迟

探查

删除条目

由上层应用程序确认
的可达性，以及发送
至邻接方的信息流。

主机尝试向当前未在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
列出的邻接方发送信息流。安全设备创建条目
并传输 NS 请求。

安全设备接收来自邻接方的确认请求的 NA 回复。

经过可达性时间。

主机尝试向邻接方发送信息流。
安全设备启动延迟。

经过延迟时间 (5 秒 )。

可达性失败。

可达性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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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显示设备在首次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后，如何处理可达性状态转换。

图 6:  下一跳跃网关路由器可达性转换

从设备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条目的表中移除路由器时，设备会自动删除条目。

通道网关状态转换

当配置接口以实现手动 IPv6-in-IPv4 通道操作时，设备将自动在“邻接方高速缓
存”表中生成相应的条目。

设备使用两种条目状态 ( 也称为心跳信号状态 )。

非活动 : 设备未将邻接方视为可到达的，且已发送 NS 消息来测试可达性。

活动 : 设备将邻接方视为可到达的，且定期发送 NS 消息以确认可达性。

NS 尝试失败。安全
设备发送更多请求。

条目不存在

未完成

可到达

失效

延迟

探查

始终探查

由上层应用程序
确认的可达性。

NS 尝试失败。安全
设备进行更多尝试。

为下一跳跃路由器创建路由表条目。安全
设备创建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条目并
传输 NS 请求。

安全设备接收来自邻接方的确认请求的 
NA 回复。

经过可达性时间。

主机尝试向邻接方发送信
息流。安全设备启动延迟。

经过延迟时间 (5 秒 )。

可达性确认。

可达性失败。

可达性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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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Pv6-over-IPv4 通道时，设备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并为其分配“非
活动”状态。图 7 显示设备在 初生成条目之后，处理可达性状态转换的方式。

图 7:  通道网关状态转换

从设备生成“邻接方高速缓存表”条目的表中移除手动通道时，设备会自动删除
条目。

有关手动 IPv6 over IPv4 通道操作的信息，请参阅第 107 页上的“IPSec 通道技
术”。

静态条目转换

创建静态条目时，由于没有合适的 NUD 操作，设备将始终转发传输至邻接方的信
息流。

图 8:  静态条目状态转换

NS 尝试失败。安全设备
发送更多请求。

NS 尝试成功。安全设备
发送更多请求。

条目不存在

非活动

活动

NS 尝试失败。

配置安全接口以实现手动 IPv6- over-IPv4 
通道操作。安全设备创建 “活动”条目
并传输 NS 请求。

NS 尝试成功。

条目不存在

静态

为邻接方设备明确创建静态条目。由于条目
状态为 “静态”，安全设备将无条件地转发
所有传输至邻接方的信息流，且不执行任何 
NUD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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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IPv6 环境

要设置安全设备以实现 IPv6 操作，必须首先在设备中启用 IPv6 环境变量。必须完
成此步骤，否则无法在 WebUI 或 CLI 中查看 IPv6 功能或选项。

在设备级启用 IPv6
要启用设备的 IPv6，必须启动与该设备的 CLI 会话。可使用 Telnet 或“安全命令
外壳”(SSH) 等模拟 VT100 终端的软件来建立 CLI 会话。如果通过控制台端口进行
直接连接，可使用 HyperTerminal。( 有关建立 CLI 会话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
设备随附的 User's Guide。)

要检查安全设备的 IPv6 状态，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envar

如果设备当前已启用 IPv6，将在控制台输出中显示如下内容 : 

ipv6=yes

如果未显示此输出，则设备未启用 IPv6 ( 缺省情况下 )。要启用 IPv6，请输入以下
命令 : 

set envar ipv6=yes
save
reset save-config yes

出现确认提示时，请输入 y。

在设备级禁用 IPv6
必须通过建立与 HyperTerminal 或其它终端仿真软件的控制台连接，来启动与设备
的 CLI 会话。

要禁用 IPv6，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envar ipv6
save
reset

出现确认提示时，请输入 y。
启用 IPv6 环境



第 2 章 : IPv6 配置
配置 IPv6 主机

启用进行 IPv6 操作的设备后，可执行以下步骤来将设备配置为 IPv6 主机 : 

1. 将接口绑定到区段 ( 例如 Trust 区段、Untrust 区段或用户定义区段 )。

2. 启用模式和接口。

3. 配置地址自动配置。

4. 配置邻接方发现。

以下部分描述与 IPv6 主机配置有关的 ScreenOS 设置。

将 IPv6 接口绑定至区段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将接口绑定至定制或预设的安全区段。接口命名因平台而
异。要查看安全设备中的接口，可使用 get interface 命令。

在下例中，将名称为 ethernet1/2 的接口绑定至 trust 区段。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区段绑定，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trust
save

启用 IPv6 主机模式
可从 WebUI 或 CLI 中启用 IPv6 模式。模式选项为 : 无 ( 不使用 IPv6)、主机或路
由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的 IPv6 模式，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选择 Host 模式。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Pv6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enable
save

注意 : 此外，除了 IPv6 地址外，安全设备还可拥有与同一个接口相关的 IPv4 IP 地址。
有关 IPv4 接口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配置 IPv6 主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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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口标识符
可为接口配置“扩展唯一标识符”(EUI)。EUI 是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MAC) 地
址的 64 位十六进制扩展。设备使用该值自动配置接口的 IPv6 链路本地 IP 地址。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区段绑定，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输入 Interface ID。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nterface-id 0210dbfffe7ac108
save

配置地址自动配置
定义地址自动配置的前缀列表条目时，IPv6 在线主机可使用该前缀生成唯一的 
IPv6 地址。在下例中，将定义前缀列表条目 2bfc::0/64。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 Prefix lists: 输入以下内容，
然后单击 OK: 

New IPV6 Prefix/Length: 2bfc::0/64
Prefix Flags

Autonomous: ( 选择 )
Onlink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prefix 2bfc::0/64 autonomous onlink

完成此设置后，设备将自动在任何发送至在线主机的 RA 中包括该前缀。

配置邻接方发现
要引导接口获取其它路由器的存在和身份，可启用 IPv6 接口的 Accept Incoming 
RAs 设置。启用此设置后，接口将接受来自其它 IPv6 对等设备的 RA 消息。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pt Incoming Router Advertisements: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accept

启用此设置后，接口将接受它从链路中其它主机接收的所有路由通告。接口接收到
此类通告后，它会在“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存储通告的 IPv6 地址和 MAC 地址。

要查看接口是否已接收并存储所有通告的路由，可执行以下命令来查看 NDP 表的
内容 : 

get ndp
配置 IPv6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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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Pv6 路由器

要配置 IPv6 路由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在设备中启用 IPv6 环境。

2. 将接口绑定到区段 ( 例如 Trust 区段、Untrust 区段或用户定义区段 )。

3. 启用模式和接口。

4. 配置地址自动配置。

5. 配置路由器通告 (RA) 参数。

6. 配置邻接方发现 (ND) 参数。

以下部分描述与 IPv6 路由器配置有关的 ScreenOS 设置。

将 IPv6 接口绑定至区段
可通过 WebUI 或 CLI 将接口绑定至定制或预设的安全区段。接口命名因平台而异。

在下例中，将名称为 ethernet1/2 的接口绑定至 trust 区段。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区段绑定，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

CLI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trust
save

启用 IPv6 路由器模式
可从 WebUI 或 CLI 中启用 IPv6 模式。模式选项为 : 无 ( 不使用 IPv6)、主机或路
由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的 IPv6 模式，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选择 Router 模式。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1) > IPv6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enable
save

注意 : 此外，除了 IPv6 地址外，安全设备还可拥有与同一个接口相关的 IPv4 IP 地址。
有关 IPv4 接口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配置 IPv6 路由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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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口标识符
IPv6 接口标识符可为接口设置“扩展唯一标识符”(EUI)。EUI 是以太网“媒体访
问控制”(MAC) 地址的 64 位十六进制扩展。设备使用该值自动配置接口的 IPv6 链
路本地 IP 地址。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选择 Edit 来更改现有接口条目区段绑定，或单击 New 
来配置新的接口条目。输入 Interface ID。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nterface-id 0210dbfffe7ac108
save

设置地址自动配置
要为 IPv6 路由器设置主机自动配置，必须执行以下全部操作 : 

启用“外向路由器通告”设置。

禁用“受管理的配置标志”。

禁用“其它参数配置标志”。

外向路由器通告标志

启用“外向路由器通告”标志允许接口向在链接主机发送“路由器通告”(RA) 消
息。启用此设置后，接口将立即向链路中的主机广播路由通告。在接收到来自主机
的“路由器请求”(RS) 或更改任何接口中的任意 RA 设置时，接口同样会自动广播 
RA。

在下例中，将启用“允许 RA 传输”设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llow RA Transmission: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transmit

受管理的配置标志

启用“受管理的配置”标志将引导本地主机使用状态式地址自动配置协议 ( 如 
DHCPv6) 来生成主机地址。

启用此设置后，本地主机将无法执行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
配置 IPv6 路由器



第 2 章 : IPv6 配置
在下例中，将禁用“受管理的配置”标志以允许自动配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naged Configuration Flag: ( 取消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managed

其它参数配置标志

启用“其它参数配置”标志将引导本地主机使用状态式地址自动配置协议 
(DHCPv6) 来配置主机地址以外的参数。

启用此设置后，本地主机将无法执行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

在下例中，将禁用“其它参数配置”标志以允许自动配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ther Parameters Configuration Flag: ( 取消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other

禁用地址自动配置
要为 IPv6 路由器禁用主机自动配置，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禁用“外向路由器通告”设置以使在线主机无法发送路由器通告。

启用“受管理的配置标志”以强制主机使用状态式地址协议，如 DHCPv6。

启用“其它参数配置标志”。

在下例中，将禁用 IPv6 路由器上的地址自动配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llow RA Transmission: ( 取消选择 )
Managed Configuration Flag: ( 选择 )
Other Parameters Configuration Flag: ( 选择 )

CLI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transmit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managed
un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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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通告时间间隔
地址自动配置使用 IPv6 路由器的若干通告时间间隔参数。这些间隔决定事件的频
率或所标识对象的生存期。

通告可到达的时间间隔

启用“可到达的时间”设置将指示接口在外向 RA 消息中包括“可到达的时间”间
隔。此间隔告知在线主机在接收到来自接口的 RA 后，需多长时间 ( 以秒为单位 ) 
认定 IPv6 接口是可到达的。

接口的“可到达的时间间隔”以当前的“基本可到达的时间”设置为基础。有关
“基本可到达的时间”的信息，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基本可到达的时间”。

接口在执行“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NUD) 时将使用该值。安全设备建立并维护
“邻接方高速缓存”表，表中包含 近接收到主机发送信息流的每个邻接方的地
址。设备使用这些条目来记录邻接方可达性状态的更改。NUD 允许设备跟踪每个
邻接方可达性状态的更改，并相应地作出转发信息流的决定。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achable Tim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reachable-time

通告重新传输的时间间隔

启用“重新传输的时间”将指示接口在外向 RA 消息中包括“重新传输的时间”间
隔。该间隔 ( 以秒表示 ) 是重新传输 NS 消息所耗费的时间。

有关“重新传输的时间”间隔的信息，请参阅第 29 页上的“重新传输的时间”。

接口在执行 NUD 时将使用该值。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transmission Tim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retransmi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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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告数间隔

“ 大通告数”间隔指定从 IPv6 接口传输未请求组播 RA 之间所允许的 大秒数。

在下例中，将间隔设置为 500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ximum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max-adv-int 500

小通告数间隔

“ 小通告数”间隔设置指定从 IPv6 接口传输未请求组播 RA 之间所允许的 小
秒数。

在下例中，将间隔设置为 100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inimum Advertisement Interval: 1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min-adv-int 100

通告缺省路由器生存期

“缺省路由器生存期”设置指定主机接收到来自接口的 后一个 RA 后，将接口识
别为缺省路由器所需的秒数。

在下例中，将生存期设置为 1500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inimum Advertisement Interval: 150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default-life-time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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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封包特征
RA 可向在线主机设备提供有关通过 IPv6 接口交换的封包的信息，包括链路 MTU 
和跳跃限制。

链路 MTU 值
启用链路 MTU 标志将引导 IPv6 接口在 RA 消息中包括链路 MTU 字段。在由主机
发送的所有 IPv6 封包中，链路 MTU 是 大长度 ( 以字节为单位 )。

在下例中，将启用链路 MTU 的通告。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Link MTU: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link-mtu

当前跳跃限制

“当前跳跃限制”设置指定所有本地 IPv6 主机所发送封包的跳跃限制，这些主机
使用来自此接口的 RA 以进行地址自动配置。将“当前跳跃限制”值设置为零表示
未指定跳跃数。

在下例中，将“当前跳跃限制”值设置为 50 个跳跃。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Current Hop Limit: 50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hop-limit 50

通告路由器特征
IPv6 接口可使用 RA 向在线主机通知路由器属性，包括接口的“链路层”(MAC) 地
址和路由器优先级。

链路层地址设置

启用“链路层地址”标志将引导 IPv6 接口在外向 RA 消息中包括接口的“链路
层”(MAC) 地址。

注意 : 以太网的缺省链路 MTU 值为 1500 个字节。PPPoE 的缺省值为 1490 个字节。该
值必须介于 1280 至 1500 之间。可更改某些平台的 MTU 值。请参阅安全设备随
附的文档，以查看是否可配置 MTU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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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将启用“链路层地址”标志。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Link Layer Address: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link-address

通告路由器优先级

“通告路由器优先级”设置指定路由器的优先级。

主机接收到来自 IPv6 接口的 RA 且存在其它 IPv6 路由器时，优先级决定主机将接
口视作主路由器还是次路由器。

在下例中，将优先级设置为“高”，这样可将接口指定为主路由器。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vertised Router Preference: High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preference high

配置邻接方发现参数
配置接口以实现 IPv6 操作时，接口必须查找并确认与接口相同的链路上邻接方的
存在。“邻接方发现”(ND) 允许设备在本地链路中跟踪邻接方的可达性状态。

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

启用“邻接方不可达性检测”(NUD) 将引导接口执行 NUD。表中的每个条目表示
一个邻接方，其中包括该邻接方的当前可达性状态。

在下例中，将启用 IPv6 接口 ethernet3 的 NUD。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UD (Neighbor Unreachability Detection):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nd nud

MAC 会话缓存

缺省情况下，接口使用 MAC 地址会话缓存来提高地址解析的速度和效率。启用 
"always-on-dest" 设置将指示接口绕过该过程。在向邻接方传输信息流前，接口会
始终查阅“邻接方高速缓存”表，而不会在会话中缓存 MAC 地址。

要绕过 MAC 会话缓存，请输入以下 CLI 命令 : 

set ndp always-on-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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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邻接方高速缓存条目

要在“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创建静态条目，请使用 CLI 命令 set ndp 来设置 NDP 
( 邻接方发现参数 )。

set ndp ip_addr mac_addr interface

其中 : 

ip_addr 为邻接方 IPv6 地址。

mac_addr 为邻接方 MAC 地址。

interface 为设备界面。

在下例中，将在“邻接方高速缓存”表中启动新条目。

Neighbor IP address 32f1::250:af:34ff:fe27

MAC address 1234abcd1234

Device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ndp 32f1::250:af:34ff:fe27 1234abcd1234 ethernet3

要删除条目，请输入 unset ndp ip_addr interface 命令。

基本可到达的时间

当 IPv6 接口向邻接方传输“邻接方请求”(NS) 消息和接收回复的“邻接方通告”
(NA) 消息时，设备将邻接方可达性状态设置为“可到达”。“基本可到达的时
间”设置指定接口保持“可到达”状态的大致时间长度 ( 以秒表示 )。

经过该时间间隔后，状态将转换为“失效”模式。

在下例中，将“基本可到达的时间”( 对于 IPv6 接口 ethernet3) 设置为 45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Base Reachable Time: 45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nd base-reachable-time 45

注意 : “基本可到达的时间”设置仅指定状态保持为“可到达”的实际时间的近似值。
准确的时间间隔称为“可到达的时间”。接口将“基本可到达的时间”作为一个
基准值，以此来随机地确定“可到达的时间”。这样产生的“可到达的时间”通
常为“基本可到达的时间”设置的 50% 至 15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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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查时间

条目状态为“未完成”或“始终探查”时 ( 相当于邻接方为下一跳跃网关时 )，接
口将尝试确认邻接方的可达性。每个尝试称为一次探查。在探查期间，接口向邻
接方传输 NS 请求。端点主机状态模式“探查时间”设置指定探查之间的时间间
隔 ( 以秒表示 )。

在下例中，将“探查时间”( 对于 IPv6 接口 ethernet3) 设置为 3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transmission Time: 3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nd probe-time 3

重新传输的时间

IPv6 接口开始探查时，它向邻接方传输 NS 请求。“重新传输的时间”设置指定在 
NS 请求之间经过的时间间隔 ( 以秒表示 )。

在下例中，将“重新传输的时间”( 对于 IPv6 接口 ethernet3) 设置为 2 秒。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transmission Time: 2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nd retransmit-time 2

复制地址检测重试计数

“复制地址检测”(DAD) 确定是否有多个在线设备具有相同的单播地址。“DAD 
重试计数”设置指定执行 IPv6 接口的 DAD 时所发送的连续 NS 消息数。

在下例中，将“DAD 重试计数”( 对于 IPv6 接口 ethernet3) 设置为 2 次。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DAD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 Retry Count: 2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nd dad-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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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IPv6 接口参数

可从 WebUI 或 CLI 中查看 IPv6 配置信息。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IPv6

CLI

get interface

查看邻接方发现配置
可使用 WebUI 或 CLI 查看当前“邻接方发现”(ND) 设置。在下例中，将显示 IPv6 
接口 (ethernet3) 的当前 ND 设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

CLI

g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config

查看当前 RA 配置
在配置 IPv6 接口以将其用作 IPv6 路由器之前，建议先检查当前 RA 配置。

在下例中，将显示 IPv6 接口 ethernet3 的 RA 配置设置。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IPv6 接口 ethernet3): 查看当前设置。

CLI

g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查看 IPv6 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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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范例

本节包含 IPv6 路由器和主机配置的范例。仅显示 CLI 命令。

IPv6 路由器
此范例显示运行于“IPv6 路由器”模式中，且带有两个接口的安全设备 :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3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transmit

IPv6 主机
以下命令用于配置 IPv6 主机 : 

CLI ( 设备 B)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20.1.1.2/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33333333333333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accept
配置范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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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连接和网络服务

启用 IPv6 的接口支持“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DHCPv6) 和“以太网点对点
协议”(PPPoE)。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34 页上的“概述”

第 34 页上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第 34 页上的“设备唯一标识”

第 35 页上的“身份关联前缀指定标识”

第 35 页上的“前缀功能”

第 36 页上的“服务器优先级”

