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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前言提供以下准则以使用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J 系列和 SRX 系列文档和发行说明 (第xxxix页)

•

目标 (第xxxix页)

•

读者 (第xl页)

•

支持的路由平台 (第xl页)

•

文档约定 (第xl页)

•

文档反馈 (第xlii页)

•

请求技术支持 (第xlii页)

J 系列和 SRX 系列文档和发行说明
相关 J 系列文档的列表，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software/junos-jseries/index-main.html。

相关 SRX 系列文档的列表，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hardware/srx-series-main.html。

如果最新发行说明中的信息与本文档中的不同，请遵循 Junos OS Release Notes。
要获取所有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文档的最新版本，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网站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产品文档页。
Juniper Networks 支持 Juniper Networks 工程师和主题专家通过全球的图书出版商出版技术书
籍的计划。 这些书籍超出了技术文档的范畴，旨在研究使用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和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网络架构、部署和管理的细微差别。 此外，随 O'Reilly Media 一起
发布的 Juniper Networks Technical Library 研究如何使用 Junos OS 配置技术提高网络安全、
可靠性和可用性。 所有相关书籍在全球各地的技术书店及书店门市均有售。 访问
http://www.juniper.net/books 可查看最新的书籍列表。

目标
本指南介绍如何在运行 Junos OS 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上使用和配置主要
安全功能。 提供概念性信息、建议的工作流程以及适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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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本手册专为安装、设置、配置、监控或管理运行 Junos OS 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或 SRX 系列服
务网关的人员而设计。 本手册适用于以下读者：
•

拥有网络和网络安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路由协议相关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客户

•

安装、配置和管理互联网路由器的网络管理员

支持的路由平台
本手册介绍运行 Junos OS 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上支持的功能。

文档约定
第xl页上的表1 定义了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提醒图标。

表1: 提醒图标
图标

含义

说明

提示信息

指示重要的功能或说明。

小心

指示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硬件损坏的情况。

警告

警示存在导致人身伤害或死亡的风险。

激光警告

警示存在激光导致人身伤害的风险。

第xl页上的表2 定义了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文字和语法约定。

表2: 文字和语法约定
约定

说明

示例

Bold text like this

表示用户键入的文本。

要进入配置模式，请键入 configure 命令:
user@host> configure

Fixed-width text like this

表示在终端屏幕上显示的输出。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No alarms currently active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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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文字和语法约定 (续)
约定

说明

示例

Italic text like this

•

引入重要的新术语。

•

•

标识书名。

策略term是命名结构，用于定义匹配条件
和操作。

•

标识 RFC 和互联网草案标题。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RFC 1997，BGP Communities Attribute

Italic text like this

表示命令或配置语句中的变量（将用值替代
的选项）。

配置机器的域名：
[edit]
root@# set system domain-name
domain-name

Text like this

表示配置语句、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
界面名称，配置层次结构级别或者路由平台
组件上的标签。

•

要配置末端区域，请在 [edit protocols
ospf area area-id] 层次结构级别中加入
stub 语句。

•

控制台端口被标记为 CONSOLE。

< >（尖括号）

用于括起可选关键字或变量。

stub <default-metric metric>;

|（竖线符号）

表示可在此符号两边的互斥关键字或变量之
间进行选择。 为清晰起见，选项集通常括在
括号中。

broadcast | multicast

#（井号）

指示与其所适用的配置语句位于同一行的注
释。

rsvp { # Required for dynamic MPLS only

[ ]（中括号）

用于括起将由一个或多个值替代的变量。

community name members [ community-ids ]

大括号 ( { } )

在配置层次结构中标识级别。

;（分号）

在配置层次结构级别中标识子语句。

(string1 | string2 | string3)

[edit]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default {
nexthop address;
retain;
}
}
}

J-Web GUI 约定
Bold text like this

>（粗体右尖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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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用户单击或选择的 J-Web 图形用户界面
(GUI) 项。