第 36 页上的“配置 DHCPv6 服务器”

第 38 页上的“配置 DHCPv6 客户端”

第 39 页上的“查看 DHCPv6 设置”

第 40 页上的“配置域名系统服务器”

第 41 页上的“请求 DNS 和 DNS 搜索列表信息”

第 42 页上的“设置代理 DNS 地址分隔”

第 44 页上的“配置 PPPoE”

第 46 页上的“设置分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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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介绍下列网络和连接服务 :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DHCPv6)

域名系统 (DNS)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PPPoE)

分片

下一节将对各个网络或连接服务进行概述。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IPv6 路由器只能作为 DHCPv6 服务器。IPv6 主机只能作为 DHCP 客户端。

作为 DHCPv6 客户端，接口可请求 ( 通过 DHCPv6 服务器 ): 

跨越管理边界指定永久性前缀。服务器无需知道目标本地网络的拓扑。例
如，通过 DHCP 客户端，ISP 可使用 DHCPv6 将前缀指定给下游网络。要
加速客户端 / 服务器的交互，客户端可请求快速提交 ( 如果已启用 )。快速
提交可将消息数从四减少到二。

可用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该接口还可请求 DNS 搜索列表信息。此列表包
含部分域名，这些域名通过将输入的用户名连接到域名来协助 DNS 搜索。

作为 DHCPv6 服务器，接口可将两种服务全部提供给 DHCPv6 客户端。要加速前
缀的指定，可将 IPv6 路由器配置为 DHCPv6 服务器，从而支持快速提交选项。也
可设置服务器优先级选项。

设备唯一标识
设备唯一标识 (DUID) 用于识别网络设备，如主机或路由器。可使用 DUID ( 或与 
DUID 关联的名称 ) 来确定设备如何为具有特定 DUID 的特定路由器或主机执行前
缀指定。

注意 : 有关使用快速提交选项的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3315 和 3633。

注意 : DHCPv6 可辅助地址自动配置。服务不可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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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关联前缀指定标识
“身份关联前缀指定标识”(IAPD-ID) 是用于标识服务器上某个前缀的正整数。客
户端可使用该值从服务器请求特定前缀。如果指定了一个非零的 IAPD-ID 值，该值
将静态地映射到服务器上有相同 IAPD-ID 的单个前缀。如果指定了一个为零的 
IAPD-ID 值或省略了该值 ( 缺省情况下将向其指定一个零值 )，该 IAPD-ID 值将动
态地映射到服务器上的前缀池。设备将所有带有零 IAPD-ID 的前缀作为属于此池的
前缀来处理。

DHCPv6 服务器的每个客户端 DUID 多可包含 16 个前缀。

前缀功能
DHCPv6 服务器指定的前缀包含下列元素 : 

顶级聚合器 (TLA)，用于识别路由层次中的 高级别 (IPv6 地址的 左边部分)。
TLA 通常用于为组织 ( 如 ISP) 指定拥有的地址空间。可使用前缀长度指定 TLA 
长度。

本地站点聚合器 (SLA)，用于识别组织使用的网络或子网。

例如，服务器可以指定下列前缀 : 

2001:908e:1::/48

其中 : 

TLA 为 2001:908e

SLA 为 1

同一服务器也可以指定下列前缀 : 

2001:908e:2::/48

其中 : 

TLA 为 2001:908e

SLA 为 2

两个范例中的 SLA 不同，这意味着这两个前缀分别映射到不同的网络，但都属于
拥有的同一个地址空间。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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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优先级
设备向 DHCPv6 客户端发送 DHCP 通告消息时，可选择在其中包含服务器优先级
值。DHCPv6 客户端使用该值选择一个服务器来而不选择另一个服务器。

缺省值为 -1，表示发送给客户端的通告消息中没有优先级。可将该值设置于 0 (
低优先级 ) 到 255 ( 高优先级 ) 之间。

在下例中，将接口 ethernet1/2 的服务器优先级设置为 高优先级 255。

WebUI

Network > DHCPV6 > Edit ( 服务器 ): 在 "Server Preference Number" 字段中
输入 255，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dhcp6 server preference 255

配置 DHCPv6 服务器
在允许 终用户访问外部网络的环境 (如 ISP) 中，可设置安全设备以指定具有不同 
SLA 的不同前缀。图 9 显示了上游 IPv6 路由器设置为向下游路由器指定 DHCPv6 
前缀。

IPv6 路由器指定了两个前缀，每个具有不同的 SLA。下游 CPE 路由器可使用两个
不同的 SLA 将前缀指定给两个不同的网络。

图 9:  DHCPv6 前缀指定

ethernet3
下游 CPE 路由器 : 上游 ISP 路由器 : 

MAC: 112233445566
DUID: 00:03:00:01:11:22:33:44:55:66
ethernet3 IPv6 模式 : 路由器
ethernet3 DHCPv6 模式 : 服务器

指定的前缀 : 
IAPD 110、 2001:908e:abcd:a::/64、 ethernet2、 SLA 1
IAPD 201、 2001:908e:abcd:b::/64、 ethernet2、 SLA 2

ethernet4

ethernet3
A

B

C

主机 A DUID: 
00:03:00:00:00:00:00:00:00:25
自动配置的 IPv6 地址 : 
2001:908e:abcd:a:1::25/64

主机 B DUID: 
00:03:00:00:00:00:00:00:00:16
自动配置的 IPv6 地址 : 
2001:908e:abcd:a:1::16/64

主机 C DUID: 
00:03:00:00:00:00:00:00:00:39
自动配置的 IPv6 地址 : 
2001:908e:abcd:b:2::39/64

MAC: aabbccddeeff
DUID: 00:03:00:01:aa:bb:cc:dd:ee:ff
ethernet2 IPv6 模式 : 主机
ethernet2 DHCPv6 模式 : 客户端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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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将接口 ethernet3 配置为 DHCPv6 服务器，并在上游 ISP 路由器上指定
了两个前缀。这些前缀随后可用于指定给下游用户端设备 (CPE) 路由器。

指定下游客户端 DUID 00:03:00:01:aa:bb:cc:dd:ee:ff。这样便允许客户端从服
务器请求前缀指定。

指定下列前缀 : 

2001:908e:abcd:a::/64、SLA 1、IAPD 110、首选生存期 259200 秒、有效
生存期 345600 秒

2001:908e:abcd:b::/64、SLA 2、IAPD 201、首选生存期 172800 秒、有效
生存期 345600 秒

由于是非零的 IAPD 编号，服务器将静态 ( 非动态 ) 地指定两个前缀。

WebUI

1. 服务器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Network > DHCPV6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下游客户端标识

Network > DHCPv6 > DUID/Prefix Delegation List ( 对于 ethernet3) > New 
DUID

3. 指定的前缀

Network > DHCPv6 > DUID/Prefix Delegation List ( 对于 ethernet3) > Add 
Prefix Entry

CLI

1. 服务器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2. 下游客户端标识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client-duid 

00:03:00:01:aa:bb:cc:dd:ee:ff

3. 指定的前缀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pd duid 

00:03:00:01:aa:bb:cc:dd:ee:ff iapd-id 110 prefix 2001:908e:abcd:a::/64 
259200 3456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pd duid 
00:03:00:01:aa:bb:cc:dd:ee:ff iapd-id 201 prefix 2001:908e:abcd:b::/64 
172800 345600

save

注意 :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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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v6 客户端
在下列中，将下游 CPE 路由器配置为 DHCPv6 客户端。该路由器随后可从上游路
由器请求前缀，并自动把从前缀获取的 IPv6 地址存入本地主机。请参阅图 9。

指定 DUID 为 00:03:00:01:11:22:33:44:55:66 的服务器作为首选服务器

从该服务器请求下列首选前缀 : 

2001:908e:abcd:a::/64、SLA 1、IAPD 110、首选生存期 259200 秒 (3 天 )、
有效生存期 345600 秒 (4 天 )

2001:908e:abcd:b::/64、SLA 2、IAPD 201、首选生存期 172800 秒 (2 天 )、
有效生存期 345600 秒 (4 天 )

指定 ethernet3 和 ethernet4 作为下游接口。

所含 SLA 为 1 的前缀转发到 ethernet3

所含 SLA 为 2 的前缀转发到 ethernet4

WebUI

1. 下游 CPE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4)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2. 客户端接口 ( 到达上游路由器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DHCPv6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3. 首选前缀 ( 来自上游路由器 )
Network > DHCPv6 > Prefix Assignment List ( 对于 ethernet2) > 
Learned (Suggested) Prefix add

4. 下游接口

Network > DHCPv6 > Prefix Assignment List ( 对于 ethernet2) > Prefix 
Distribution add

注意 :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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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下游 CPE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2. 客户端接口 ( 到达上游路由器 )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options request pd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prefer-server 

00:03:00:01:11:22:33:44:55:66

3. 首选前缀 ( 来自上游路由器 )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pd iapd-id 110 prefix 2001:908e:abcd:a::/64 

259200 345600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pd iapd-id 201 prefix 2001:908e:abcd:b::/64 

172800 345600

4. 下游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pd iapd-id 110 ra-interface ethernet3 sla-id 1 

sla-len 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pd iapd-id 201 ra-interface ethernet4 sla-id 2 

sla-len 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enable
save

查看 DHCPv6 设置
可以通过命令行接口查看 DHCPv6 服务器和客户端设置。

要查看 DHCPv6 设置，请输入以下命令 : 

g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dhcp6

输出范例 : 

device-> get interface ethernet1/2 dhcp6
DHCPv6 Configuration, enabled.
-------------------------------------------------------------------
        Mode             : server
        DUID             : 00:03:00:01:00:10:db:7a:c1:08
        Interface        : ethernet1/2
        Allow rapid-commit: yes
        Preference       : 255
-------------------------------------------------------------------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6 3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40
配置域名系统服务器

要使用域名系统 (DNS) 进行从域名到地址的解析，必须通过输入首选 DNS 服务器
和备选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对设备进行配置。配置时选择的 DNS 服务器可以使
用 IPv4 或 IPv6 地址。

图 10 显示了位于路由器后面的 Untrust 区段中的首选和备选 DNS 服务器。

图 10:  域名系统服务器

在下例中，将指定一个 IPv6 服务器作为首选服务器，以及一个 IPv4 服务器作为备
选服务器。

首选服务器 IPv6 地址为 2001:35af::23

备选服务器 IPv4 地址为 1.1.1.24

DNS 在每天 11:00pm 时刷新

WebUI

Network > DNS > Host

CLI

set dns host dns1 2001:35af::23
set dns host dns2 1.1.1.24
set dns host schedule 23:00
save

Trust Untrust
首选 DNS 服务器
(IPv6): 
2001:35af::23

备选 DNS 服务器
(IPv4): 
1.1.1.24
配置域名系统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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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DNS 和 DNS 搜索列表信息
图 11 显示了一个 DHCPv6 服务器和一个 DHCPv6 客户端。DHCPv6 客户端从 
DHCPv6 服务器上的接口 ethernet3 接收有关 DNS 设备的信息。该接口自动传输有
关首选、备选和三级 DNS 服务器的信息。DHCPv6 客户端随后可向任何 DNS 服务
器发送 DNS 服务请求。

图 11:  DNS 服务器和 DHCPv6 客户端

WebUI ( 服务器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Network > DHCPv6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WebUI ( 客户端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Network > DHCPv6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CLI ( 服务器 )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dns dns1 3af4:45ef::1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dns dns2 3af4:45ef::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hcp6 server options dns dns3 3af4:45ef::43
save

CLI ( 客户端 )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options request dn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dhcp6 client options request search-list
save

互联网DNS1
DNS2

DNS3
DHCPv6 客户端接口 (ethernet2) 
使用该信息向 DNS 服务器传输 
DNS 服务请求。

ethernet3

DNS 服务器信息 : 

DNS1: 3af4:45ef::12

DNS2: 3af4:45ef::22

DNS3: 3af4:45ef::43

DHCPv6 客户端

DHCPv6 服务器

ethernet2

DHCPv6 服务器接口 (ethernet3) 
向客户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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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代理 DNS 地址分隔
ScreenOS 支持代理 DNS 地址分隔，通过它可将选择的域名查询发送给特定的 DNS 
服务器。地址分隔有两大优点 : 

减少开销。可减少 DNS 服务器处理无关的服务请求。

保护信息流。可对发送到 DNS 服务器的查询执行 IPSec 通道设定。

DNS 代理依据部分或全部域名，有选择性地将 DNS 查询重定向到特定的 DNS 服务
器。这在 VPN 通道或 PPPoE 虚拟链路提供多个网络连接时非常有用，并且有必要
将一些 DNS 查询引导到一个网络，同时将其它查询引导到另一网络。

以下是 DNS 代理的一些优点 : 

域查找通常更有效。例如，针对企业域 ( 例如 marketing.acme.com) 的 DNS 查
询可能仅转到企业 DNS 服务器，而所有其它的 DNS 查询转到 ISP DNS 服务
器，这样就减少了企业服务器上的负载。此外，这样做还可防止企业域信息泄
漏到互联网上。

DNS 代理允许您通过通道接口传输选定的 DNS 查询，这样可以阻止恶意用户
知道内部网络配置。例如，绑定到企业服务器的 DNS 查询可以通过通道接
口，并使用安全功能 ( 例如，认证、加密和反回放 )。

在下例中，将创建两个代理 DNS 条目，这些条目有选择性地将 DNS 查询转发给不
同的服务器。请参阅图 12。

图 12:  代理 DNS 使用分隔服务器

juniper.net => 63.126.135.170

1.1.1.23

tunnel.1

ethernet3

acme.com
acme_eng.com

juniper.net
63.126.135.170

acme.com =>
2001.2efa::2

企业
DNS 服务器

3aff:7483::fe34

3aff:7483::fe21

acme_eng.com =>
2001.2e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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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域名 acme.com 且具有 FQDN 的任何 DNS 查询都要经过通道接口 
tunnel.1，然后到达 IPv6 地址为 3aff:7483::fe34 的企业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发出 www.acme.com 的 DNS 查询，则设备会自动将查询引导
到该服务器。( 在本例中，假设服务器将查询解析为 IPv6 地址 2001.2efa::2。)

包括域名 acme_engineering.com 且具有 FQDN 的任何 DNS 查询都要经过通道
接口 tunnel.1，然后到达 IPv6 地址为 3aff:7483::fe21 的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发出 intranet.acme_eng.com 的 DNS 查询，则设备会将查询引
导到该服务器。( 在本例中，假设服务器将查询解析为 IPv6 地址 
2001.2efa::5。)

所有其它的 DNS 查询 (以星号标明) 均绕过企业服务器，并经过接口 ethernet3 
到达 IPv4 地址为 1.1.1.23 的 DNS 服务器。

例如，如果主机名和域名是 www.juniper.net，则设备自动绕过企业服务器，
并将查询引导到 DNS 服务器，该服务器将查询解析为 IPv4 地址 
63.126.135.170。

WebUI

Network > DNS > Proxy

Network > DNS > Proxy > New

CLI

set dns proxy
set dns proxy enable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acme.com outgoing-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server 3aff:7483::fe34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acme_eng.com outgoing-interface tunnel.1 

primary-server 3aff:7483::fe21
set dns server-select domain *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imary-server 

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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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PPoE

启用 IPv6 的接口可作为“以太网点对点协议”(PPPoE) 客户端，该客户端允许 IPv6 
以太网 LAN 的成员与其 ISP 建立单独的 PPP 连接。由于具有 IPv4 实现方案，设备
将每个外向 IP 数据包封装到 PPP 负荷中，然后将 PPP 负荷封装到 PPPoE 负荷中。
如果 ISP 使用 PPPoE 作为其客户的互联网访问协议，则 PPPoE 允许在这些 ISP 所
运营的数字用户线 (DSL)、Ethernet Direct 和电缆网络上兼容地运行设备。

在接口级设置 PPPoE，然后启用接口。该接口与接入集中器首先就互联网协议控
制协议 (IPCP) 前缀进行协商，然后协商 IPv6 控制协议 (IPv6CP) 前缀。

设置接口 PPPoE ( 双栈模式 ) 包含以下步骤 : 

1. 创建带有用户名和密码 PPPoE 实例。

2. 指定 PPPoE 实例从 PPPoE 接入集中器 (AC) 获取 IPv4 和 IPv6 前缀。

3. 将设备配置为 IPv6 主机模式。

启用接口的 PPPoE 后，接口将与 AC 协商 IPCP 前缀，然后协商 IPv6CP 前缀。这
些尝试之一或两者都可能成功。如果两者都成功，接口将以双栈模式运行。否则，
将以单栈模式运行。

在下例中，将接口 ethernet3 配置为使用 PPPoE。

PPPoE 实例名为 NY_Office 并绑定到 ethernet3

PPPoE 用户名为 Richard_B，密码为 er5cmdj

PPPoE 实例首先获取 IPv4 地址，然后获取 IPv6 地址

注意 : 有关双栈 IPv6 环境中 PPPo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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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显示了 PPPoE 客户端和服务器交换。

图 13:  PPPoE 客户端和服务器

WebUI

1. PPPoE 实例

Network > PPPoE > New

2. 客户端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CLI

1. PPPoE 实例
set pppoe name NY_Office username richard_b password er5cmdj
set pppoe name NY_Office ppp ipcp ipv6cp
set pppoe name NY_Office interface ethernet3

2. 客户端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ethernet3

客户端接口 (ethernet3) 
向 PPPoE 服务器发送
一个前缀请求。

PPPoE
服务器

PPPoE 服务器向 ethernet3 发送 
IPv4 前缀、 IPv6 前缀或两者都
发送。如果接口获得两个前
缀，它将以双栈模式运行。

注意 :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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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片

运行 ScreenOS 的 IPv6 路由器使用路径 MTU 与 MTU 相结合以确定分片。

IPv6 接口首先确定路径 MTU 是否等于路径中首个跳跃的 MTU。如果任何在该路径
上发送的封包太大，不能通过路由器沿着路径转发，路由器将丢弃该封包并将一条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version 6 (ICMPv6) Packet Too Big (PTB)" [ 控制消息协议
版本 6 (ICMPv6) 封包过大 (PTB)] 消息返回给源路由器。一旦收到 PTB 消息，源路
由器将减少其路径 MTU 以匹配 PTB 消息中报告的 MTU。在路径 MTU 发现过程结
束之前，该问题可能会发生几次，因为数据包可能必须沿着路径进一步转发给带有
更小 MTU 的路由器。

设备将路径 MTU 应用于通过设备的信息流以及设备产生的信息流。对于通过的信
息流，如果在数据流层将封包从接口转发出去之前需要进行分片，则接口将发送回
一条 ICMPv6 PTB 消息，同时将 MTU 设置为外向接口的 MTU。