分隔 J-Web 选项层次结构中的级别。

•

在“Logical Interfaces”（逻辑接口）
框中，选择All Interfaces（所有接
口）。。

•

要取消配置，请单击Cancel（取消）。

在配置编辑器层次结构中，选择
Protocols>Ospf（协议 > O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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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反馈
我们欢迎您提供反馈、评论和建议，以便我们改进文档。 可将您的评论发送到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或者在以下网址中填写文档反馈
https://www.juniper.net/cgi-bin/docbugreport/。 如果使用电子邮件，请确保在您的评论中包括
以下信息：
•

文档或主题名称

•

URL 或页码

•

软件版本号（如适用）

请求技术支持
可通过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获取产品技术支持。 如果您是具有有效 J-Care
或 JNASC 支持合同的客户或者在担保期之内，需要售后服务的技术支持时，可以在线访问我们的
工具和资源或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

JTAC 政策—要全面了解我们的 JTAC 流程和政策，请参阅 JTAC User Guide，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resource-guides/7100059-en.pdf。

•

产品担保—有关产品担保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warranty/。

•

JTAC 工作时间—JTAC 中心提供全天候服务，全年无休。

自助在线工具和资源
为了快捷地解决问题，Juniper Networks 设计了一套称为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CSC) 的
在线自助服务门户，其可为您提供以下功能：
•

要查找 CSC 提供的服务，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

要查找产品文档，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

要查找解决方案并利用我们的“知识库”解答问题，请访问：http://kb.juniper.net/

•

要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并查阅发行说明，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sc/software/

•

要搜索技术公告以查找相关硬件和软件通知，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alerts/

•

要加入并参与 Juniper Networks 社区论坛，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ompany/communities/

•

要在 CSC Case Management 工具中在线打开一个案例，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m/

要通过产品序列号验证服务授权，请使用我们的 Serial Number Entitlement (SNE) 工具：
https://tools.juniper.net/SerialNumberEntitlementSearch/

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可在 Web 上或通过电话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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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CSC 中的 Case Management 工具：http://www.juniper.net/cm/。

•

请致电 +1-888-314-JTAC（即 +1-888-314-5822，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免费电话）。

对于不在上述免费电话范围内的国家，请访问以下网址查找有关国际长途和直拨选项的信息：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requesting-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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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于流和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

处理概述 (第3页)

•

基于流的处理 (第11页)

•

IPV6 基于流的处理 (第55页)

•

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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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处理概述
•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处理概述 (第3页)

•

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心点架构 (第6页)

•

按设备扩展会话容量 (第7页)

•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第10页)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处理概述
用于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 Junos OS 集成了 Juniper Networks 世界级的网络安全和路由
功能。 除多种基于数据包的过滤、服务等级 (CoS) 分类器及信息流整形功能外，Junos OS 还包
括广泛的基于流的安全功能集，比如策略、筛选、网络地址转换 (NAT) 及其他基于流的服务。
进出服务网关的信息流将根据配置的功能（比如数据包过滤器、安全策略和筛选）进行处理。 例
如，该软件可以决定：
•

是否允许数据包进入设备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防火墙筛选

•

数据包到达其目的地的路由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 CoS（如有）

•

是否应用 NAT 来转换数据包的 IP 地址

•

数据包是否要求应用层网关 (ALG)

进出设备的数据包都要进行基于数据包和基于流的处理：
•

基于流的数据包处理按相同的方式处理相关的数据包或者数据包流。 数据包的处理取决于为数
据包流（称为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建立的特征。
对于服务网关的分布式处理架构，所有基于流的处理都在 SPU 上发生，而采样是多线程感知
的。 采样的数据包将保持数据包顺序。

•

基于数据包或无状态的数据包处理会以离散的方式处理数据包。 系统将对每个数据包单独进行
处理评估。
对于服务网关的分布式处理架构，一些基于数据包的处理（比如信息流整形）将在 NPU 上发
生。 一些基于数据包的处理（比如向数据包应用分类程序）将在 SPU 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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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基于流的处理 (第4页)

•

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第5页)

了解基于流的处理
向数据包应用基于数据包的过滤器和一些筛选后，系统将对该数据包进行基于流的处理。 对单个
流进行的所有基于流的处理都在单个系统处理单元 (SPU) 上发生。 SPU 根据为相关会话配置的
安全功能及其他服务处理流数据包。
第4页上的图1 显示了在服务网关上如何以基于流的方式处理信息流的概念性视图。