如果要进行分片，必须为接口启用路径 MTU。如果设备接收配置的值，可将值设
置为 1280 到 1500 之间。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在 "Maximum Transfer Unit (MTU) Admin MTU" 中 : 输入 MTU 值，然后单
击 OK。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trust-vr mtu 1280
save

注意 : 有关 IPv6 的路径 MTU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1981。

注意 : 如果设备不允许配置路径 MTU，其值为 1500。

注意 : 有关启用分片时的手动通道技术的高级配置范例，请参阅第 120 页上的“启用分
片时的手动通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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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静态和动态路由

ScreenOS 可通过下一代路由信息协议 (RIPng) 支持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48 页上的“概述”

第 48 页上的“双路由表”

第 49 页上的“静态和动态路由”

第 49 页上的“上游和下游前缀指定”

第 50 页上的“静态路由”

第 51 页上的“RIPng 配置”

第 52 页上的“创建和删除 RIPng 实例”

第 53 页上的“启用和禁用接口上的 RIPng”

第 54 页上的“全局 RIPng 参数”

第 54 页上的“通告缺省路由”

第 55 页上的“拒绝缺省路由”

第 55 页上的“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第 56 页上的“重新分配路由”

第 57 页上的“通过设置更新临界值防止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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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页上的“RIPng 接口参数”

第 58 页上的“路由、接口和偏移度量值”

第 61 页上的“配置水平分割并同时启用毒性逆转”

第 62 页上的“查看路由和 RIPng 信息”

第 62 页上的“查看路由表”

第 62 页上的“查看 RIPng 数据库”

第 63 页上的“按虚拟路由器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第 64 页上的“按接口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第 65 页上的“查看 RIPng 邻接方信息”

第 66 页上的“配置范例”

第 66 页上的“启用通道接口上的 RIPng”

第 68 页上的“避免信息流回流到 ISP 路由器”

第 76 页上的“将 Null 接口重新分配设置为 OSPF”

第 77 页上的“将发现的路由重新分配给 OSPF”

第 77 页上的“设置 OSPF 汇总导入”

概述

双栈体系结构允许安全设备接收、处理和转发 IPv6 信息流，而且支持分配一个 
IPv4 地址和至少一个 IPv6 前缀 ( 或两者 )。这使得设备可在不同的网络之间交换数
据包，并且支持涵盖于不同的 WAN 中枢的远程网络之间的安全策略。

下一节将介绍 IPv4/IPv6 路由表，以及静态和动态路由概念。

双路由表
如果某个接口配置为同时具有 IPv4 和 IPv6 地址，则接口所绑定的虚拟路由器包含
两个单独的路由表 : 一个用于 IPv4 条目，另一个用于 IPv6 条目。两个表都驻留于
同一虚拟路由器中。

例如，如果将一个接口绑定到一个绑定于 trust-vr 虚拟路由器的区段，然后将接口
配置为双栈模式，则 trust-vr 虚拟路由器将建立并维护一个 IPv4 路由表和一个 
IPv6 路由表。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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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显示了具有两个以太网接口的安全设备 : 

ethernet1 以双栈模式运行，并维护两个路由表。

ethernet3 仅以 IPv4 模式运行。ethernet3 的 trust-vr 仅维护一个路由表。

图 14:  双栈路由器行为

静态和动态路由
ScreenOS 可通过下一代路由信息协议 (RIPng) 支持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该协议
为内部网关协议 (IGP)，使用距离向量算法来确定到达目的地的 佳路由，以跳跃
计数作为度量值。RIPng 支持路由重新分配导入已知的路由，从一个运行不同协议
的路由器导入到当前的 RIPng 路由实例中。例如，可以把静态路由从一个虚拟路
由器导入到 RIPng 实例中。RIPng 仅可用于 IPv6 网络中。

上游和下游前缀指定
在某些网络拓扑中，设备向下游设备指定前缀，下游设备可使用这些前缀来自动配
置其它设备。例如，企业 WAN 可使用多个安全设备，使用方式如下 : 

用户端设备 (CPE) 路由器向本地主机指定 IP 地址

网关路由器向 CPE 路由器指定子网前缀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路由器的更远上游向网关路由器指定网络前缀

ethernet1

trust-vr 

IPv4 路由条目 IPv6 路由条目

目标 使用 目标 使用

10.1.1.0/24 ethernet3

10.2.2.0/24 ethernet2

1.1.1.0/24 ethernet3

0.0.0.0/0 trust-vr

32f1::250:af:34ff:fe00/64 ethernet1

27a6::210:ea1:71ff:fe36 ethernet3

2002::/0 ethernet3

:::/0 untrust-vr

ethernet3

trust-vr 

IPv4 路由条目

目标 使用

10.1.1.0/24 ethernet1

10.2.2.0/24 ethernet2

1.1.1.0/24 ethernet3

0.0.0.0/0 untrust-vr

IPv4 子网 : 10.1.1.1/24
IPv6 前缀 : 32f1::34ff:fe01/64

IPv4 地址 : 1.1.1.1/24

注意 : 有关 RIPng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080 和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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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路由

配置 IPv6 接口静态路由的过程与 IPv4 接口的相同。不同的是地址的表示法。有关 
IPv4 静态路由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1 页上的“静态路由”。

在下例中，将配置两个接口。

ethernet2 IPv4 地址为 1.1.2.1/24 ( 可选 )

在路由器模式下配置的 ethernet2 的 IPv6 地址为 32f1:250a::02/48

ethernet2 绑定到 trust 区段，并启用向本地主机发送路由通告

在路由器模式下配置的 ethernet3 的 IPv6 地址为 32f1:250a::03/48

两个静态路由条目 : 

ethernet2 的 32f1:250a::01/48，通告给本地主机

ethernet3 的 ::/0，外部网关为 27a6::210:ea1:71ff:fe36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2) Static IP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2) > IPv6 > ND/RA Settings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ethernet3)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trust-vr) > Gateway: ( 选择 )
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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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1.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2f1:250a::02/48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32f1:250a::03/48

2.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2f1:250a::01/48 interface ethernet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7a6::210:ea1:71ff:fe36

RIPng 配置

可以在安全设备上基于每个虚拟路由器来创建 RIPng。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虚拟路
由器 (VR)，则可启用多个 RIPng 实例。

本节介绍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RIPng 的以下基本步骤 : 

1. 在 VR 中创建 RIPng 路由实例。

2. 启用 RIPng 实例。

3. 在连接到其它 RIPng 路由器的接口上启用 RIPng。

4. 将通过不同路由协议 ( 例如 OSPF、BGP 或静态配置的路由 ) 获知的路由重新
分配给 RIPng 实例。

本节将逐一介绍如何使用 CLI 或 WebUI 执行上述任务。

另外，还可配置如下的 RIPng 参数 : 

在 VR 级上为 RIPng 设置的全局参数，例如计时器和可信任的 RIPng 邻接方 
( 请参阅第 54 页上的“全局 RIPng 参数”)

基于每个接口为 RIPng 设置的接口参数 ( 请参阅第 58 页上的“RIPng 接口参
数”)

注意 : 在安全设备上配置动态路由协议之前，应先分配 VR I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 卷 :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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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删除 RIPng 实例
可在安全设备的特定虚拟路由器 (VR) 上创建并启用 RIPng 路由实例。在 VR 上创
建并启用 RIPng 路由实例后，RIPng 可在 VR 中所有启用 RIPng 的接口上传送和接
收数据包。

在 VR 中删除 RIPng 路由实例时，VR 中所有接口的相应 RIPng 配置也会被删除。

有关 VR 以及在安全设备上配置 V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创建 RIPng 实例

可在 trust-vr 上创建 RIPng 路由实例，然后启用 RIPng。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输入虚拟路由器 ID，
然后选择 Create RIPng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ng，然后单击 OK。

CLI

1. 路由器 ID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r-id 10

2. RIPng 路由实例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enable
save

删除 RIPng 实例

在本例中，将禁用 trust-vr 中的 RIPng 路由实例。在 trust-vr 中所有启用 RIPng 的
接口上，RIPng 会停止传送及处理数据包。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取消选择 "Enable RIPng"，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Delete RIPng 
Instance，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 OK。

CLI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enable
un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save
RIPn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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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接口上的 RIPng
在缺省情况下，已在虚拟路由器 (VR) 中的所有接口中禁用 RIPng，因此必须在接
口上明确启用 RIP。在接口级上禁用 RIPng 后，RIPng 不会在指定接口上传输或接
收数据包。在接口上禁用 RIPng 后，设备仍保留接口配置参数。

启用接口上的 RIPng
在本例中，将启用 Trust 接口上的 RIPng。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ng: 选择 Protocol RIPng 
Enable，然后单击 Apply。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enable
save

禁用接口上的 RIPng
在本例中，将禁用 Trust 接口上的 RIPng。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protocol 
ripng 命令可从接口解除现有 RIPng 实例的绑定。要禁用接口的 RIP，请输入 
uns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protocol ripng enable 命令，然后保存。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 ( 对于 Trust) > RIPng: 清除 Protocol RIPng Enable，然后
单击 Apply。

CLI

un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un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enable
save

注意 : 如果在 VR 中禁用 RIPng 路由实例 ( 请参阅第 52 页上的“删除 RIPng 实例”)，
RIPng 将禁止 VR 中所有接口传输及处理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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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RIPng 参数

本节介绍可以在虚拟路由器 (VR) 级上配置的 RIPng 全局参数。在 VR 级上配置 
RIPng 参数后，该参数设置会影响所有启用 RIPng 的接口上的操作。通过 CLI 中的 
RIPng 路由协议环境或通过使用 WebUI，可以修改全局参数的设置。

表 2 列出了 RIPng 全局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2:  全局 RIPng 参数及缺省值

通告缺省路由
可以更改 RIPng 配置以包括缺省路由 ( 非 RIPng 路由 ) 的通告，并可更改与特定 
VR 路由表中缺省路由关联的度量值。

在缺省情况下，不将缺省路由 (::/0) 通告给 RIPng 邻接方。以下命令将缺省路由通
告给 trust-vr VR 中的 RIPng 邻接方，度量值为 5 ( 必须输入一个度量值 )。路由表
中必须存在该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 选择 )
Metric: 5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adv-default-route metric number 5
save

RIPng 全局参数 说明 缺省值

通告缺省路由 指定是否通告缺省路由 (::/0)。 禁用

缺省度量值 通过其它协议 ( 例如 OSPF 或 BGP) 向 RIPng 导入路由的缺省度量值。 10

刷新计时器 指定自路由失效起，经过多久后被删除，以秒为单位。 120 秒

无效计时器 指定自邻接方停止发送路由通告起，经过多久后该路由无效，以秒为单位。 180 秒

大邻接方数 允许的 大 RIPng 邻接方数。要列出特定接口的邻接方，请输入 ge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protocol ripng 命令。

256

重新分配路由 提供一种转发来自另一个动态路由选择协议 ( 例如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协
议 ) 或静态路由的信息流的方式。

禁用

拒绝缺省路由 指定 RIPng 是否拒绝通过其它协议获知的缺省路由。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拒绝缺
省路由”。

禁用

内向路由图 为 RIPng 将要获知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外向路由图 为 RIPng 将要通告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更新临界值 指定在更新计时器超时之前，设备处理的更新次数。如果将临界值设置为 5 并且在
更新计时器超时之前接收到 10 次更新 ( 非路由数 )，则设备将丢弃 后 5 次更新。
在重置更新计时器之后，将接受另外 5 次更新以及更多。

零 (0) 秒

可信任邻接方 指定定义 RIPng 邻接方的访问列表。如果不指定邻接方，RIPng 会通过组播或广播
的方式来检测接口上的邻接方。请参阅第 55 页上的“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所有邻接方都
是可信任的

更新计时器 指定何时将 RIPng 路由的更新发给邻接方，以秒为单位。 30 秒
全局 RIPng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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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缺省路由
在“路由迂回攻击”中，路由器将缺省路由 (::/0) 加入路由域中，以便将数据包返
回给自己。随后，该路由器可以丢弃数据包，引发服务中断，也可以在转发数据包
之前获得数据包中的机密信息。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缺省情况下 
RIPng 将接受在 RIPng 中获知的任何缺省路由，并将缺省路由添加到路由表中。

在下例中，将配置在 trust-vr 中运行的 RIPng 路由实例，以拒绝在 RIPng 中获知的
任何缺省路由。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Reject Default Route Learnt by RIPng: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reject-default-route
save

配置可信任邻接方
通过多路访问环境，可以相对轻松地将设备 ( 包括路由器 ) 连接到网络中。如果连
接的设备不可靠，则可能产生稳定性或性能问题。为防止出现这类问题，可使用访
问列表过滤允许成为 RIPng 邻接方的设备。在缺省情况下，RIPng 邻接方只能是虚
拟路由器 (VR) 所在子网中的设备。

在本例中，将为 trust-vr 中运行的 RIPng 路由实例配置以下全局参数 : 

大 RIPng 邻接方数为 1。

可信任邻接方的 IP 地址为 2eee::5/64，该地址在访问列表中指定。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Access List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0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eee::5/64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Trusted Neighbors: ( 选择 ), 10
Maximum Neighbo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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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set vrouter trust-vr
device(trust-vr)-> set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2eee::5/64 1
device(trust-vr)-> set protocol ripng
device(trust-vr/ripng)-> set max-neighbor-count 1
device(trust-vr/ripng)-> set trusted-neighbors 10
device(trust-vr/ripng)-> exit
device(trust-vr)-> exit
save

重新分配路由
路由重新分配是指在路由选择协议之间交换路由信息。例如，可以将以下类型的路
由重新分配给同一虚拟路由器 (VR) 中的 RIPng 路由实例 : 

通过 BGP 获知的路由

通过 OSPF 获知的路由

直接连接的路由

导入的路由

静态配置的路由

需要配置一个路由图过滤重新分配的路由。有关为重新分配路由创建路由图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7 卷 : 路由。

通过其它协议导入到 RIPng 的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10。可以更改缺省度量值 ( 请
参阅第 54 页上的“全局 RIPng 参数”)。

在本例中，将子网 2eee::/64 中的静态路由重新分配给 trust-vr 中的 RIPng 邻接
方。要进行此操作，首先要创建一个访问列表，以允许 2eee::/64 子网中的地址。
随后，将配置路由图，该路由图允许与配置的访问列表相匹配的地址。使用路由
图，可以指定将静态路由重新分配给 RIPng 路由实例。
全局 RIPng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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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Access List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20
Sequence No.: 1
IP/Netmask: 2eee::/64
Action: Permit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Route Map > New: 输入以下
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rtmap1
Sequence No.: 1
Action: Permit ( 选择 )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20 ( 选择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dd: 

Route Map: rtmap1 ( 选择 )
Protocol: Static ( 选择 )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20 permit ip 2eee::/64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name rtmap1 permit 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rtmap1 1 match ip 2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redistribute route-map rtmap1 protocol static
save

通过设置更新临界值防止泛滥
出现故障或遭受破坏的路由器可能使用 RIPng 路由更新数据包来欺骗其邻接方。
在虚拟路由器 (VR) 上，可以配置更新时间间隔内 RIPng 接口上可以接收的 大更
新数据包数，以避免更新数据包的泛滥。所有超过配置的更新临界值的数据包都将
被丢弃。如果不设置更新临界值，将接收所有数据包。

在包含的邻接方具有大型路由表的网络中，指定更新临界值会削弱安全设备获知有
效路由的能力。大型路由表接受并生成大量的路由更新，其中包括在给定时间内的
快闪更新。如果到达安全设备的更新数据包超出已更改临界值，则将被丢弃，并且
可能无法获知重要的路由。

在本例中，将 RIPng 在接口上接收的 大路由更新数据包数设置为 4。

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trust-vr) > Edit > Edit RIPng Instance: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ximum Number Packets per Update Time: ( 选择 ), 4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threshold-update 4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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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ng 接口参数

本节介绍在接口级上配置的 RIPng 参数。在接口级上配置 RIPng 参数后，该参数
设置会影响特定接口上的 RIPng 操作。使用 CLI 中的 interface 命令或通过 
WebUI，可以修改接口参数的设置。

表 3 列出了 RIPng 接口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 3:  RIPng 接口参数及缺省值

路由、接口和偏移度量值
RIPng 使用正整数来表示到达路由器所需的跳跃数。设备使用三个值来计算该跳
跃数 : 

路由度量值是一个与特定路由前缀相关的整数。

接口开销度量值是一个与特定接口 (该接口为 RIPng 操作而配置) 相关的整数。

偏移度量值是一个添加到总数的值。

设备获得总度量值的方法取决于信息流所流经的接口。

如果设备接收内向信息流，则总度量值为 : 

路由度量值 + 接口开销度量值 + 偏移度量值

如果接口传输外向信息流，则接口开销度量值不再适用，因此总度量值为 : 

路由度量值 + 偏移度量值

访问列表和路由图

在本例中，为 trust-vr 设置 IPv6 访问列表且访问控制列表 (ACL) ID 为 10，以及创
建前缀为 ::/0 的路由图。

RIPng 接口参数 说明 缺省值

RIPng 度量值 指定接口的 RIPng 度量值。 1

被动模式 指定接口只能接收 RIPng 数据包，但不能传输该数据包。 No

内向路由图 为 RIPng 将要获知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外向路由图 为 RIPng 将要通告的路由指定过滤器。 无。

水平分割 指定是否启用水平分割 ( 在发送到某接口的更新中不通告该接口
获知的路由 )。如果同时启用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则会在发送
到某接口的更新中通告该接口获知的路由 ( 度量值为 16)。

水平分割已启用。毒性逆转
已禁用。

注意 : 要创建 IPv4 访问列表和路由图，请参阅第 7-36 页上的“配置路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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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s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s (trust-vr) > New

CLI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access-list ipv6 10
set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0 10
set route-map ipv6 name rm_six permit 10
set match ip 10
end

静态路由重新分配

在下例中，为两个设备 ( 设备 A 和设备 B) 配置 RIPng。对于设备 B，向路由图接
收的度量值添加数值 2 ( 缺省值为 1)。

按以下方式配置设备 : 

设备 A 通过以下度量值将外向信息流传输给设备 B: 

路由度量值 (5) +

偏移度量值 ( 缺省值为 1)

外向数据包的 RIPng 总度量值为 6。

设备 B 通过以下度量值接收来自设备 A 的信息流 : 

路由度量值 (4) + 

接口开销度量值 (7) +

偏移度量值 (2)

内向数据包的 RIPng 总度量值为 13。

WebUI ( 设备 A)

1. IPv6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ND/RA Settings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RIPng

2. RIPng 虚拟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RIPng 
Instance

3. RIPng 接口度量值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RIPng 接口参数 5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60
CLI ( 设备 A)

1. IPv6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ng enable

2. RIPng 虚拟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advertise-def-route always metric 5

3. RIPng 接口度量值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protocol ripng metric 1

WebUI ( 设备 B)

1. IPv6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 ND/RA Settings

2. 静态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3. RIPng 虚拟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RIPng 
Instance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ng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Access List > New ( 对于 trust-vr)

4. IPv6 路由图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s > Route Map > New ( 对于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RIPng 
Instance

5. 静态路由重新分配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ng 
Instance > Redistributable Rules
RIPng 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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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B)

1. IPv6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accept

2. 静态路由
set route 3a51:94ef::1/48 interface trust metric 2 tag 23
set route 3a51:ee45::1/48 interface trust metric 3 tag 37

3. RIPng 虚拟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metric 7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ipv6 10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ipv6 10 permit ip 3a51::1/16 10

4. IPv6 路由图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ipv6 name abc permit 25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bc 25 match ip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bc 25 metric 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abc 25 offset-metric 2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route-map abc out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route-map abc out

5. 静态路由重新分配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redistribute route-map abc protocol static
save

配置水平分割并同时启用毒性逆转
在下例中，将对接口配置水平分割并同时启用毒性逆转。

WebUI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n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Split Horizon: Enabled with poison reverse ( 选择 )

CLI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split-horizon poison-revers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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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路由和 RIPng 信息

修改 RIPng 参数后，可以查看下列类型的 RIPng 详细信息 : 

数据库，它显示路由信息

协议，它给出虚拟路由器 (VR) 的 RIPng 和接口的详细信息

邻接方

查看路由表
可以通过 CLI 查看路由信息。

WebUI

CLI

get route v6

输出范例 : 

untrust-vr (0 entries)
--------------------------------------------------------------------------------
C - Connected, S - Static, A - Auto-Exported, I - Imported, R - RIP
iB - IBGP, eB - EBGP, O - OSPF,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trust-vr (6 entries)
--------------------------------------------------------------------------------
   ID          IP-Prefix      Interface         Gateway   P Pref    Mtr     Vsys
--------------------------------------------------------------------------------
*   5               ::/0          trust fe80::210:dbff:fe22:3017   U  251      2     none
*   2         3abc::1/64          trust fe80::210:dbff:fe22:3017   R  100     11     Root
*   3         2abc::1/64          trust fe80::210:dbff:fe22:3017   R  100     11     Root
*   6 2eee::210:dbff:fe20          trust              ::   C    1      0     Root
    1         2eee::1/64          trust fe80::210:dbff:fe22:3017   R  100      2     Root

查看 RIPng 数据库
可以通过 CLI 验证 RIPng 路由信息。可以选择查看包含所有 RIPng 数据库条目的
完整列表或单个条目。

在本例中，将查看 RIPng 数据库中的详细信息。通过附加所需 VR 的 IP 地址和网
络掩码，可以选择查看所有数据库条目，也可以将输出限制为单个数据库条目。

在本例中，指定 trust-vr 并附加前缀和 IP 地址 10.10.10.0/24，以只查看单个表条目。

WebUI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完整的路由表。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ng 数据库。
查看路由和 RIPng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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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database prefix 10.10.10.0/24

输入以下 CLI 命令后，可以查看 RIPng 数据库条目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database 10.10.10.0/24

RIPng 数据库包含下列字段 : 

DBID，条目的数据库标识符

Prefix，IP 地址和前缀

Nexthop，下一跳跃 ( 路由器 ) 的地址

If，连接的类型 ( 以太网或通道 ) 

分配的 Cost 度量值，用来指示离源的距离

Flags，可以是以下一项或多项 : multipath (M)、RIPng (R)、Redistributed (I)、
Advertised default (D)、Permanent (P)、Summary (S)、Unreachable (U) 或 Hold 
(H)。

在本例中，数据库标识符为 7，IP 地址和前缀为 2eee::/64，下一跳跃为 
2eee::100/64。这是一个开销为 2 的以太网连接。标志为 M 和 R，表示此路由为多
路径并使用 RIPng。

按虚拟路由器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虚拟路由器全部的 RIPng 信息来检查配置，或验证保存的更改是否处于
活动状态。通过将 interface 附加到 CLI 命令，可以将输出限制为仅接口汇总表。

WebUI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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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范例 : 

device->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VR: trust-vr 
----------------------------------
State: enabled
Version: 1
Default metric for routes redistributed into RIPng: 10
Maximum neighbors per interface: 256
Next RIPng update scheduled after: 7 sec
Advertising default route: disabled
Default routes learnt by RIPng will be accepted
Incom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Outgo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Update packet threshold is not configured
Total number of RIPng interfaces created on vr(trust-vr): 1

Update Invalid Flush (Timers in seconds)
-------------------------------------------------------------
    30     180   120

Flags: Split Horizon - S, Split Horizon with Poison Reverse - P, Passive - I

Interface   IP-Prefix        Admin      State    Flags   NbrCnt Metric Ver-Rx/Tx
--------------------------------------------------------------------------------
ethernet3/4 fe80::210:dbff:fe8d enabled    enabled  S            1      1   1/1

可以查看 RIPng 设置、数据包详细信息、RIPng 计时器信息和汇总的接口表。

按接口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特定接口全部的 RIPng 信息来检查配置，或验证保存的更改是否处于活
动状态。

WebUI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ng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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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get interface ethernet3/4 protocol ripng

输出范例 : 

VR: trust-vr 
----------------------------------
Interface: ethernet3/4, IP: fe80::210:dbff:fe8d:3ea0/64, RIPng: enabled, Router: 
enabled
Receive version 1, Send Version 1
State: Up, Passive: No
Metric: 1, Split Horizon: enabled, Poison Reverse: disabled
Incom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Outgoing routes filter and offset-metric: not configured
Current neighbor count: 1
Next update after: 16 sec
Transmit Updates: 30 (3 triggered), Receive Updates: 68
Update packets dropped because flooding: 0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0
Neighbors on interface ethernet3/4
-----------------------------------------------------------------------------
IpAddress       Version  Age          Expires      BadPackets BadRoutes
-----------------------------------------------------------------------------
fe80::210:dbf.. 1        00:12:13     00:02:39              0         0

查看 RIPng 邻接方信息
可以查看虚拟路由器 (VR) 有关 RIPng 邻接方的详细信息。可以检索有关所有邻接
方信息的列表，或通过附加所需邻接方的 IP 地址来检索特定邻接方的一个条目。
从这些统计中，可以检查路由器的状态，以及验证邻接方和安全设备之间的连接。

在下例中，将查看 trust-vr 的 RIPng 邻接方信息。

WebUI

CLI

g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neighbors

此命令产生类似于以下形式的输出 : 

n2-> get vr trust protocol ripng neighbors 
VR: trust-vr 
----------------------------------
Neighbors on interface trust
-----------------------------------------------------------------------------
IpAddress       Version  Age          Expires      BadPackets BadRoutes
-----------------------------------------------------------------------------
fe80::210:dbf.. 1        00:06:52     00:02:29              0         0

注意 : 必须使用 CLI 来查看 RIPng 邻接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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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查看 IP 地址外，还可以查看下列 RIPng 邻接方信息 : 

条目年龄

到期时间

坏数据包的数量

坏路由的数量

标志 : 静态 (S)、按需电路 (T)、NHTB (N)、中断 (D)、连接 (U)、轮询 (P) 或按需
电路初始化 (I)

配置范例

本节包含将 RIPng 和静态路由用于多个安全设备之间通道的范例，这些安全设备
用作 IPv6 主机或 IPv6 路由器，放置于其它设备的上游或下游。

启用通道接口上的 RIPng
在下例中，将在“设备-A”设备的 trust-vr 中创建并启用 RIPng 路由实例。在 VPN 
通道接口和 Trust 区段接口上启用 RIPng。只将子网 2eee::/64 中的路由通告给“设
备 -B”上的 RIPng 邻接方。要进行此操作，首先要配置访问列表只允许子网 
2eee::/64 中的地址，接着指定路由图 abcd，以允许与访问列表匹配的路由。随后
将指定路由图，过滤通告给 RIPng 邻接方的路由。

图 15 显示了上述网络方案。

图 15:  使用 RIPng 的通道接口范例

Trust 区段

2eee::1/64

3eee::2/64

设备 -A 
(RIPng)

RIPng 
路由器

tunnel.1 RIPng 
路由器

互联网

设备 -B 
(RIPng) 4eee::100/64

4eee::101/64

Untrust 区段

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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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Create RIPng 
Instance: 选择 Enable RIPng，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Access List ( 对于 trust-vr) > New: 输
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Access List ID: 10
Sequence No.: 10
IP/Netmask: 2eee::/64
Action: Permit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Route Map ( 对于 trust-vr)> New: 输入
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Map Name: abcd
Sequence No.: 10
Action: Permit
Match Properties: 
Access List: ( 选择 ), 10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 对于 trust-vr) > Edit RIPng 
Instance: 选择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Outgoing Route Map Filter: abcd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RIPn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
击 Apply: 

Enable RIPng: ( 选择 )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RIPng: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Apply: 

Enable RIPng: ( 选择 )

CLI ( 设备 A)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protocol ripng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access-list 10 permit ipv6 2eee::/64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ipv6 name abcd permit 1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map ipv6 abcd 10 match ip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ripng route-map abcd ou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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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信息流回流到 ISP 路由器
图 16 显示了为避免信息流回流到上游 ISP 路由器而配置的多个设备。ISP 和网关
路由器处于 IPv6 路由器模式。三个用户端设备 (CPE) 为 IPv6 主机，通过网关路由
器接收来自 ISP 路由器的、指定的 IPv6 前缀。RADIUS 服务器位于网关设备的 
Trust 区段中。

在本例中，对连接到 ISP 路由器的网关接口启用 route-deny 功能。该功能可防止
网关上的缺省路由创建到达 ISP 路由器的信息流回路。

图 16:  RADIUSv6 IKE 范例

配置用户端设备

本节列出了设置 CPE 1、CPE 2 和 CPE 3 的配置步骤。这些 CPE 设备为 IPv6 主
机。IPv6 地址是占位符，每个设备均可自动配置该值。

1. 为所有 CPE 设备配置 IPv6 接口。在 IPv6 主机模式下配置 CPE 设备接口时，
不必明确指定 IPv6 前缀。设备会从网关路由器接受前缀。对于每个 CPE 设备
配置，我们将演示并建议为每个 IPv6 接口指定一个接口 ID。

2. 配置以下通道 : 

a. CPE 1 的接口 tunnel.1。

b. CPE 2 的接口 tunnel.2。

c. CPE 3 的接口 tunnel.3。

3. 为每个 CPE 定义一个 VPN。

4.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为主机定义一个 XAuth 客户端用户。

CPE 1
IPv6 主机

CPE 2
IPv6 主机

CPE 3
IPv6 主机

Trust
2bfc::4321/64

Trust
2afc::4321/64

Trust
2caf::4321/64

Untrust
2caf::1234/64

Untrust
2afc::1234/64

Untrust
2bfc:::1234/64

PC3

PC2

PC4

tunnel.1

ethernet1
3001::0004/64

ethernet1
3002::0001/64

tunnel.2

tunnel.3

ethernet4
3001::0003/64

ethernet3
3001::0002/64

ethernet2
3001::0001/64

网关
IPv6 路由器

ISP 路由器
IPv6 路由器

ethernet2
3002::0002/64

RADIUS
3333::ff00/64

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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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网关路由器。

6. 配置 ISP 路由器。

WebUI (CPE 1, CPE 2, CPE 3)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n)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注意 : 在您的网络中，如果一个或多个 CPE 设备没有指定 IPv6 前缀，并且使用一个或
多个 IPv4 地址，则需要为网关路由器接口指定一个 IPv4 地址。

注意 : WebUI 部分列出了针对 CPE 1、CPE 2 和 CPE3 的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
关特定值，请参阅其随后的特定 CPE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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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3333333333333333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4444444444444444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3.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002::0001/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001::0001/64

4. IKE
set ike gateway CPE1_G add 3001::0001/6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CPE1_G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 password PC1

5. VPN
set vpn CPE1toG gateway CPE1_G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PE1toG bind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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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3333333333333333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4444444444444444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3.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002::0001/6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001::0001/64

4. IKE
set ike gateway CPE2_G add 3001::0001/6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CPE2_G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 password PC1

5. VPN
set vpn CPE2toG gateway CPE2_G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PE2toG bind interface tunnel.2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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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3)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5555555555555555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6666666666666666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3. 静态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002::0001/64 interface tunnel.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001::0001/64

4. IKE
set ike gateway CPE3_G add 3001::0001/64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CPE3_G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3 password PC3

5. VPN
set vpn CPE3toG gateway CPE3_G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PE3toG bind interface tunnel.3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配置网关

本节列出了设置网关路由器 ( 此处为 IPv6 路由器 ) 的配置步骤。

1. 配置网关接口 ethernet1 的路由拒绝功能。

2. 配置网关的三个通道 (tunnel.1、tunnel.2 和 tunnel.3)。

3. 配置 XAuth 服务器使其接受三个 IKE 网关 ( 来自 CPE 1、CPE 2 和 CPE 3) 的用
户。指定 RADIUS 共享机密 (juniper) 和端口号 (1812)。

4. 定义 RADIUS 服务器和网关之间的静态路由，并定义一个从网关到 ISP 路由器
的缺省路由。

5. 为网关 ( 设备 2) 定义一个 IP 池 (P1)，IP 范围从 2fba::5555 到 2fba::8888。
配置范例



第 4 章 : 静态和动态路由
WebUI ( 网关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 网关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deny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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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p 2eee::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fbc::4321/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fc::4321/64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af::4321/64 interface tunnel.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3002::0001

4. RADIUS
set ippool P1 2fba::5555 2fba::8888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3333::ff00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set xauth default ippool P1

5. IKE
set ike gateway G_CPE1 add 20.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G_CPE1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4
set ike gateway G_CPE1 modecfg server action add-route

set ike gateway G_CPE2 add 60.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G_CPE2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4
set ike gateway G_CPE2 modecfg server action add-route

set ike gateway G_CPE3 add 80.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G_CPE3 xauth server RAD1 user PC4
set ike gateway G_CPE3 modecfg server action add-route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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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PN
set vpn GtoCPE1 gateway NS2_NS1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G2toCPE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GtoCPE2 gateway NS2_NS3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GtoCPE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GtoCPE3 gateway NS2_NS4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GtoCPE3 bind interface tunnel.3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配置 ISP 路由器

本节列出了设置 ISP 路由器 ( 此处为 IPv6 路由器 ) 的配置步骤。

1. 配置 ISP 路由器以到达网关路由器和 RADIUS 服务器。

2. 为 RADIUS 服务器配置帐户。

3. 为 ISP 路由器定义一个静态路由，以到达 100.100.100.0/24 网络。将下一跳跃
设置为网关的 ethernet1 接口 IP 地址。

WebUI (ISP 路由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CLI (ISP 路由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3002::000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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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002::000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2.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fba::5555/6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3001::0004/64

将 Null 接口重新分配设置为 OSPF
在本例中，将为 Null 接口设置一个静态路由，并通过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路由协议将该路由重新分配给 ISP 路由器。任何发送到该路由的信息流都遵照 
OSPF 重新分配，并随后可供外部 OSPF 设备使用。

1. 按第 68 页所述对 CPE 1、CPE 2 和 CPE 3 进行配置。

2. 按第 72 页所述对网关路由器进行配置。

3. 按第 75 页所述对 ISP 路由器进行配置。

WebUI ( 适用于网关路由器的 OSPF)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CLI ( 网关 )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fba::5555/64 interface null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ospf
set area 0
set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rea 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route-map name abc permit 10
set match ip 10
set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2fba::5555/64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abc protocol static

WebUI (ISP)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CLI (ISP)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ospf
set area 0
set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rea 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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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现的路由重新分配给 OSPF
可以把网关路由器配置为将发现的路由重新分配给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OSPF) 路
由协议。要完成该操作，请将以下命令信息附加到第 68 页出现的配置中。

WebUI ( 网关 )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CLI ( 网关 )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abc protocol discovered

设置 OSPF 汇总导入
在本例中，将网关和 ISP 路由器设置为将发现的路由重新分配给 OSPF 路由协议。
有关完整的配置和图示，请参阅第 68 页。

1. 按第 68 页所述对 CPE 1、CPE 2 和 CPE 3 进行配置，按第 75 页所述对 ISP 路
由器进行配置。

2. 按第 72 页所述对网关进行配置，然后将静态路由重新分配给 ISP 路由器。附
加以下增加的配置。

3. 配置 OSPF 的导入汇总功能。

WebUI ( 网关 )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Virtual Router > Edit

CLI ( 网关 )

3. OSPF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protocol ospf
set area 0
set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area 0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protocol ospf enable
set vrouter trust-vr
set route-map name abc permit 10
set match ip 10
exit
set access-list 10 permit ip 2fba::5555/64 10
set vrouter trust-vr protocol ospf redistribute route-map abc protocol discovered
set vrouter trust protocol ospf summary-import 2fba::55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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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地址转换

当两台使用不同 IP 堆栈的主机通过安全设备交换服务请求时，设备必须首先对所
有封包进行地址转换，然后才能跨 IPv4/IPv6 边界进行传输。本章介绍转换过程。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80 页上的“概述”

第 81 页上的“转换源 IP 地址”

第 82 页上的“转换目标 IP 地址”

第 83 页上的“配置范例”

第 81 页上的“转换源 IP 地址”

第 82 页上的“转换目标 IP 地址”

第 83 页上的“IPv6 主机到多个 IPv4 主机”

第 86 页上的“IPv4 主机到多个 IPv6 主机”

第 88 页上的“IPv4 主机到单个 IPv6 主机”

第 89 页上的“转换域名系统服务器的地址”
79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80
概述

“网络地址转换与端口转换”(NAT-PT) 是对在特定主机 ( 使用非兼容 IP 堆栈 ) 间传
输的封包进行地址转换的机制。例如，要把 IPv6 主机所生成的封包通过仅 IPv4 中
枢传输到 IPv4 主机，则必须拥有 IPv4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NAT-PT 通过将初始 
IPv6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转换为相应的 IPv4 地址后，便可提供所需地址。

设备将采用以下机制实现地址转换。

动态 IP (DIP)，可在已定义地址池中生成新的源地址。

映射 IP (MIP)，可通过在两个地址间进行直接映射来转换目标地址。MIP 也可
将地址映射到指定子网。

图 17 显示设备如何使用 NAT-PT 将 IPv6 服务请求封包传送到 IPv4 主机。

图 17:  跨 IPv4/IPv6 边界的“网络地址转换”(NAT)

1. IPv6 主机将把 IPv6 服务请求封包传送到安全设备的本地 IPv6 接口。

2. 安全设备把封包地址转换为对应的 IPv4 地址。它分别使用 DIP 和 MIP 来转换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3. 目标主机接收并处理 IPv4 封包。