图1: 进行基于流的处理的信息流流程

流是指满足相同的匹配条件，并共享相同特征的相关数据包流。 Junos OS 按相同的方式处理属
于同一流的数据包。
对于决定数据包处理结果的配置设置—比如应用的安全策略，是否需要应用层网关 (ALG)，是否
应用 NAT 来转换数据包的源和/或目标 IP 地址—将对流的第一个数据包进行评估。
要确定是否存在某个数据包的流，NPU 将尝试根据以下匹配条件将相关数据包信息与已有会话的
数据包信息进行匹配：
•

源地址

•

目标地址

•

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协议

•

给定区段和虚拟路由器的唯一会话令牌号码

区段和策略
用于流中第一个数据包的安全策略缓存在用于相同流和密切相关流的信息流表中。 安全策略与区
段关联。 区段是接口的集合，可定义安全边界。 数据包的内向区段（由经其到达的接口决定）
及其外向区段（由转发查找决定）一起决定用于流数据包的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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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会话
基于流的数据包处理（状态式）要求创建会话。 出于以下目的，系统将为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创建
会话：
•

存储大部分要应用到流数据包的安全措施。

•

缓存流状态的相关信息。
例如，缓存在其会话中的流的记录和计数信息。 （一些状态式防火墙筛选依赖于与单个会话或
所有会话相关的阈值。）

•

针对 NAT 等功能，分配流所需的资源。

•

为 ALG 和防火墙等功能提供框架。

大部分数据包处理发生在流的上下文中，包括：
•

策略管理、NAT、区段和大多数筛选。

•

ALG 和认证管理。

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当数据包从输入接口上的队列中删除后，及添加到输出接口上的队列中之前，系统会对数据包进
行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基于数据包的处理对离散数据包应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CoS 功能及一些筛选。
•

数据包到达接口后，系统将会对其应用运行状况检查、基于数据包的过滤器、一些 CoS 功能及
屏蔽。

•

数据包离开设备前，系统将向其应用任何与相关接口关联的基于数据包的过滤器、一些 CoS 功
能和屏蔽。

通常，一个或多个接口会关联过滤器和 CoS 功能，以影响哪些数据包可以通过系统，及根据需要
向数据包应用特殊操作。
以下主题介绍各种可配置和应用来传输信息流的基于数据包的功能。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也称为访问控制列表 (ACL)，控制访问并限制流传输速率。 这些过滤器静态
评估从源经由设备传输至目的地的数据包，或者从路由引擎发起或以其为目的地的数据包的内容。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会评估每个数据包，包括破碎的数据包。
可以向输入和/或输出接口应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 一个过滤器包含一个或多个条件，每个条
件包含两个组件—匹配条件和操作。 缺省情况下，系统将丢弃不匹配防火墙过滤器的数据包。
可以规划和设计用于各种目的的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例如，将信息流限制为某些协议、IP 源或
目标地址，或者数据传输速率。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在 SPU 上执行。

服务等级功能
使用 CoS 功能可以对信息流进行分类和整形。 CoS 功能在 SPU 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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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聚合 (BA) 分类程序—这些分类程序在数据包进入设备时对其进行操作。 利用行为聚合分
类程序，设备可将不同类型的信息流聚合到单个转发类中，以获得相同的转发处理。 使用 BA
分类程序，可以根据区分服务 (DiffServ) 值设置数据包的转发类和丢失优先级。

•

信息流整形—可以通过向特定信息流服务的特定应用程序分配服务级别，以及不同的延迟、抖
动和数据包丢失特征等，来对信息流进行整形。 信息流整形对于实时应用程序（比如语音和视
频传输）尤其有用。

筛选
一些筛选，比如拒绝服务 (DoS) 筛选，会应用于流程之外的数据包。 它们在网络处理单元 (NPU)
上执行。
有关特定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和 CoS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Junos OS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及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