NAT-PT 将把 IPv6 封包转换为 IPv4 封包，或把 IPv4 封包转换为 IPv6 封包，从而使
其可跨 IPv6/IPv4 边界进行路由。

当 IPv4 主机在 IPv4 与 IPv6 间进行地址转换时，将使用 MIP 生成映射 IPv4 目标地
址。映射 IPv4 地址是包含嵌入式 IPv4 地址的全局单播 IPv6 地址。映射 IPv4 地址
的格式为 IPv6::a.b.c.d，其中 : 

IPv6 是目标地址的 IPv6 子网部分。

a.b.c.d 为嵌入式 IPv4 地址 ( 以十进制表示法表示 )。

IPv4 网络

IPv6/IPv4 边界

IPv6 网络

区段 A 区段 B

IPv4IPv6 IPv4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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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源 IP 地址
当两台使用不同 IP 堆栈的主机通过设备来交换封包时，设备必须将每个封包的源
地址转换为与目标主机兼容的地址。例如，传送到 IPv4 网络的 IPv6 封包需要 
IPv4 源地址；否则封包将无法成功穿越 IPv4/IPv6 边界。要转换源地址，设备可使
用动态 IP (DIP)，该机制可自动在已定义地址池中生成源 IP 地址。

从 IPv6 到 IPv4 的 DIP
图 18 显示 IPv6 主机通过 IPv4 中枢向 IPv4 服务器发送请求封包。安全设备 (IPv6 
路由器 ) 把封包包头内的 Ipv6 地址替换为 Ipv4 源地址。

图 18:  从 IPv6 到 IPv4 的 DIP

在此范例中，设备将从 DIP 池中获得 IPv4 源地址 1.1.1.2 并用其替换初始 IPv6 源
地址 (27a6::210:ea1:71ff:fe36)。然后它将跨 IPv6/IPv4 边界传送封包。

从 IPv4 到 IPv6 的 DIP
图 19 显示 IPv4 主机通过 IPv6 中枢向区段 B 中的 IPv6 服务器发送请求封包。安
全设备把封包包头内的 IPv4 源地址替换为 IPv6 地址。

图 19:  从 IPv4 到 IPv6 的 DIP

在此范例中，设备在 DIP 池中生成 IPv6 源地址 27f2::42ff:fe02 并用其替换初始 
IPv4 源地址 (10.1.1.15)。然后它将跨 IPv4/IPv6 边界发送封包。

IPv6 主机 
27a6::210:ea1:71ff:fe36

区段 A， IPv6

负荷

IPv6IPv6

区段 B， IPv4

IPv4 IPv4

负荷

DIP:1.1.1.2 - 1.1.1.200 对
该池中的 IPv4 源地址
进行动态分配

SRC ( 来自主机 A) 
27a6::210:ea1:71ff:fe36

SRC ( 来自 DIP 池 ) 
1.1.1.2

IPv4 主机 
10.1.1.15

区段 A， IPv4

负荷

IPv4IPv4

区段 B， IPv6

IPv6 IPv6

负荷

DIP: 27f2::42ff:fe02 - 27f2::42ff:feff 
对该池外的 IPv6 源 IP 地址进行
动态分配

SRC ( 来自主机 A) 
10.1.1.15

SRC ( 来自 DIP 池 ) 
27f2::42ff:f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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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目标 IP 地址
当两台使用不同 IP 堆栈的主机通过设备来交换封包时，设备必须将每个封包的目
标地址转换为与目标主机兼容的地址。例如，传输到 IPv4 网络的 IPv6 封包需要 
IPv4 目标地址；否则封包将无法穿越 IPv4/IPv6 边界。要执行该转换，设备应使用
映射 IP (MIP)。

从 IPv6 到 IPv4 的 MIP
图 20 显示 IPv6 主机通过 IPv4 中枢将请求封包发送到 IPv4 服务器，设备必须使用
与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格式相匹配的目标地址。

图 20:  从 IPv6 到 IPv4 的 MIP

1. IPv6 主机生成 IPv6 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发送给安全设备。封包进入区段 A。

2. 设备将目标地址替换为 MIP 地址并将封包发送给区段 B。

3. 目标设备接收位于区段 B 中某处的封包。对该设备而言，封包为 IPv4 封包。

在此范例中，IPv6 主机将把封包发往 MIP 地址 (27a6::210:ea1:71ff:fe15)。设备将
把该 MIP 地址转换为远程 IPv4 主机的地址 (10.2.2.15)。

从 IPv4 到 IPv6 的 MIP
图 21 显示 IPv4 主机通过 IPv6 中枢向 IPv6 服务器发送请求封包。安全设备将使用
与目标主机的 IP 地址格式相匹配的目标地址。

图 21:  从 IPv4 到 IPv6 的 MIP

1. IPv4 主机生成 IPv4 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发送给安全设备。封包进入区段 A。

2. 安全设备将目标地址替换为 MIP 地址并将封包发送给区段 B。

3. 目标设备接收位于区段 B 中某处的封包。对该设备而言，封包为 IPv6 封包。

在此范例中，IPv4 主机将把封包发往 MIP 地址 (10.1.1.25)。设备将把该 MIP 地址
转换为远程 IPv6 主机的地址 (322f::49a:3af:c4ff:fe25)。

MIP 也可映射到 IPv6 网络和子网。

区段 A， IPv6 区段 B，IPv4

IPv6 IPv6 IPv4 IPv4

IPv6 主机
27a6::210:ea1:71ff:fe36

MIP: 
27a6::210:ea1:71ff:fe15
映射到 IPv4 节点 : 

10.2.2.15

IPv4 主机 : 
10.2.2.15

区段 A， IPv4 区段 B，IPv6

IPv4 IPv4 IPv6 IPv6

IPv4 主机
10.1.1.2

MIP: 
10.1.1.25
映射至 IPv6 节点 : 

322f::49a:3af:c4ff:fe25

IPv4 主机 : 
322f::49a:3af:c4ff:f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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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范例

下面部分包含各类 NAT-PT 情况以及使用域名服务进行转换的范例。

当设备传送来自某一主机的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转发给使用不同 IP 堆栈的另一主
机时，设备可使用 NAT-PT 策略来转换外向封包的 IPv6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例如，
位于 IPv6 网络与 IPv4 WAN 间的边界上的设备可传送 IPv6 主机所发送的外向 IPv6 
服务请求，并使用 NAT-PT 策略将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转换为相应的 IPv4 地址。

IPv6 主机到多个 IPv4 主机
当用户需要把来自 IPv6 主机的服务请求发送到多个 IPv4 目标主机时，应定义使用  
IPv6-to-IPv4 网络映射来转换目标地址的策略。

图 22 显示 NAT-PT 机制把本地 IPv6 地址映射到远程 IPv4 网络中的 IPv4 地址。当
本地 IPv6 主机通过设备传输外向服务请求封包时，设备将使用 MIP 来生成采用映
射 IPv4 格式的 IPv6 目标地址。当设备跨 IPv4/IPv6 边界传送封包时，将把这些目
标地址转换为 IPv4 地址。

图 22:  映射 IPv4 地址

IPv6 主机可通过设备跨 IPv6/IPv4 边界发送 HTTP 请求。要发送此类请求，用户应
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输入映射 IPv4 地址 (如 27a6::10.1.1.15)。此类条目其形为 
http://[27ab::10.1.1.15]。设备自动将该地址转换为其等效十六进制地址。对 IPv6 
主机而言，目标应为 IPv6 兼容设备。但在跨边界传输 HTTP 请求封包之前，设备
将把该地址转换为其等效的 IPv4 地址，封包便可穿越 IPv4 WAN。对目标 IPv4 服
务器而言，封包完全与 IPv4 兼容。

以下范例将配置某一设备，以允许 IPv6 孤岛网络中的主机向远程 IPv4 网络中的主
机发送 HTTP 服务请求。由于目标地址为一个网络而非单个主机，因此设备将使用
映射 IPv4 地址来代表各远程节点。

主机 A 生成 IPv6 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发往主机 B。并在 MIP 表中指定 IPv6 目标
地址。封包随即从区段 A 转到区段 B。

设备 A 从 DIP 池中获得源地址，并将 MIP 地址转换为目标主机的 IPv4 地址。然后
将封包从接口发送到设备 B。

设备首先将映射 IPv4 地址转换为其等效的 IPv4 地址，然后将其分配给外向封包的
目标地址。

IPv6/IPv4 边界

Trust

IPv6 IPv6

Untrust

IPv4

IPv6 主机
27a6::36

ethernet2: 
27a6::1/64
MIP: 27a6::/96
可映射到以下地址 : 
27a6::10.1.1.15 ( 十六进制 27a6::a01:10f )
27a6::10.1.1.26 ( 十六进制 27a6::a01:11a)
27a6::10.1.1.37 ( 十六进制 27a6::a01:125)

ethernet3: 
1.1.1.1/24
DIP 范围 : 
1.1.1.2 到 1.1.1.13

路由器，1.1.1.250
10.1.1.15

10.1.1.26
10.1.1.37

主机 B
10.2.2.15
配置范例 83



概念与范例 ScreenOS 参考指南

84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MIP > New

3.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4.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 对于 trust-vr) 

5. 策略

Policies > New ( 对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Edit ( 对于 policy) > Advanced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7a6::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27a6::/96 ipv6 ipv4 

3.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7 1.1.1.2 1.1.1.13

4.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mip(27a6::/96) http nat src dip-id 7 permit
save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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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主机到单个 IPv4 主机
当用户需要把来自 IPv6 主机的服务请求发送到单个 IPv4 主机时，可定义使用 
IPv6-to-IPv4 主机映射来转换目标地址的策略。

该 NAT-PT 机制将把 IPv6 地址映射到单个远程 IPv4 主机的 IPv4 地址。当本地 IPv6 
主机通过设备传输外向服务请求封包时，设备将使用封包包头中 IPv4 目标地址的
映射地址。该转换可使外向封包穿越 IPv6/IPv4 边界并与远程主机建立通信。

图 23 显示 IPv6 主机通过设备并跨 IPv6/IPv4 边界将 HTTP 请求发送到单个 IPv4 
服务器。

图 23:  IPv6-to-IPv4 主机映射

要发送请求，用户应在浏览器的 URL 字段中输入 IPv6 地址 ( 如 27a6::15)。对 
IPv6 主机而言，目标应为 IPv6 兼容设备。但在跨 IPv6/IPv4 边界传输 HTTP 请求
封包之前，设备将把地址转换为其映射 IPv4 地址，封包便可穿越 IPv4 WAN。对目
标 IPv4 服务器而言，封包完全与 IPv4 兼容。

以下范例将配置某一设备，以允许 IPv6 孤岛网络向单个远程 IPv4 主机 (10.2.2.15) 
发送 HTTP 请求。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MIP > New

3.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4.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 对于 trust-vr) 

Trust

IPv6/IPv4 边界

Untrust

IPv4IPv6 IPv6

IPv6 主机
27a6::36 ethernet3: 

27a6::1/64
DIP: 1.1.1.2

IPv4 主机
10.2.2.15路由器， 1.1.1.250ethernet2: 27a6::1/64

MIP: 27a6::15
映射到 IPv4 节点 : 
1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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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

Policies > New ( 对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Edit ( 对于 policy) > Advanced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7a6::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27a6::15 ipv6 host 10.2.2.15

3.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7 1.1.1.2 1.1.1.13

4.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gateway 1.1.1.250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mip(27a6::15) http nat src dip-id 7 permit

IPv4 主机到多个 IPv6 主机
当用户需要把来自本地 IPv4 主机的服务请求发送到多个远程 IPv6 主机时，可定义
使用 IPv4-to-IPv6 网络映射的策略。

图 24 显示 NAT-PT 把本地 IPv4 地址映射到 IPv6 网络 ( 或子网 )。当本地 IPv4 主机
通过设备传输外向 IPv4 服务请求封包时，设备将把映射地址转换为 IPv6 地址并将
其分配给封包包头的目标地址。该转换可使外向封包穿越 IPv4/IPv6 边界以与远程 
IPv6 主机建立通信。

图 24:  IPv4-to-IPv6 网络映射

映射 IPv4 地址间接代表了远程 IPv6 主机。事实上，本地 IPv4 主机可将远程主机
视为本地 IPv4 网络的一部分。

Trust

IPv6/IPv4 边界

Untrust

IPv6IPv4 IPv4

IPv6 主机
10.1.1.2

ethernet3: 
27a6::1/96
DIP 范围 : 
27a6::2 to 27a6::f1

322f::a01:12d路由器，27a6::fa
ethernet2: 10.1.1.1/24
MIP: 10.1.1.44/30
映射到以下地址 : 
10.1.1.45 ( 十六进制 322f::a01:12d)
10.1.1.46 ( 十六进制 322f::a01:12e)
10.1.1.47 ( 十六进制 322f::a01:12f)

322f::a01:12e
322f::a01: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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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MIP 与本地 IPv4 主机都同属一个子网，因此主机可将远程主机视为本地 IPv4 
网络的一部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MIP > New

3.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4.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 对于 trust-vr) 

5. 策略

Policies > New ( 对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Edit ( 对于 policy) > Advanced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7a6::1/64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10.1.1.44 ipv6 prefix 322f::44/96 netmask 

255.255.255.252

3.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7 27a6::2 27a6::f1

4.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7a6::fa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4 mip (10.1.1.44/30) http nat src dip-id 7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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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主机到单个 IPv6 主机
当用户需要把来自本地 IPv4 主机的服务请求发送到单个远程 IPv6 主机时，可定义
使用 IPv4-to-IPv6 主机映射的策略。

图 25 显示 IPv4 主机通过设备传送外向 IPv4 服务请求封包。设备首先将映射地址
转换为 IPv6 地址，然后将其分配给封包包头的目标地址。该转换可使外向封包穿
越 IPv4/IPv6 边界以与远程 IPv6 主机建立通信。

图 25:  IPv4-to-IPv6 主机映射

由于 MIP 与本地 IPv4 主机都同属一个子网，因此主机可将远程主机视为本地 IPv4 
网络的一部分。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MIP > New

3.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4.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 对于 trust-vr) 

5. 策略

Policies > New ( 对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Edit ( 对于 policy) > Advanced

Trust

IPv4/IPv6 边界

Untrust

IPv6IPv4 IPv4

IPv4 主机
10.1.1.2

ethernet3: 27a6::1/96
DIP 范围 : 
27a6::2 to 27a6::f1

路由器， 27a6::fa

ethernet2: 10.1.1.1/24
MIP: 
10.1.1.25
映射至 IPv6 节点 : 
322f::25

IPv6 主机
322f::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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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7a6::1/96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10.1.1.25 ipv6 host 322f::25 

3.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7 27a6::2 27a6::f1

4.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7a6::fa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4 mip(10.1.1.25) http nat src dip-id 7 permit

转换域名系统服务器的地址
“域名系统”(DNS) 允许网络设备使用域名而非 IP 地址来相互识别。外部 DNS 服
务器将保留一份域名表，其中每个域名都至少拥有一个关联 IP 地址。可将这些域
名 ( 和 IP 地址 ) 用于识别策略定义中的端点。

某些域名可能同时拥有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例如，假设域名 acme.com 和 
juniper.net 可拥有以下地址 : 

当用户在定义将域名用作端点的策略，且域名同时拥有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时，
设备便可使用任一协议在端点间建立安全通信。例如，以下命令将在 juniper.net 
与 acme.com 两个域名间定义策略 : 

set address trust juniper www.juniper.net
set address untrust acme www.acme.com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juniper acme any permit

由于每个域名都拥有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因此两个端点可交换任一类型的信
息流。

域名 IPv4 地址 IPv6 地址

www.acme.com 1.2.2.15 27a6::e02:20f

1.2.2.62 27a6::23ee:51a

2.3.5.89 27a6::5542:225

www.juniper.net 3.1.1.21 3090::e02:20f

3.20.7.96 3090::23ee:51a

4.6.5.89 2e66::3354:722

4.200.7.88 2e66::335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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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域名使用了 IP 堆栈而另一域名却未使用，则必须使用 NAT-PT 
为已传送的 DNS 请求转换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例如，如果 juniper.net 仅有 IPv6 地
址且 acme.com 仅有 IPv4 地址，则从某一域名发往另一域名的所有设备请求都必
须进行 NAT-PT 地址转换。

在下例中，IPv6 主机 (www.juniper.net) 将向 IPv4 主机 (www.acme.com) 发送服务
请求。它从 IPv4 DNS 服务器获取目标主机的 IPv4 地址。

图 26:  NAT-PT DNS 范例

设备需两个策略 : 

允许外向设备请求的策略，以及对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执行 NAT-PT 的策略

允许从 www.juniper.net 到 www.acme.com 的外向服务请求的策略

以下范例将配置某一设备，以允许主机 A (www.juniper.net) 将服务请求发送到主
机 B (www.acme.com)。主机域名将作为通信端点。

WebUI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2. M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 MIP > New

3. DIP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DIP > New

4.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New ( 对于 trust-vr) 

5.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 对于 Trust)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 New ( 对于 Untrust)

Trust

MIP: 
27a6::/96
可映射到 IPv4
10.1.1.15

DIP 池 : 
1.1.1.7 网关

1.1.1.150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2
3ddd::34ff:fe01/96主机 A

(www.juniper.net)
3ddd::34ff:fe06

主机 B
(www.acme.com)
10.1.1.12

Untrust

DNS 服务器
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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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

Policies > New ( 对于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Edit ( 对于 policy) > Advanced > Advanced

CLI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ddd::34ff:fe01/96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M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ip 3ddd::/96 ipv6 ipv4 vrouter trust-vr

3. DIP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dip 7 1.1.1.7

4.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juniper.net 3ddd::34ff:fe06/96
set address untrust acme www.acme.com

5.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gateway 1.1.1.250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mip(3ddd::/96) any nat dip-id 7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4 acme any permit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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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IPv4 环境中的 IPv6

6over4 通道是指在 IPv4 封包包头中封装 IPv6 封包的过程，这样 IPv6 封包便可穿
过 IPv4 广域网 (WAN)。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94 页上的“概述”

第 95 页上的“配置手动通道”

第 98 页上的“配置 6to4 通道”

第 98 页上的“6to4 路由器”

第 98 页上的“6to4 中继路由器”

第 99 页上的“至远程本地主机的通道”

第 102 页上的“至远程 6to4 主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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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6over4 通道是一种在不需要对交换的信息流进行认证和加密时，通过 IPv4 广域网 
(WAN) 发送 IPv6 信息流的途径。例如，您的组织可能需要通过 IPv4 WAN 在 IPv6 
孤岛网络之间交换信息流。在此情况下，安全设备仅提供防火墙服务。

有两种类型的 6over4 通道 : 

手动通道使用手动配置的静态远程端通道终止点。

6to4 通道动态获取远程端通道终止点。

大多数情况下，要使用的通道类型取决于 WAN 基础结构中的路由器和其它设备的
类型。例如，有些 ISP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 为其客户提供手动通道作为附加服
务，且可能不需要 6to4 通道。此外，IPv6 中枢内可能没有足够 6to4 配置的中
继，从而无法支持您的组织通过 WAN 的 6to4 通道。

如果组织需要设置一对多配置，即一个 IPv6 网络可以通过多个 6to4 中继路由器访
问未指定的多个 IPv6 孤岛网络，则 6to4 通道是合适的选择。在此情况下，6to4 
通道可能是 好的解决方案。

注意 : 有关 6to4 通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3056。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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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手动通道

手动通道 适合用于需要严格控制的应用，它通常提供比 6to4 通道更多的安全
性。手动通道无需地址转换，因为已明确指定目标网关的 IPv4 地址。

IPv6 主机使用通道经过 IPv4 WAN 中枢与 IPv6 服务器进行通信。通道的端点为设
备 A 和设备 B 上的接口。

当设备配置为使用手动通道时，该设备将在把每个外向 IPv6 封包传送到 IPv4 网络
空间前，先将其封装到 IPv4 封包内。

图 27 显示了一个已定义的两个静态端点之间的手动通道

图 27:  使用 IPv4 封装的 IPv6 通道范例

在下例中，将两个设备 (A 和 B) 设置为 6to4 手动通道的端点。

WebUI ( 设备 A)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Untrust 区段

tunnel.1，未编号

SRC DST
IPv6

Trust 区段

网关， 1.1.1.250

网关， 2.2.2.250
ethernet3, 2.2.2.2/24

tunnel.1，未编号

Trust 区段Untrust 区段

ethernet3, 1.1.1.1/24

DSTSRC
IPv6 IPv6IPv4

IPv6 主机 
27a6::210:ea1:71ff:fe23

ethernet3
32f1::250:af:34ff:fe00/64

IPv6 HTTP 服务器 
32f1::250:af:34ff:fe55

IPv6IPv6IPv6IPv4IPv6IPv6
SRCSRCSRC DSTDSTDST

设备 B设备 A

ethernet2 
27a6::210:ea1:71ff:fe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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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e Table > New (trust-vr)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WebUI ( 设备 B)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e Table > New (trust-vr)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ab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配置手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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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manual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dst-ip 2.2.2.2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abc::/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1.1.1.250

4.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_Hosts 2abc::/64
set address untrust R_Server 3abc::100/128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_Hosts R_Server http permit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100.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ab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2/2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manual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dst-ip 1.1.1.1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bc::/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2.2.250

4.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_Server 3abc::100/128
set address untrust R_Clients 2abc::/64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_Clients L_Server http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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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6to4 通道

当设备使用 6to4 通道时，该设备将通过路由表条目动态确定远程端通道终止点 ( 网
关 )。与手动通道不同，6to4 通道为 VPN 通道明确指定一个终止点，可允许任意数
量的设备作为 VPN 通道的远程网关。这样，在受保护的 IPv6 孤岛网络与多个外部 
IPv6 网络之间便可进行一对多通信。

对于充当 6to4 主机的网络设备，必须拥有配置了 6to4 地址的接口。任何没有上述
地址的 IPv6 主机都被认为是本地主机，或者非 6to4 主机。例如，如果主机拥有配
置了全局 IPv6 聚合地址的接口，但没有任何配置了 6to4 地址的接口，则该主机为
本地主机。相反，如果该主机拥有配置了 6to4 地址 ( 无论其是否拥有其它类型的 
IPv6 地址 ) 的接口，则可充当 6to4 主机。

要在两个设备之间设置 6to4 通道，则每个通信接口都必须配置一个 6to4 地址。这
些接口随后将作为虚拟边界路由器，用以处理 IPv4 空间和 IPv6 空间之间的转换。

有两种类型的 6to4 虚拟路由器。

6to4 路由器可充当 IPv4 WAN 和 6to4 网络之间的边界路由器。

6to4 中继路由器可充当 IPv4 WAN 和本地网络之间的边界路由器。

6to4 路由器
6to4 路由器是配置为支持 6to4 主机通过 IPv4 WAN 与其它 6to4 主机之间进行封包
交换的路由器。通过为 6to4 设备配置一个 IPv4 接口，可以让该设备充当 6to4 路
由器。

当来自 6to4 主机的封包通过该设备时，6to4 路由器将把此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
内，然后将其传送到 IPv4 网络空间。6to4 路由器还可接收这种已封装的封包，然
后解除封装并转发给 6to4 设备。

图 28 显示了 6to4 主机通过 IPv4 WAN 将服务请求发送到另一 6to4 主机。设备 A 
上的 6to4 路由器封装外向封包，而设备 B 上的 6to4 路由器则将其解封。

图 28:  6to4 路由器

6to4 中继路由器
6to4 中继路由器是配置为支持 6to4 主机通过 IPv4 WAN 与本地 ( 非 6to4) 主机之间
进行封包交换的路由器。如同 6to4 路由器一样，可通过配置 IPv4 接口以处理 
6to4 通道，让某个设备充当 6to4 路由器。当 6to4 中继路由器接收到内向已封装
的 6to4 封包时，该路由器将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转发给本地目标主机。本
地主机传送外向封包时，6to4 中继路由器将把该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然后将
其传送到 IPv4 网络空间。

6to4 路由器6to4 主机

2002:101:101:1:1234:abff:fecd:5678

6to4 路由器 6to4 主机

2002:202:202:2:8765:dcff:feba:4321

IPv4

1.1.1.1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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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9 中，6to4 主机通过 IPv4 WAN 将服务请求发送到本地 ( 非 6to4) 主机。设
备 B 解封内向封包，将本地 IPv6 地址用作目的地址。

图 29:  6to4 路由器具有本地地址

至远程本地主机的通道
当 6to4 主机向远程本地主机发送服务请求时，设备将从路由表条目中获取远程终
止点 (网关 IPv4 地址)。图 30 显示了设备 A 向受设备 B 保护的本地服务器发送一
条 HTTP 服务请求。

图 30:  6over6 手动通道

设备 A 上的 6to4 路由器从配置的路由表网关条目 
2002:0202:201:2:9876:abff:fecd:5432 中获取远程网关 IPv4 地址 (2.2.2.1)。( 在本
例中，远程网关接口的 MAC 地址为 9876abcd5432。)

设备地址封包通过 IPv4 WAN 在 6to4 主机与本地主机之间传输的方式如下 : 

1. IPv6 主机 ( 主机 A) 生成 IPv6 封包并将其发送给设备 A。

2. 设备 A (6to4 路由器 ) 把外向 IPv6 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然后将其从通道
接口通过 IPv4 WAN 发送给设备 B。

3. 设备 B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转发给主机 B。

4. 主机 B 生成一个回复封包。设备 B 对其进行封装，然后转发给设备 A。

5. 设备 A 通过通道接口接收封装的回复封包。设备 A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
其转发给主机 A。

在本例中，配置设备以将 HTTP 请求从 IPv6 主机通过 IPv4 WAN 基础结构发送给
本地主机 (HTTP 服务器 )。

6to4 路由器6to4 主机

2002:101:101:1:1234:abff:fecd:5678

6to4 中继
路由器 本地主机

310a::33c:3efb:34ff:fe55

IPv4

ethernet3 
1.1.1.1

主机 A
IPv6 地址
2002:101:101:1:1234:abff:fecd:5678

ethernet2, 2002:101:101::1/48

tunnel.1
ethernet3, 1.1.1.1

网关， 1.1.1.250

设备 B

IPv4 WAN

网关， 2.2.2.250
ethernet3, 2.2.2.1

通道接口 B

ethernet2,
IPv6 地址 
310a::33c:3efb:34ff:fe01

设备 A
主机 B 本地 IPv6 主机

(HTTP 服务器 )
310a::33c:3efb:34ff:fe55

未显示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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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A)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WebUI ( 设备 B)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trust-vr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trust-vr Edit > Gateway: ( 选择 )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Un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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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OK: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Edit > Advanced: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002:101:101::1/48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6to4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gateway 1.1.1.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abc::/16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2002:0202:201::1

4. 通讯簿条目
set address trust L_Hosts 2002:101:101::/48
set address untrust R_Server 3abc::100/128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_Hosts R_Server http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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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10a::33c:3efb:34ff:fe0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1/2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6to4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gateway 2.2.2.250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002::/16 interface tunnel.1

4. 通讯簿条目
set address trust L_Server 310a::33c:3efb:34ff:fe55/128
set address untrust R_Clients 2002:101:101::/48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_Clients L_Server http permit

至远程 6to4 主机的通道
当 6to4 主机向远程 6to4 主机发送服务请求时，设备将从外向请求封包的目标 IP 
地址获取远程终止点 ( 网关 IPv4 地址 )。

图 31 显示了主机 A 向受设备 B 保护的服务器发送一条 HTTP 服务请求。

图 31:  6to4 通道

6to4 主机 A
(HTTP 客户端 )
2002:101:101:1:1234:abff:fecd:5678

tunnel.interface A

ethernet3, 2.2.2.1
MAC: 9876.abcd.5432

ethernet3, 1.1.1.1

设备 A 设备 B

通道接口 B
ethernet2
6to4 地址
2002:0202:0201::1/48

6to4 主机 B
(HTTP 服务器 )

2002:0202:0201:3:5678:abff:fecd:2345

IPv4 WAN

ethernet2
6to4 地址
2002:101:101::1/48

未显示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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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外向封包的 6to4 目的地址为 2002:0202:0201:3:5678:abff:fecd:2345，
该地址为 6to4 主机 B 的地址。6to4 路由器 ( 在设备 A 上 ) 从该目的地址中获取远
程网关 IPv4 地址 (2.2.2.1)。

设备地址封包通过 IPv4 WAN 在 6to4 主机与另一 6to4 主机之间传输的方式如下 : 

1. IPv6 主机 A 生成 IPv6 封包并将其发送给设备 A。

2. 设备 A 从外向封包的目的地址中获取远程网关的 IPv4 目的地址 (2.2.2.1)。

3. 设备 A 把外向 6to4 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然后将其从通道接口发送到区段 
B 中。

4. 设备 B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转发给主机 B。

5. 主机 B 生成一个回复封包。

6. 设备 B 对其进行封装，然后转发给设备 A。

在本例中，配置设备以将 HTTP 请求从 IPv6 主机通过 IPv4 WAN 基础结构发送给 
IPv6 服务器。

WebUI ( 设备 A)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untrust-vr)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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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B)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Encapsulation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untrust-vr New

通讯簿条目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Un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002:101:101::1/48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6to4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002:0202:0201::/48 interface tunn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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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讯簿条目
set address trust L_Hosts 2002:101:101::/48
set address untrust R_Server 2002:202:201:0:5678:abff:fecd:2345/128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_Hosts R_Server any permit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002:202:0201::1/48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mtu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link-address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1/2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encap ip6in4 6to4
set interface tunnel.1 tunnel local-if ethernet3

3.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002::/16 interface tunnel.1

4. 通讯簿条目
set address untrust R_Clients 2002:101:101::/48
set address trust L_Server 2002:202:0201:3:5678:abff:fecd:2345/128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_Clients L_Server http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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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IPSec 通道技术

6in6、4in6 和 6in4 通道技术可使用户创建虚拟专用网。这些机制会自动执行封包
封装并确保在 WAN 上安全交换封包。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08 页上的“概述”

第 108 页上的“IPSec 6in6 通道技术”

第 112 页上的“IPSec 4in6 通道技术”

第 116 页上的“IPSec 6in4 通道技术”

第 120 页上的“启用分片时的手动通道技术”

第 120 页上的“IPv6 to IPv6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第 123 页上的“IPv4 to IPv6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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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ScreenOS 可使用户创建虚拟专用网 (VPN)。VPN 连接可链接两个局域网 (LAN) 或
一个远程拨号用户和一个 LAN。在这两点间流动的信息流流经共享的资源，例
如，路由器、交换机以及其它组成公用 WAN 的网络设备。要确保 VPN 通信数据流
的安全性，两个参与者必须创建一个“IP 安全性”(IPSec) 通道。

用户可创建策略以提供 IPSec 安全服务 ( 如认证和加密 )，或使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来定义私有地址空间。有关 NA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卷 : 地址转换。有
关安全概念和 VPN 的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和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本章包括在纯 IPv6 环境下使用 VPN 通道，以及针对 IPv4/IPv6 孤岛网络或主机的
其它情况的配置范例。

IPSec 6in6 通道技术

6in6 通道技术是一种将 IPv6 封包封装到 IPv6 封包的方法，当已交换信息必须在 
IPv6 域中移动且需保护时将对其进行使用，以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当用户需要通过 IPv6 基础结构在 IPv6 主机与其它 IPv6 主机间建立安全通信时，
应结合 6in6 通道技术来使用 IPSec，例如，您可能需要通过 IPv6 WAN 在 IPv6 网
络与 IPv6 服务器间交换安全的信息流。

图 32 显示正通过 IPv6 WAN 基础结构将 HTTP 服务请求发送到 IPv6 网络服务器的 
IPv6 主机。两个设备都拥有采用 IPSec 安全的策略。

图 32:  具有 6in6 通道的 IPSec 范例

IPv6 IPv6 IPv6 IPv6IPv6 IPv6 IPv6 IPv6

设备 A
Trust 区段

设备 A
Untrust 区段

ethernet2
2abc::5/64

主机 A
2abc::10

通道接口 ( 没有编号 )
ethernet3, 2001:1:210::1/64

IPv6 网络

设备 B设备 A

ethernet3, 2001:1:210::2/64

通道接口 ( 没有编号 )
3abc::9

设备 B
Untrust 区段

设备 B
Trust 区段

ethernet2
3abc::5/64

IPv6 WA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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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如何为 IPv4-to-IPv6 主机映射配置设备，以转换外向服务请求封包的源地
址和目标地址的步骤。

1. 主机 A 生成服务请求封包并为其分配 IPv6 目标地址 (3abc::9)。

2. 设备 A 将整个 IPv6 封包封装到另一 IPv6 封包内。随即将其从通道接口发送到
设备 B。

3. 远程 IPv6 主机设备发送回复封包。

4. 设备 A 对回复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发送到 IPv6 主机。

在下例中，用户将设置允许在 IPv6 网络与远程 IPv6 网络或子网间进行 HTTP 通信
的 IPSec 策略。信息流通过 IPv6 WAN 环境。

WebUI ( 设备 A)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3.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 对于 gw-test) > Advanced

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 对于 vpn-test) > Advanced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6. 策略

Policies > New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New (Untrust 到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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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abc::5/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001:1:210::1/6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gw-test address 2001:1:210::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ress 2001:1:210::1 preshare abcd1234 proposal pre-g2-des-md5

4. VPN
set vpn vpn-test gateway gw-test proposal g2-esp-des-md5
set vpn vpn-test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test proxy-id local-ip ::/0 remote-ip ::/0 any

5. 路由
set route 3abc::/16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WebUI ( 设备 B)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2. 通道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3.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 对于 gw-test) >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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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 对于 vpn-test) > Advanced

5.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Entries > New

6. 策略

Policies > New (Trust 到 Untrust)

Policies > New (Untrust 到 Trust)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abc::5/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001:1:210::2/64

2. 通道接口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gw-test address 2001:1:210::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ress 2001:1:210::2 preshare abcd1234 proposal pre-g2-des-md5

4. VPN
set vpn vpn-test gateway gw-test proposal g2-esp-des-md5
set vpn vpn-test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vpn-test proxy-id local-ip ::/0 remote-ip ::/0 ANY

5. 路由
set route 2abc::/16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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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4in6 通道技术

4in6 通道技术允许用户通过 IPv6 中枢在 IPv4 网络间建立通信。该转换机制使用 
IPSec 来封装通过 IPv6 中枢在 IPv4 网络间进行交换的封包。封装使交换封包在整
个 IPv6 网络空间内可路由。

除封装封包外，IPSec 还可执行认证和加密。

图 33 显示远程 IPv4 网络间的 IPSec 通道。在本例中，用户将在所有网关设备上定
义通道接口，并将通道绑定到与 IPv6 网络空间相接的区段。

图 33:  IPSec 4in6 通道范例

设备地址封包通过 IPv6 WAN 中枢在 IPv4 孤岛网络内的 IPv4 主机与另一 IPv4 主
机间进行传输的方式如下 : 

1. 主机 A 生成 IPv6 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发往主机 B。封包随即从区段 A 转到区
段 B。

2. 设备 A 把外向 IPv4 封包封装到 IPv6 封包内，然后将其从通道接口发出。

3. 设备 B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转发给主机 B。

4. 设备 B 生成回复封包并进行封装，然后将其转发给设备 A。

5. 设备 A 通过通道接口接收封装的回复封包。设备 A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
其转发给主机 A。

4in6 通道技术的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 

1. 配置接口以实现与受保护的 IPv4 网络进行通信。

将接口绑定到某个区段 ( 通常为 Trust 区段 )。

为接口分配 IPv4 地址和子网掩码。

Trust Untrust

Untrust Trust

ethernet2
10.1.1.1/24

主机 A
IPv4 地址 
10.1.1.63

tunnel.1

IPv6 WAN

ethernet3, 310a::1/64
通道接口 B

ethernet2 
10.2.2.1/24

IPv4 主机
(HTTP 服务器 ) 
10.2.2.55

设备 A 设备 B

ethernet2, 27a6::1/64

IPv4/IPv6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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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接口以实现在 IPv6 WAN 上进行通信。

将接口绑定到某个区段 ( 通常为 Untrust 区段 )。

配置接口以实现 IPv6 主机模式。

为该接口分配 IPv6 地址和子网掩码。

在区段内创建通道接口 ( 没有编号 ) 并将其绑定到 IPv6 接口。

配置通道接口以实现 IPv6 主机模式。

3. 以类似方式在对等设备上设置接口。

4. 在对等设备间设置 IPSec。有关 IPSec 的更多范例，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
用网。

5. 在所有设备上创建用于识别 IPv6 主机、子网或网络的通讯簿条目。

6. 设置允许主机相互访问的路由条目。

7. 设置安全策略。

在下例中，用户将在 IPv6 端点间创建 IPSec 通道。设备 A 后面的 IPv4 设备将服务
请求传送到设备 B 后面的主机。设备 A 使用 IPSec 以将服务请求封包封装到 IPv6 
封包内。设备 B 接收并解封封包。

WebUI ( 设备 A)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untrust-vr)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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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7a6::1/64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IPSec_Servers ip 310a::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ress 27a6::1 proposal rsa-g2-aes128-sha

4. VPN
set vpn Tunnel_Servers gateway IPSec_Servers no-replay tunne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Tunnel_Server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10a::0/64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310a::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WebUI ( 设备 B)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 IPv6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1) > IPv6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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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Un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310a::1/96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IPSec_Clients ip 27a6::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ress 310a::1 proposal rsa-g2-aes128-sha

4. VPN
set vpn Tunnel_Clients id 1 gateway IPSec_Clients no-replay tunne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Tunnel_Clients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vrouter untrust-vr
set vrouter untrust-vr route 27a6::0/64 interface tunnel.1 gateway 27a6::1