第27页上的SRX5600 和 SRX58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

第36页上的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

第42页上的SRX21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心点架构
架构中的中心点具有两个基本流功能：负载均衡和信息流识别（全局会话匹配）。 中心点在会话
匹配时将数据包转发至其服务处理单元 (SPU)；或者在该数据包不与任何已有会话匹配时，将信
息流发送至 SPU 进行安全处理。
在某些 SRX 系列设备上，无法将整个 SPU 专用于中心点功能，但会自动将一定比例的 SPU 分配
用于中心点功能，其余部分用于正常的流处理。 当 SPU 同时执行中心点功能和正常流处理时，
将被认为是处于组合即 combo 模式下。
SPU 专用于中心点功能的百分比取决于设备中的 SPU 数。 根据 SPU 数，SRX 系列设备上共有三
种模式—小型中心点、中型中心点及大型中心点。
在小型中心点模式下，较小比例的 SPU 专用于中心点功能，其余部分专用于正常流处理。 在中
型中心点模式下，SPU 用于中心点功能和正常流处理的比例几乎相等。 在大型中心点模式下，整
个 SPU 专用于中心点功能。 在组合模式下，中心点和 SPU 共享相同的负载均衡线程 (LBT) 和
数据包排序线程 (POT) 基础结构。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6

•

组合模式下的负载分布 (第7页)

•

在组合模式下共享处理能力和内存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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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模式下的负载分布
中心点维护 SPU 映射表（用于负载分布），其中列出逻辑 SPU ID 已映射至物理简单网络协议
(TNP) 地址映射的活动 SPU。 在组合模式下，表中将包括托管中心点的 SPU。 系统将根据会话
容量和处理能力调整负载分布算法，以避免会话过载。

在组合模式下共享处理能力和内存
组合模式下 SPU 的 CPU 处理能力将根据平台及系统中的 SPU 数进行共享。 同样地，CPU 内存
也会在中心点和 SPU 之间共享。
SPU 有多个内核 (CPU) 用于网络处理。 在“小型”SPU 组合模式下，CPU 功能占用较小比例的
内核；而“中型”SPU 组合模式则要求较大比例的内核。 中心点功能和流处理的处理能力根据服
务处理卡 (SPC) 的数量共享，如第7页上的表3 中所示。

表3: 组合模式处理
SRX 系列设备

带 1 张 SPC 的中心点模式

带 2 张及以上 SPC 的中心点模式

SRX1400

小型

中型

SRX3400

小型

中型

SRX3600

小型

中型

SRX3400（扩展性能和容量许可证）

小型

大型

SRX3600（扩展性能和容量许可证）

小型

大型

SRX5600

中型

大型

SRX5800

中型

大型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按设备扩展会话容量
要充分利用满载的 SRX3400、SRX3600 或 SRX5800 设备的处理潜能，可以扩展这些设备的最大并
发会话数。
第8页上的表4 显示了这些设备上缺省允许的并发会话数及扩展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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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增加最大中心点会话
满载系统的最大并发会话数
SRX 系列设备

缺省值

带扩展容量

SRX3400

225 万

300 万

SRX3600

225 万

600 万

SRX5600

900 万

无法扩展

SRX5800

1250 万

1400 万

扩展会话容量的方法取决于设备：
•

SRX3400 或 SRX3600 上的中心点会话许可证安装和验证

•

SRX5800 设备上的 CLI 优化选项

以下章节提供有关在 SRX3400、SRX3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扩展会话限制的信息。
•

在 SRX3400 或 SRX36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 (第8页)

•

在 SRX58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 (第8页)

•

了解中心点会话扩展 (第9页)

•

在 SRX5800 设备上恢复缺省的会话容量 (第9页)

•

验证当前的会话容量 (第9页)

在 SRX3400 或 SRX36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
在 SRX3400 或 SRX36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要求验证设备上的中心点会话许可证。
1. 获取中心点会话许可证密钥并在设备上安装许可证。 有关许可证安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重新启动设备以实施扩展的会话容量。

在 SRX58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
在 SRX5800 设备上扩展会话容量需要更改 CLI 配置。
1. 在 CLI 配置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edi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cp-sessions
2. 重新启动设备以实施扩展的会话容量。

使用中心点会话优化技术排除其他优化方法，禁用高级 GTP 处理并将路由容量减少至 100K 前
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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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心点会话扩展
中心点会话在满载的 SRX5800A 设备中可能会拥塞，该设备的 SPU 会话数可达到 2000 万。 要
生成更多的中心点会话，可通过将总会话数增加至 2000 万 IPv4 会话或 1000 万 IPv6 会话来
优化中心点。 这种优化将每秒最高可达的连接数转换为最大中心点会话数。
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扩展中心点会话：
user@host# edi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cp-sessions
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将负载分布更改为基于中心点的哈希值：
user@host# edi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session-distribution-mode hash-based
相关主题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在 SRX5800 设备上恢复缺省的会话容量
在 SRX5800 设备上恢复缺省的会话容量要求更改 CLI 配置。
1. 在 CLI 配置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可重建缺省的会话容量值：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enable
2. 重新启动设备以实施新值。

验证当前的会话容量
用途

中心点会话摘要包括设备的最大会话设置。 根据此值，可确定会话容量是否已按预期修改。

操作

要验证中心点会话容量的当前设置，请输入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cp-session summary
Valid sessions: 114323
Pending sessions: 11
Invalidated sessions: 32551
Sessions in other states: 0
Total sessions: 146885
Maximum sessions: 14000000
Maximum inet6 sessions: 7000000

含义

Maximum sessions 值表示设备上当前的会话容量。 14000000 的值意味着 SRX5800 设备已针对扩

展的中心点会话数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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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Junos OS 集成了 Juniper Networks 操作系统世界级的网络安全和路
由功能。
进出运行 Junos OS 的服务路由器的信息流将根据配置的功能（比如安全策略、数据包过滤和筛
选等）进行处理。 例如，该软件可以决定：
•

是否允许数据包进入路由器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CoS)（如有）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防火墙筛选

•

是否通过 IPSec 通道发送数据包

•

数据包是否要求应用层网关 (ALG)

•

是否应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来转换数据包的地址

•

数据包到达其目的地所使用的路由

进出运行 Junos OS 的服务路由器的数据包都要进行基于数据包和基于流的处理。 设备始终以离
散的方式处理数据包。 数据包的处理取决于为数据包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建立的特征。
相关主题

1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4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

第50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数据路径

•

第184页上的监控策略统计信息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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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的处理
•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 (第11页)

•

SRX5600 和 SRX58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第27页)

•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第36页)

•

服务卸载概述 (第39页)

•

示例：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 (第40页)

•

SRX21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第42页)

•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第44页)

•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第44页)

•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数据路径 (第50页)

•

了解主动会话超时 (第53页)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
•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第11页)

•

监控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第17页)

•

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第26页)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

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第11页)

•

示例：控制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终止 (第12页)

•

示例：禁用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第13页)

•

示例：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所有 TCP 会话设置最大片段大小 (第14页)

•

了解按策略进行 TCP 会话检查 (第15页)

•

示例：配置按策略进行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第16页)

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根据路由及其他分类信息，可创建会话来为流存储信息和分配资源。 会话具有特征，其中的一部
分可以更改，例如何时终止。 例如，您可能希望确保会话表始终不会全满，以防止攻击者企图淹
没会话表并阻止合法用户启动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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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和服务，会对会话设定一个超时值。 例如，TCP 的缺省超时为 1800 秒。 UDP 的缺省
超时为 60 秒。 流在终止后会标记为无效，其超时将减至 10 秒。
如果服务终止前没有信息流使用该会话，那么它将过时并释放到公共资源池中，供重新使用。 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会话的寿命：
•

•

相关主题

可以使用以下任意方法指定终止会话的情况：
•

根据会话表满的程度使会话超时

•

为要超时的 TCP 会话设置显式超时

•

配置 TCP 会话在收到 TCP RST（重置）消息后失效

可以按以下方法配置会话来适应其他系统：
•

禁用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更改最大片段大小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6页上的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

第12页上的示例：控制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终止

示例：控制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终止
此示例显示如何根据一段时间过去后，或者当会话表中的会话数已满或达到指定的百分比时，来
终止 SRX 系列设备的会话。 您指定超时值或会话表中的会话数。
•

要求 (第12页)

•

概述 (第12页)

•

配置 (第13页)

•

验证 (第13页)

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终止会话的情况。 请参阅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概述
可以控制某些情况下的会话终止—例如，收到 TCP FIN Close 或收到 RST 消息后，遇到 UDP 的
ICMP 错误时，以及服务超时前未收到匹配的信息流时。 会话终止后，其资源将释放供其他会话
使用。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以下情况来终止会话：