6.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_Server 10.2.2.55/32
set address untrust R_Clients 10.1.1.1/24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_Clients L_Server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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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6in4 通道技术

可使用支持认证和加密的 IPSec 通道技术，来封装安全设备在 IPv4 WAN 上的远程 
IPv6 孤岛网络间传送的封包。

图 34 显示远程 IPv6 孤岛网络间的 IPSec 通道。在此范例中，用户将首先在所有网
关设备上定义通道接口，然后将其绑定到与 IPv4 网络空间相接的区段。

图 34:  通道接口和区段范例

设备地址封包通过 IPv4 WAN 中枢在 IPv6 孤岛网络中的主机与另一 IPv6 主机间进
行传输的方式如下 : 

1. 主机 A 生成 IPv6 服务请求封包并将其发往主机 B。封包随即从区段 A 转到区
段 B。

2. 设备 A 把外向 IPv6 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然后将其从通道接口发送到区段 
B 中。

3. 设备 B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其转发给主机 B。

4. 设备 B 生成回复封包并进行封装，然后将其转发给设备 A。

5. 设备 A 通过通道接口接收封装的回复封包。设备 A 对封包进行解封，然后将
其转发给主机 A。

大部分情况下，必需的设置任务如下 : 

1. 配置接口以实现与受保护的 IPv6 孤岛网络进行通信。

将接口绑定到某个区段 ( 通常为 Trust 区段 )。

配置接口以实现 IPv6 主机模式。

为接口分配全局单播前缀。(有关全局单播地址的信息，请参阅第 3 页上的
“地址类型”。)

Trust Untrust

Untrust Trust

ethernet2
27a6::1/64

主机 A
IPv6 地址

tunnel.1

ethernet3, 2.2.2.1
通道接口 B

ethernet2
310a::1/64

本地 IPv6 主机
(HTTP 服务器 )
310a::33c:3efb:34ff:fe55

设备 A IPv4 WAN

ethernet3, 1.1.1.1

IPv6/IPv4
边界

设备 B

27a6::210:ea1:71ff:f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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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接口以实现在 IPv4 WAN 上进行通信。

将接口绑定到某个区段 ( 通常为 Untrust 区段 )。

为接口分配 IPv4 地址和子网掩码。

在区段内创建通道接口 ( 没有编号 ) 并将其绑定到 IPv4 接口。

3. 按步骤 1 和 2 在对等设备上设置接口。

4. 在对等设备间设置 IPSec。有关 IPSe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卷 : 虚拟专用网。

5. 在所有设备上创建用于识别 IPv6 主机、子网或网络的通讯簿条目。

6. 设置允许主机相互访问的路由条目。

7. 设置安全策略。

在下例中，用户将在 IPv4 端点间创建 IPSec 通道。设备 A 后面的 IPv6 设备将服务
请求传送到设备 B 后面的主机。设备 A 使用 IPSec 以将服务请求封包封装到 IPv4 
封包内。设备 B 接收并解封封包。请参阅第 116 页上的图 34。

设备将按以下方式执行自动密钥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RSA 认证

Diffie-Hellman 组 2

AES128 加密算法

SHA 散列算法

设备使用标准建议来执行通道协商的“阶段 2”。

Diffie-Hellman 组 2

ESP ( 封装安全性负荷 ) 通道技术

3DES 加密算法

SHA 散列算法

WebUI ( 设备 A)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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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Un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 设备 A)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7a6::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1.1.1.1/24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IPSec_Servers ip 2.2.2.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aes128-sha

4. VPN
set vpn Tunnel_Servers gateway IPSec_Servers no-replay tunne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Tunnel_Servers bind interface tunnel.1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tunnel.1

6.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_Clients 27a6::210:ea1:71ff:fe36/64
set address untrust R_Servers 32f1::250:af:34ff:fe34/64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L_Clients R_Servers any permit

WebUI ( 设备 B)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2)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ethern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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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路由器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Network > Routing > Route Table > New (untrust-vr)

地址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Trust) > New

Policy > Policy Elements > Addresses > List (Untrust) > New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CLI ( 设备 B)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10.2.2.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310a::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 2.2.2.1/24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IPSec_Clients ip 1.1.1.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proposal rsa-g2-aes128-sha

4. VPN
set vpn Tunnel_Clients id 1 gateway IPSec_Clients no-replay tunne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Tunnel_Clients id 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5.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tunnel.1

6. 地址
set address trust L_Server 310a::33c:3efb:34ff:fe55/128
set address untrust R_Clients 27a6::210:ea1:71ff:fe36/64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R_Clients L_Server any tunnel vpn Tunnel_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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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分片时的手动通道技术

图 35 显示以下通道范例中所使用的网络配置。

图 35:  手动通道技术范例

IPv6 to IPv6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在下例中，用户将借助使用 3DES 加密且基于路由的 VPN，通过 IPv6 通道发送 
IPv6 封包，同时启用分片。

CLI ( 设备 1)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p 2aaa::/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p 2bbb::/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3. IKE
set ike gateway ton6 address 3aaa::5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2 local-address 

2bbb::2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4 gateway ton6 sec-level standard

设备 1 设备 2

PC 1 服务器

Trust
2aaa::/64

Untrust
2bbb::/64

ethernet1
N/A

集线器 1

ethernet2
3aaa::/64

Untrust
3bbb::/64

集线器 2

设备 3

PC2
服务器 

Trus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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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2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6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2 gateway 2bbb::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bb::/64 interface tunnel.6

CLI ( 设备 2)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bbb::/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3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aaa::/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4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bb::/64 interface trust gateway 3aaa::5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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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3)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3aaa::/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5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bbb::/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6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3.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untrust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n4 address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3aaa::5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5. VPN
set vpn vpn6 gateway ton4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6 bind interface tunnel.6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7.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aaa::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tunne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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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to IPv6 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
在下例中，用户将借助使用 3DES 加密且基于路由的 VPN，通过 IPv4 通道发送 
IPv4 封包，同时启用分片。

CLI ( 设备 1)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p 2aaa::/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p 2bbb::/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3. IKE
set ike gateway ton6 address 3aaa::5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2 local-address 

2bbb::2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4 gateway ton6 sec-level standard

4.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ethernet1/2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ra transmit

5. VPN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6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7.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2 gateway 2bbb::3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bb::/64 interface tunnel.6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 1.1.1.1/24
set route 4.1.1.0/24 interface tunnel.6

8.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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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2)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3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aaa::/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bb::/64 interface trust gateway 3aaa::5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2

4.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CLI ( 设备 3)

1. 通用
set console time 0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2. 接口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5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bbb::/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6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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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 unnumbered interfac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ra accept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n4 address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3aaa::5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6 gateway ton4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6 bind interface tunnel.6

5.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 any any permit

6.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aaa::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tunnel.6
set interface trust ip 4.1.1.1/24
set route 1.1.1.0/24 interface tunne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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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IPv6 XAuth 用户认证

本章介绍 IPv6 用户认证和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并提供配置范例。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第 128 页上的“概述”

第 128 页上的“RADIUSv6”

第 130 页上的“IPSec 访问会话管理”

第 133 页上的“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第 134 页上的“配置范例”

第 134 页上的“带 RADIUS 的 XAuth”

第 135 页上的“带基于 XAuth 路由 VPN 的 RADIUS”

第 139 页上的“带 XAuth 和域名剥离的 RADIUS”

第 143 页上的“IP 池范围分配”

第 149 页上的“RADIUS 重试次数”

第 149 页上的“Calling-Station-Id”

第 150 页上的“IPSec 访问会话”

第 159 页上的“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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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适用于 IPv6 的 ScreenOS XAuth 允许用户在“阶段 1”IKE 协商完成后，认证单个
用户和用户组。

用户可使用 Xauth 单独认证远程虚拟专用网 (VPN) 用户 ( 或用户组 )，而不只是认
证 VPN 网关和 / 或设备；此外，还可分配 TCP/IP 配置信息，如 IP 地址、网络掩
码、DNS 服务器和 WINS 服务器分配。

RADIUSv6
ScreenOS 支持 RADIUSv6，即下一代版本的 RADIUS。将设备作为 XAuth 服务器使
用时，将把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为 IPv4、IPv6 或两者所启用的 RADIUS 服务器。

下节介绍各类方案。配置范例与这些方案一致。

单个客户端，单个服务器

图 36 显示与执行 XAuth 认证的 RADIUS 服务器进行交互的单个服务器和单个客户
端设备。

图 36:  具有单个客户端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RADIUS 服务器位于 XAuth 服务器的 Trust 区段中。每个受保护子网均可包含多个
受保护的主机。该图只显示一个。

注意 : 有关 RADIUS 和 IPv6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3162 和 RFC 2882。

XAuth 客户端

PC1 Trust
2aaa::1/64

Untrust
2bbb::1/64

ethernet1
2bbb::2/64

XAuth 服务器

ethernet2
2ccc::1/64

RADIUS 
服务器
50.1.1.3

P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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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 IPv6 XAuth 用户认证
多个客户端，单个服务器

图 37 显示与执行 XAuth 认证的 RADIUS 服务器进行交互的单个服务器和多个客户
端设备。

图 37:  具有多个客户端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RADIUS 服务器位于服务器的 Trust 区段中。每个客户端设备保护一个不同的子网。
每个受保护子网均可包含多个主机，但图中仅显示一个。

单个客户端，多个服务器

图 38 显示与多个 RADIUS 服务器进行交互的单个服务器和单个客户端设备。

图 38:  具有单个客户端和多个服务器的 RADIUS

RADIUS 服务器位于设备 2 的 Trust 区段中。每个受保护子网均可包含多个主机，
但图中仅显示一个。

XAuth 客户端 1

PC1

XAuth 客户端 2

PC2

PC3

XAuth 客户端 3

XAuth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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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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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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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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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1
2bbb::2/64

ethern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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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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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5

RADIUS
50.1.1.4

ethern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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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主机，单个服务器

图 39 显示保护多个主机的单个客户端设备 ( 设备 1)，以及与 RADIUS 服务器进行
交互的单个服务器 ( 设备 2)。

图 39:  具有多个主机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RADIUS 服务器位于安全服务器的 Trust 区段中。

IPSec 访问会话管理
用户可通过设置一个或多个本地用户端设备 (CPE) 路由器或网关路由器，以使用户
网络通过多个安全设备来访问外部网络。要保护在访问网络上传输的封包，CPE 
和网关设备可建立 IPSec 通道。网关和 RADIUS 服务器将一同管理并记录网络访问
会话的计费。

IPSec 访问会话

其间存在网络访问会话的时间间隔被称为 IPSec 访问会话 (IAS)。IAS 时间间隔起始
于首个 终用户连接到网络 , 截止于 后一个用户从网络中断开连接。图 40 显示 
ISP 如何将安全设备用作 CPE 和网关路由器。

图 40:  通过 RADIUS 服务器进行的 IPSec 访问会话

要启动 IAS，CPE 设备须执行“阶段 1 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以及至少一个
“阶段 2”IKE。

PC1

PC2

PC3

Trust 
2aaa::1/64 

Untrust
2bbb::1/64

ethernet1 
2bbb::2/64

ethern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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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4

RADIUS
50.1.1.3

客户端 服务器

本地 终用户

CPE 路由器
IAS

网关路由器

ISP 网络

RADIUS 服务器
abcd::1

注意 : 有关 ScreenOS 安全概念和 IK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1 页上的“互联网协议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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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IAS 都具备以下特征。

CPE 设备只能有一个针对所有 IP 地址的“IAS 阶段 1 安全联盟 (SA)”。例如，
当 CPE 设备拥有三个 IPv6 地址时，它可有三个“阶段 1 SA”。但对每个“阶
段 1 SA”而言，却可能存在多个“阶段 2 SA”。

在 IAS 生存期中，CPE 及网关设备都可能执行大量 IPSec 操作，如“IKE 阶
段 1”和“阶段 2”重定密钥。

在 IAS 生存期中，阶段 1 会话一旦到期，CPE 便会启动“阶段 1”SA 重定
密钥。

在 IAS 生存期中，CPE 必须在“阶段 2”会话到期前启动新的“阶段 2”SA 重
定密钥，以确保 SA 始终为工作状态。

当它存在时，每个 IAS 都将包含和使用以下组件 : 

CPE 网关设备成功启动 IAS 后，随即为该 IAS 启动 RADIUS 计费。当“阶段 2”SA 
过期或失败时，CPE 设备必须另建一个 SA 以继续保持与网关设备的安全通信。
RADIUS 服务器处理“阶段 2”重定密钥操作的方式，取决于 IAS 功能当前为启用
或禁用。

禁用 IAS 功能时，RADIUS 计费会话将在 CPE 建立新的 SA 后重新启动。每当“阶
段 2”会话失败或超时，都需要启动新的计费会话；且 RADIUS 服务器必须生成多
个账单 (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启动与计费相关的其它功能 )。

但在启用 IAS 功能后，会在执行每个“阶段 2”SA 重定密钥操作后恢复初始 
RADIUS 计费会话。这样，RADIUS 服务器便可维持单个连续的计费会话，从而简
化记账及其它与计费相关的功能。

信息字段 说明

CPE IPv6 Address CPE 设备的地址。地址具有全局唯一性；即，一个 IAS 只能对应一个 
CPE IP 地址。

IKE Phase I ID 用于识别 IAS“阶段 1”网关的 ID。此 ID 可由以下任意元素组成 : 

标识网关设备的字母数字字符串

网关设备的 ASN1 域名

网关设备的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网关设备的 IP 地址 (IPv4 或 IPv6)

网关设备的用户完全合格的域名 (u_FQDN)

XAuth User Name XAuth 用户的名称。

IKE Phase 1 Cookie Pair IKE“阶段 1”SA cookie，后者显示与 IAS 关联的“阶段 1”SA。

Number of Phase 2 SAs IAS 中当前所存在“阶段 2”SA 的数目。对于存在的 IAS，必须有一
个或多个“阶段 2”SA。

Assigned IP address 处于 IKE 模式配置阶段时，从网关分配给 CPE 的 IP4 地址。

Phase 2 SA SPIs 安全参数索引 (SPI) 值，其中包含新的和旧的 SPI。

IAS Start Time IAS 开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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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 IAS 功能

要启用 CPE 网关设备的 IAS 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psec-access-session enable

要禁用 CPE 网关设备的 IAS 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unset ipsec-access-session enable

释放 IAS 会话

可使用 clear ike all 命令释放 IPSec 访问会话。

限定 IAS 设置

以下设置可限制并发活动 IAS 的数量 : 

大值指定设备所允许的 大并发 IAS 数。缺省值为 5000 个会话，取值范围
为 0 到 5000 个会话。

要配置此限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psec access-session maximum maximum_number

IAS 下限临界值指定在触发 SNMP 陷阱前，设备所允许的 小并发 IAS 数。缺省
值为 1000 个会话，取值范围为 1 到 5000 个会话。该值必须小于上限临界值。

要配置此限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psec access-session lower-threshold minimum_number

IAS 上限临界值指定在触发 SNMP 陷阱前，设备所允许的 小并发 IAS 数。缺省
值为 1000 个会话，取值范围为 1 到 5000 个会话。该值必须大于下限临界值。

要配置此限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ipsec access-session upper-threshold maximum_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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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 是一个协议，当指定时间间隔内不存在来自对等方的内
向 IPSec 信息流时，它会验证其它 IPSec 对等方设备是否存在及其活动状况。

设备执行 DPD 的方法是 : 将加密的 IKE“阶段 1”通知负荷 (R-U-THERE) 发送给对
等方，然后等待对等方的 DPD 确认 (R-U-THERE-ACK)。仅当在指定的 DPD 时间间
隔内未收到来自对等方的任何信息流时，设备会发送一个 R-U-THERE 请求。如果
启用 DPD 的设备在一个通道上收到信息流，它会针对该通道重置 R-U-THERE 计数
器，然后开始一个新的时间间隔。如果在此时间间隔内，设备收到来自对等方设备
的 R-U-THERE-ACK，它便确定对等方处于活动状态。如果在此时间间隔内，设备
未收到 R-U-THERE-ACK 响应，则会确定对等方处于不工作状态。

设备将移除不工作对等方的“阶段 1”SA 及所有“阶段 2”SA。

用户可通过 CLI 或 WebUI 配置下列 DPD 参数 : 

"interval" 参数指定 DPD 时间间隔。此时间间隔是在认为对等方处于不工作状
态之前设备所允许经过的时间量 ( 以秒表示 )。设置为零将禁用 DPD。

"always-send" 参数指示设备发送 DPD 请求，而不管是否存在对等方的 IPSec 
信息流。

"retry" 参数指定在认为对等方处于不工作状态前发送 R-U-THERE 请求的 大
次数。对于 IKE 心跳信号配置，缺省传输次数为 5 次，允许的重试范围为 1 到 
128 次。

注意 : 用户可启用 DPD 或 IKE 心跳信号，但两者不可同时启用。如果试图在启用 IKE 
心跳信号后配置 DPD，安全设备则会生成以下错误消息 : 

IKE: DPD cannot co-exist with IKE heartbeat.