12

•

20 秒的超时值。

•

280 秒的显式超时值，可更改三方握手期间的 TCP 会话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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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在 TCP 三方握手期间，在会话表中将初始 TCP 会话超时设置为 280 秒。 收到第一个
SYN 数据包后，计时器即启动，并为三方握手期间的每个数据包重置。 三方握手完成后，会话
超时将重置为特定应用程序定义的超时。 如果计时器在三方握手完成前过期，该会话将从会话
表中删除。
•

收到 TCP RST（重置）消息的任何会话都将失效。

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控制 SRX 系列设备的会话终止，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会话的超时值。

1.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aging early-ageout 20

配置超时值。

2.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tcp-initial-timeoout 280

使收到 TCP RST 消息的任何会话失效。

3.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rst-invalidate-session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

第13页上的示例：禁用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第14页上的示例：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所有 TCP 会话设置最大片段大小

示例：禁用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此示例显示如何禁用设备中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要求 (第14页)

•

概述 (第14页)

•

配置 (第14页)

•

验证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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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禁用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的情况。 请参阅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
的会话特征”。

概述
Junos OS 提供禁用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的机制，以确保与包含故障 TCP 实施的主机或设备的互
操作性。 在无 SYN 检查的过程中，Junos OS 不会查找 TCP SYN 数据包来创建会话。 无序列检
查将禁用 TCP 序列检查验证。 并增加吞吐量。 SYN 检查和序列检查缺省启用。 Set security
flow 命令会禁用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SYN 检查和 TCP 序列检查，从而降低安全性。 如果客户
喜欢传输大型文件，或者应用程序无法按标准正常工作，可能需要使用此命令。

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禁用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创建会话前禁用 TCP SYN 位检查。

1.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no-syn-check

在状态式检查期间禁用 TCP 片段中的序列号检查。

2.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no-sequence-check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页上的示例：控制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终止

•

第14页上的示例：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所有 TCP 会话设置最大片段大小

示例：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所有 TCP 会话设置最大片段大小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 SRX 系列设备的所有 TCP 会话设置最大片段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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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第15页)

•

概述 (第15页)

•

配置 (第15页)

•

验证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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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设置最大片段大小的的情况。 请参阅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
话特征”。

概述
可以更改 TCP 最大片段大小 (TCP-MSS) 来终止所有 TCP 会话。 要减少碎片的可能性并防止数
据包丢失，可使用 tcp-mss 语句来指定较低的 TCP MSS 值。 此语句适用于遍历所有 MSS 值大
于指定值的路由器入口接口的所有 IPv4 TCP SYN 数据包。
如果已设置 DF 位，将不会粉碎数据包，并且 Junos OS 将向应用程序服务器发送 ICMP 错误类
型 3 代码 4 数据包（目标无法到达；需要分片和 DF 设置）。 此 ICMP 错误消息包含要由应用
程序服务器使用的正确 MTU（如 tcp-mss 中的定义），该服务器应收到此消息并相应调整数据包
大小。 这对于 VPN 特别有必要，因为 IPsec 增加了数据包开销，所以必须适当地降低 tcp-mss。

注意: 在数据包模式下运行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时，可使用 set system
internet-options tcp-mss 语句调整 TCP-MSS 值。 在数据包模式下，TCP-MSS 配置
仅会影响已设定 SYN 位并遍历设备所有入口接口的 IPv4 TCP 信息流。 所有端口都
将受 TCP-MSS 配置的影响；无法排除特定端口。 在流模式下运行 SRX 系列和 J 系
列设备时，尽管可以使用 set system internet-options tcp-mss 语句，但建议仅使
用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语句调整 TCP-MSS 值。 如果配置了两个语句，则两
个值中较低的将生效。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所有 TCP 会话的最大片段大小，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最大片段大小。

1.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mss all-tcp mss 13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页上的示例：控制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终止

•

第13页上的示例：禁用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了解按策略进行 TCP 会话检查
缺省情况下会对所有 TCP 会话启用 TCP SYN 检查和序列检查选项。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会在 TCP 期间执行以下操作：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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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话的第一个数据包中检查 SYN 标记，并拒绝试图发起会话但不含 SYN 标记的任何 TCP 片
段。