如果试图在启用 DPD 后配置 IKE 心跳信号，设备则会生成类似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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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范例

本节包含 RADIUS、IAS 和 DPD 的范例。

带 RADIUS 的 XAuth
图 41 显示在其本地网络中执行 XAuth 用户认证的设备 A，以及使用 RADIUS 服务
器来执行 XAuth，进而通过 IKE 通道对认证进行响应的设备 B。

图 41:  XAuth 范例

WebUI (XAuth 客户端 )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VPNs > AutoKey IKE > Advanced

CLI (XAuth 客户端 )
set ike gateway client_gw6 address 3::1 main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2abc::1 preshare 1234 proposal pre-g2-des-md5
set ike gateway client_gw6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ike gateway client_gw6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chris password swordfish

WebUI (XAuth 服务器 )

1. RADIUS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2. IKE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VPNs > AutoKey IKE > Advanced

注意 : 每个范例的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
阅随后的 CLI 部分。

Trust

Untrust
2abc::1

IPv6 WAN

本地主机尝试通过 IKE 通道在
设备 A 与设备 B 间建立安全连接。

ethernet3
3::1

XAuth 服务器

RADIUS 服务器
abcd::1

设备 B 访问 RADIUS 服务器
以进行用户认证。

XAuth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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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XAuth 服务器 )

1. RADIUS
set auth-server xauth-rad id 1
set auth-server xauth-rad server-name 1.1.1.1
set auth-server xauth-rad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xauth-rad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xauth default auth server xauth-rad query-config

2. IKE
set ike gateway server_gw6 address 2abc::1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ress 3::1 preshare 1234 proposal pre-g2-des-md5
set ike gateway server_gw6 cert peer-cert-type x509-sig
set ike gateway server_gw6 xauth server xauth-rad query-config

带基于 XAuth 路由 VPN 的 RADIUS
在本例中，XAuth 客户端将通过前缀授权和模式配置，使用 XAuth 和 RADIUS 对基
于路由的 VPN 进行认证和授权。此操作将把从 RADIUS 服务器获得的 IP 地址授权
给 XAuth 客户端上的通道接口 ( 除非客户端指定其它接口 )。

请参阅第 128 页上的图 36，“具有单个客户端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配置该范例的具体步骤如下 : 

1. 配置 XAuth 客户端以执行 IPv6 CPE 操作 ( 对于 VPN)。

2. 配置 XAuth IPv6 网关 ( 对于 VPN) 以执行服务器配置。

3. 启用 IP 地址为 50.1.1.3 的 XAuth 服务器 (RAD1)。为端口号为 1812 的 
RADIUS 授予共享机密。

4. 为来自 XAuth 客户端的用户指定有效的用户名 (PC1) 和密码 (PC1)。

WebUI (XAuth 客户端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注意 : 此范例中的 VPN 为基于路由的 VPN。在基于策略的 VPN 中，或存在除 "/32" 以
外的帧式网络掩码，设备都将在通道接口上安装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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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XAuth 客户端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aaa::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1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bbb::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unnumbered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ccc::0/64 interface tunnel.1

4. IKE
set ike gateway NS1_NS2 add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2bbb::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1_NS2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 password PC1

5. VPN
set vpn NS1toNS2 gateway NS1_NS2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1toNS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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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RADIUS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5.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6.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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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2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bbb::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cc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5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2bbb::1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aaa::0/64 interface tunnel.1

4.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3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5. IKE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add 2bbb::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 local-address 

2bbb::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1

6. VPN
set vpn NS2toNS1 gateway NS2_NS1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2toNS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配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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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XAuth 和域名剥离的 RADIUS
在下例中，用户将使用用于检查域名的域名检查功能 ( 从 右边的字符开始到 左
边的字符，直到找到分隔符 )。该功能可使设备仅允许来自特定域的用户。

请参阅第 128 页上的图 36，“具有单个客户端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配置该范例的具体步骤如下 : 

1. 在 XAuth 客户端上启用 IPv6 CPE 配置 ( 对于 VPN) 并配置 XAuth。

2. 在 XAuth 服务器上启用 IPv6 网关配置 ( 对于 VPN)。

3. 启用作为 RADIUS RAD1 且 IP 地址为 50.1.1.3 的 XAuth 服务器。授予其 
RADIUS 共享机密 (juniper) 和端口号 (1812)。

4. 输入用于执行以下任务的命令 : 

在 XAuth 客户端上 : 为该用户提供用户名 (PC1@juniper.net) 及密码 
(PC1)。

在 XAuth 服务器上 : 

将来自 XAuth 客户端的用户名配置为 PC1@juniper.net。

仅允许来自 "juniper.net" 域的用户。

从右至左剥离用户名，直到找到分隔符 (@)。

WebUI (XAuth 客户端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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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XAuth 客户端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aaa::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1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bbb::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IKE
set ike gateway NS1_NS2 add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2bbb::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1_NS2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juniper.net password 

PC1

4. VPN
set vpn NS1toNS2 gateway NS1_NS2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1toNS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5. 路由器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ccc::0/64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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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RADIUS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5.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6.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7.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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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2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bbb::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cc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5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2bbb::1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aaa::0/64 interface tunnel.1

4.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3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1 username domain juniper.net
set auth-server RAD1 username separator @ number 1

5. IKE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add 2bbb::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 local-address 

2bbb::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1@juniper.net

6. VPN
set vpn NS2toNS1 gateway NS2_NS1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2toNS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7.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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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池范围分配
当 RADIUS 服务器返回帧式 IP 地址 255.255.255.254 时，设备将在其本地 IP 池中
为用户分配 IP 地址。如果缺省 IP 池中所含范围内的全部 IP 地址均已用尽，设备
则会使用下一 IP 范围的 IP 地址。

请参阅第 129 页上的图 37，“具有多个客户端和单个服务器的 RADIUS”。

配置该范例的具体步骤如下 : 

1. 启用客户端 1、客户端 2 以及客户端 3 上的 IPv6 CPE 配置 ( 对于 VPN) 和 
XAuth 客户端配置。

2. 在 XAuth 服务器上 : 

启用 IPv6 网关配置 ( 对于 VPN)。

为客户端 1、客户端 2 和客户端 3 配置通道。

启用 IP 地址为 50.1.1.3 的 XAuth 服务器 (RAD1)。指定 RADIUS 共享机密 
(juniper) 和端口号 (1812)。

定义包含两个 IP 范围的本地 IP 池 (P1)。

80.1.1.1 到 80.1.1.2

80.1.1.3 到 80.1.1.4。

启用缺省 XAuth IP 池 (P1)。

为来自 XAuth 客户端 (设备 1、设备 2 和设备 3) 的用户指定有效的用户名 
(PC4) 和密码 (PC4)。

3. 在 RADIUS 服务器上，为用户 PC4 插入带子网掩码 255.255.255.254 的帧式 
IP 地址。

WebUI (XAuth 客户端 1、XAuth 客户端 2 和 XAuth 客户端 3)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注意 : 每个 XAuth 客户端的 WebUI 路径均相同。为某些字段输入的值不同。请参阅 CLI 
命令以得出正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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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XAuth 客户端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aaa::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1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bbb::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ccc::0/64 interface tunnel.1

4. IKE
set ike gat NS1_NS2 add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 2bbb::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1_NS2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4 password PC4

5. VPN
set vpn NS1toNS2 gateway NS1_NS2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1toNS2 bind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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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XAuth 客户端 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3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bad::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3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ddd::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ddd::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ccc::0/64 interface tunnel.2

4. IKE
set ike gateway NS3_NS2 add 2ddd::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 2ddd::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3_NS2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4 password PC4

5. VPN
set vpn NS3toNS2 gateway NS3_NS2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3toNS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6.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CLI (XAuth 客户端 3)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4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bad::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4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3ddd::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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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ddd::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ccc::0/64 interface tunnel.3

4. IKE
set ike gateway NS4_NS2 add 3ddd::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 3ddd::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4_NS2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4 password PC4

5. VPN
set vpn NS4toNS2 gateway NS4_NS2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4toNS2 bind interface tunnel.3

6.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WebU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RADIUS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5. XAuth
Objects > IP Pools > New

Objects > IP Pools > Edit

VPNs > L2TP > Default Settings

6.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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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8.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XAuth 服务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2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bbb::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cc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 50.1.1.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nterface-id 23333333333333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2ddd::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nterface-id 244444444444444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p 3ddd::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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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aaa::0/6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2bbb::1 metric 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aaa::0/16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bad::0/6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2ddd::1 metric 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2bad::0/16 interface tunnel.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3bad::0/64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2ddd::1 metric 2
set vrouter trust route 3bad::0/16 interface tunnel.3

4.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3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5. XAuth
set ippool P1 80.1.1.1 80.1.1.2
set ippool P1 80.1.1.3 80.1.1.4
set xauth default ippool P1

6. IKE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add 2bbb::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 local-add 

2bbb::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2_NS3 add 2ddd::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3 local-add 

2ddd::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2_NS4 add 3ddd::1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4 local-add 

3ddd::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NS2_NS1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4
set ike gateway NS2_NS3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4
set ike gateway NS2_NS4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user PC4

7. VPN
set vpn NS2toNS1 gateway NS2_NS1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2toNS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NS2toNS3 gateway NS2_NS3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2toNS3 bind interface tunnel.2
set vpn NS2toNS4 gateway NS2_NS4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NS2toNS4 bind interface tunnel.3

8.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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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重试次数
在具有单个 XAuth 客户端以及带多个 RADIUS 服务器的 XAuth 服务器环境下，可在 
XAuth 服务器尝试向备份服务器发送请求前配置 RADIUS 服务器的重试次数。缺省
的重试次数为 3 ( 总共 4 次 )。例如，如果将设备的重试次数配置为 20 次，设备则
会在尝试向备份服务器发出请求前，向主 RADIUS 服务器发送总共 21 次请求。

本范例以第 129 页上的图 38 中所示拓扑结构为基础，且仅显示 XAuth 服务器的 
RADIUS 配置。

WebUI (XAuth 服务器，RADIUS 配置 )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CLI (XAuth 服务器，RADIUS 配置 )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3
set auth-server RAD1 backup1 50.1.1.5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retries 20

Calling-Station-Id
在缺省情况下，Calling-Station-Id 属性在“访问请求”封包和“计费请求”封包中
不可见。可配置该属性在封包中显示。ike-ip 地址将随访问请求封包一同发送。

在基于 第 128 页上的图 36 的下例中，用户可配置 XAuth 服务器以包括封包中的 
Calling-Station-Id 属性。本例仅显示 XAuth 服务器的 RADIUS 配置。

WebUI ( 设备 2)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CLI ( 设备 2)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3
set auth-server RAD1 backup1 50.1.1.5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attribute calling-stat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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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访问会话
图 42 显示配置为 CPE 路由器的四个设备，后者可通过下游路由器 ( 设备 2) 与上
游网关路由器 ( 设备 5) 进行交互。由于在任意情况下都会启用 ipsec 访问会话功
能，因而 RADIUS 服务器可保持单个连续 RADIUS 计费会话。

图 42:  IPSec 访问会话范例

在下例中，四个 CPE 将在网关路由器 (ethernet1，IP address 2aac::2) 上建立通向
同一接口的通道。在网关上启动 IAS 会话，可使四个不同 XAuth 用户 ( 每个 CPE 
路由器对应一个用户 ) 使用各自用户名和密码来识别自身。

PC1

PC2

PC3

PC4

CPE 1

Trust
2aaa::1/64

CPE 2

CPE 3

CPE 4

下游路由器

ethernet1
2aac::1/64

网关路由器

ethernet1/1
2aac::2/64

ethernet1/1
2ccc::1/64

RADIUS
50.1.1.5

Untrust
2bbb::1/64

Trust
3aaa::1/64

Trust
2bad::1/64

Trust
3bad::1/64

Untrust
3bbb::1/64

Untrust
2dad::1/64

Untrust
3dad::1/64

ethernet2
2bbb::2/64

Untrust
2bbb::1/64

ethernet4
2dad::2/64

ethernet5
3dad::2/64

PC5

注意 :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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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范例的基本执行步骤如下 : 

1. 按以下 CLI 中所述方法，配置全部四个 CPE 设备、路由器和网关。

2. 在每个 CPE 中发送一个 XAuth 用户 ( 密码分别为 PC1、PC2、PC3 和 PC11 的 
PC1、PC2、PC3 和 PC11)。此外，还应将所有 CPE 配置为 XAuth 客户端。

3. 在所有 CPE 中发送如 "juniper.net" 的域名称，并为主动模式协商配置 VPN。

4. 在网关上执行以下操作 : 

a. 执行 XAuth 服务器配置。

b. 将 RADIUS 共享机密指定为 juniper，并将端口指定为 1812。

c. 添加用户组 (group1)，并添加域名为 "juniper.net" 及共享限制为 10 的用
户 (n1)。

在 RADIUS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 

a. 添加用户 PC1、PC2、PC3 和 PC4，并为其分别指定密码 PC1、PC2、PC3 
和 PC4。

b. 将所有必需的属性 ( 如 framed-ip-address) 指定给每个用户。

WebUI (CPE 1、CPE 2、CPE 3 和 CPE 4)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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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CPE 1)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6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aaa::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6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bbb::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2bbb::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cc::/64 interface tunnel.1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add 2aac::2 aggressive local-id juniper.net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2 local-address 2bbb::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 password PC1

5. VPN
set vpn vpn1 gateway touniversa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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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2)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3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aaa::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3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3bbb::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2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2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bbb::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cc::/64 interface tunnel.2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add 2aac::2 aggressive local-id juniper.net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3bbb::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2 password PC2

5. VPN
set vpn vpn2 gateway touniversa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2 bind interface tunnel.2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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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3)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4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bad::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4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dad::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3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3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dad::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cc::/64 interface tunnel.3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add 2aac::2 aggressive local-id juniper.net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2dad::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3 password PC3

5. VPN
set vpn vpn3 gateway touniversa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3 bind interface tunnel.3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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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CPE 4)

1. 接口
set interface trust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5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bad::1/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5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3dad::1/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4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4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4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dad::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cc::/64 interface tunnel.4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add 2aac::2 aggressive local-id juniper.net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3dad::1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universal xauth client any username PC11 password PC11

5. VPN
set vpn vpn4 gateway touniversa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4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WebUI ( 设备 2，路由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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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2，路由器 )

1. 互联网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nterface-id 1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ipv6 ip 2aa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nterface-id 1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ipv6 ip 2bbb::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nterface-id 1333333333333333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ipv6 ip 3bbb::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3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nterface-id 144444444444444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ipv6 ip 2dad::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4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ipv6 interface-id 1555555555555555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ipv6 ip 3dad::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5 route 
unset zone trust block

2.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ccc::/64 interface ethernet1 gateway 2aac::2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ethernet2 gateway 2bbb::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aaa::/64 interface ethernet3 gateway 3bbb::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bad::/64 interface ethernet4 gateway 2dad::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ad::/64 interface ethernet5 gateway 3d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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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网关路由器 )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用户

Objects > Users > Local > New

Objects > Users > Local > Edit

Objects > User > Local Groups > New

Objects > User > Local Groups > Edit

5. RADIUS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New

Configuration > Auth > Auth Servers > Edit

6.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7.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8.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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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网关路由器 )

1. 接口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en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nterface-id 2111111111111111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ipv6 ip 2aac::2/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1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manag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nterface-id 2222222222222222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ip 2ccc::1/64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ethernet1/2 ip 50.1.1.1/24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ethernet1/1 gateway 2aac::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aaa::/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bad::/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ad::/64 interface tunnel.1
set ipsec access-session enable

4. 用户
set user n1 uid 1
set user n1 ike-id fqdn juniper.net share-limit 10
set user n1 type ike
set user n1 enable
set user-group group1 id 1
set user-group group1 user n1

5. RADIUS
set auth-server RAD1 id 1
set auth-server RAD1 server-name 50.1.1.5
set auth-server RAD1 account-type xauth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port 1812
set auth-server RAD1 radius secret juniper

6. IKE
set ike gateway universal dialup group1 aggressive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1/1 

local-address 2aac::2 preshare abc123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universal xauth server RAD1 query-config
set ike gateway universal dpd interval 15
set ike gateway universal dpd re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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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PN
set vpn VPN1 gateway universal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1

8. 策略
set policy id 1 from Untrust to Trust "Dial-up VPN 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Dial-up VPN 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3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图 43 显示为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 所配置的两台设备。

图 43: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范例

在设备 1 上 : 

将设备 1 的 Trust 接口和 Untrust 接口配置为 IPv6 路由器。

配置 Trust 接口以通告前缀 2aaa::。

配置 Untrust 接口以通告前缀 2bbb::。

配置 IKE 网关。

配置 VPN。

将 DPD 间隔时间设置为 15 秒，并将重试设置设为 10 次。

在设备 2 上 : 

将设备 1 的 Untrust 接口配置为 IPv6 主机，以使其可接受 RA。

将 Trust 接口配置为 IPv6 路由器，以通告前缀 3bbb::。

配置 IKE 网关。

配置 VPN。

设备 1

Trust
2aaa::1

Untrust
2bbb::2

设备 2
互联网

集线器 1

PC 1

Untrust
3aaa::5

Trust
3bbb::6

集线器 2

PC 2服务器 服务器

注意 : WebUI 部分仅列出通向设备配置页面的导航路径。有关特定值，请参阅随后的 
CLI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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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1)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注意 : 也可通过输入 set ike gateway ton4 dpd always-send 命令以设置为 DPD Always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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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 设备 1)

1. 接口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2aaa::/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1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p 2bbb::/64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2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ip 3ddd::/64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3bbb::/64 interface tunnel.6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2bbb::3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n4 address 3aaa::5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2bbb::2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4 dpd interval 15
set ike gateway ton4 dpd retry 10

5. VPN
set vpn vpn1 gateway ton4 no-replay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1 bind interface tunnel.6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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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UI ( 设备 2)

1. 接口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untrust) > IPv6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rust) > IPv6

2. 通道

Network > Interfaces > New (Tunnel IF)

Network > Interfaces > Edit ( 对于 tunnel.6) > IPv6

3. 路由

Network > Routing > Routing Table > New (trust-vr)

4. IKE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New

VPNs > AutoKey Advanced > Gateway > Edit

5. VPN
VPNs > AutoKey IKE > New

VPNs > AutoKey IKE > Edit

6. 策略

Policies > (From: Untrust, To: Trust) > New

Policies > (From: Trust, To: Untrust) > New

CLI ( 设备 2)

1. 接口
unset zone untrust block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5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untrust ipv6 ra accept
set interface un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untrust manag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mode router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p 3bbb::/64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interface-id 0000000000000006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enable
set interface trust ipv6 ra transmit 
set interface trust route
set interface trust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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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道
set interface tunnel.6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mode host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ip 3ddd::/64
set interface tunnel.6 ipv6 enable

3. 路由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0 interface untrust gateway 3aaa::4
set vrouter trust-vr route 2aaa::/64 interface tunnel.6

4. IKE
set ike gateway ton1 address 2bbb::2 outgoing-interface untrust local-address 

3aaa::5 preshare abc sec-level standard
set ike gateway ton1 dpd interval 15
set ike gateway ton1 dpd retry 5

5. VPN
set vpn vpn4 gateway ton1 no-replay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vpn4 bind interface tunnel.6

6. 策略
set policy from untrust to 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ipv6 any-ipv6 an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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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交换

可将安全设备用作交换机，以沿着路径传输 IPv6 信息流。为达此目的，必须将设备
置于“透明”模式下。有关“透明”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卷 : 基本原理。

表 4 列出了多个 ScreenOS 命令，用于允许 IPv6 信息流和其它非 IP 信息流通过
“透明”模式下运行的安全设备。

表 4:  用于绕过非 IP 信息流的透明模式命令

命令 说明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允许所有第 2 层的非 IP 信息流通过安全设备。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阻止所有非 IP 和非 ARP 单播信息流 ( 缺省行为 )。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all 当两个命令同时出现在配置文件中时，覆盖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命令。

如果先前已经输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all 命令，而现在希望设备恢复其缺
省行为，即仅阻止非 IP 和非 ARP 单播信息流，则
应首先输入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non-ip 命令
以允许所有非 IP 和非 ARP 信息流 ( 包括组播、单播
和广播信息流 ) 通过设备。然后输入 unset 
interface vlan1-bypass-non-ip 命令以仅阻止非 IP 
和非 ARP 单播信息流。

set interface vlan1 bypass-others-ipsec 使用此命令可让设备传输 IPSec 信息流而不终止 
IPSec 信息流。然后，设备会允许 IPSec 信息流通
过，并到达其它 VPN 终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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