•

在状态式检查过程中验证 TCP 序列号。

使用按策略进行 TCP 会话检查功能可为每个策略配置 SYN 和序列检查。 目前，可在全局范围内
使用 TCP 选项标志（no-sequence-check 和 no-syn-check）来控制服务网关的行为。 要支持按
策略 TCP 选项，可使用以下两个选项：
•

sequence-check-required：sequence-check-required 值覆盖全局值 no-sequence-check。

•

syn-check-required：syn-check-required 值覆盖全局值 no-syn-check。

要配置按策略 TCP 选项，必须关闭相应的全局选项；否则，提交检查将失败。 如果全局 TCP 选
项已禁用且 SYN 泛滥保护允许第一个数据包，则按策略 TCP 选项将控制是否执行 SYN 和/或序
列检查。

注意:
•

按策略 syn-check-required 选项不会覆盖 CLI 命令 set security flow tcp-session
no-syn-check-in-tunnel 的行为。

•

禁用全局 SYN 检查会降低设备防御数据包泛滥的效率。

禁用全局 SYN 检查并在策略搜索后强制 SYN 检查将极大地影响路由器可处理的数据包数。 这反
过来会导致密集的 CPU 操作。 当禁用全局 SYN 检查并启用按策略 SYN 检查强制时，应了解这
对性能的影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页上的示例：配置按策略进行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示例：配置按策略进行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设备中的每个策略配置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要求 (第16页)

•

概述 (第16页)

•

配置 (第17页)

•

验证 (第17页)

要求
开始之前，必须禁用在全局范围内配置的 TCP 选项：tcp-syn-check 和 tcp-sequence-check。 请
参阅示例：禁用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概述
缺省情况下会对所有 TCP 会话启用 SYN 和序列检查选项。 在需要支持大型文件传输或运行非标
准应用程序的环境中，可能需要为每个策略以不同的方式配置序列和同步检查。 在此示例中，您
为策略 pol1 配置序列和同步检查。

1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章: 基于流的处理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在策略级别配置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创建会话前配置 TCP SYN 位检查。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A to-zone Zone-B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cp-options syn-check-required

在状态式检查期间配置 TCP 片段中的序列号检查。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A to-zone Zone-B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cp-options sequence-check-requir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页上的了解按策略进行 TCP 会话检查

监控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

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第17页)

•

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第20页)

•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第20页)

•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第21页)

•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第21页)

•

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第22页)

•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第22页)

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可以获取设备上处于活动状态的会话和数据包流的相关信息，包括有关特定会话的详细信息。
（SRX 系列设备还显示失败会话的相关信息。）可以显示此类信息来观察活动及用于调试目的。
例如，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

显示内向和外向 IP 流的列表，包括服务

•

显示与流关联的安全属性，例如，应用到属于该流的信息流的策略

•

显示会话超时值、会话何时开始处于活动状态、活动状态持续多长时间，以及会话中是否有活
动的信息流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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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已配置接口 NAT，并使用该接口 IP 地址设置了通过 NAT 的会话，则当接
口 IP 地址更改时，通过 NAT 设置的会话将刷新，并且系统会使用新 IP 地址设置新
会话。 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CLI 命令验证这一点。

有关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如果相关策略配置包括记录选项，则也可记录会话信息。 有关系统日志中提供的会话信息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第22页上的“Information Provided in Session Log Entries for SRX Series
Services Gateway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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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所有 SRX 系列设备上的流会话日志，已增强策略配置。 会话日志中提供
了使用 session-init 和 session-close 时，以及会话被策略或应用程序防火墙拒绝
时，有关数据包内向接口参数的信息，以满足通用标准 (CC) Medium Robustness
Protection Profiles（中等稳健性保护配置文件，简称 MRPP）的合规性：
策略配置—为您希望将匹配记录为日志 session-init 或 session-close 的会话配置
策略，并在 syslog 中记录会话：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 zone policy policy13
match source-address extHost1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 zone policy policy13
match source-address extHost1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Zone policy policy1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ping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Zone policy policy13
then permit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Zone policy policy13
then log session-init

•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Zone to-zone trustZone policy policy13
then log session-init

示例 ：流匹配 policy13 将在日志中记录以下信息：
<14>1 2010-09-30T14:55:04.323+08:00 mrpp-srx650-dut01 RT_FLOW RT_FLOW_SESSION_CREATE [junos@2636.1.1.1.2.40 source-address="1.1.1.2"
source-port="1" destination-address="2.2.2.2" destination-port="46384"
service-name="icmp" nat-source-address="1.1.1.2" nat-source-port="1"
nat-destination-address="2.2.2.2" nat-destination-port="46384"
src-nat-rule-name="None" dst-nat-rule-name="None" protocol-id="1"
policy-name="policy1" source-zone-name="trustZone"
destination-zone-name="untrustZone" session-id-32="41"
packet-incoming-interface="ge-0/0/1.0"] session created
1.1.1.2/1-->2.2.2.2/46384 icmp 1.1.1.2/1-->2.2.2.2/46384 None None 1 policy1
trustZone untrustZone 41 ge-0/0/1.0
<14>1 2010-09-30T14:55:07.188+08:00 mrpp-srx650-dut01 RT_FLOW RT_FLOW_SESSION_CLOSE [junos@2636.1.1.1.2.40 reason="response received"
source-address="1.1.1.2" source-port="1" destination-address="2.2.2.2"
destination-port="46384" service-name="icmp" nat-source-address="1.1.1.2"
nat-source-port="1" nat-destination-address="2.2.2.2"
nat-destination-port="46384" src-nat-rule-name="None" dst-nat-rule-name="None"
protocol-id="1" policy-name="policy1" source-zone-name="trustZone"
destination-zone-name="untrustZone" session-id-32="41" packets-from-client="1"
bytes-from-client="84" packets-from-server="1" bytes-from-server="84"
elapsed-time="0" packet-incoming-interface="ge-0/0/1.0"] session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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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received: 1.1.1.2/1-->2.2.2.2/46384 icmp 1.1.1.2/1-->2.2.2.2/46384
None None 1 policy1 trustZone untrustZone 41 1(84) 1(84) 0 ge-0/0/1.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

第26页上的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用途

获取有关适用于所有流或会话的已配置参数的信息。

操作

要查看 CLI 中的会话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含义

Show security flow 配置命令将显示以下信息：

有关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allow-dns-reply—标识是否允许未匹配的内向域名系统 (DNS) 回复数据包。

•

route-change-timeout—如启用，将显示用于路由更改为不存在路由的会话超时值。

•

tcp-mss—显示要用于网络信息流所有 TCP 数据包的 TCP 最大片段大小值的当前配置。

•

tcp-session—显示控制会话参数的所有已配置参数。

•

syn-flood-protection-mode—显示 SYN Proxy 模式。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用途

20

确定设备上会话的种类、每种的数量—例如，单播会话和组播会话的数量—失败会话的数量、当
前使用的会话数量以及设备支持的最大会话数。 此命令还显示当前使用的会话的详细信息。 例
如，有效会话、挂起的会话、失效的会话和处于其他状态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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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要查看 CLI 中的会话摘要信息，请输入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ummary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用途

显示设备上所有会话的相关信息，包括会话 ID、会话属于的虚拟系统、网络地址转换 (NAT) 源
池（如果使用了源 NAT）、配置的会话超时值及其标准超时，以及会话开始时间和会话已处于活
动状态的时间长度。 还显示所有标准流信息，包括流的方向、源地址和端口、目标地址和端口、
IP 协议以及用于会话的接口。

操作

要查看 CLI 中的会话流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用途

当知道会话标识符时，可显示所有会话及特定会话的流信息，而不是所有会话的流信息。

操作

要在 CLI 中查看有关特定会话的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ession-identifier 4000038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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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用途

可以通过指定过滤器作为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的参数，来显示有关一个或多个会话
的流和会话信息。 可以使用以下过滤器：application、destination-port、destination-prefix、
family、idp、interface、nat、protocol、resource-manager、session-identifier、
source-port、source-prefix 和 tunnel。 设备显示每个会话的信息，后面一行指定所报告的会
话数。 以下是使用 source-prefix 过滤器的命令示例。

操作

要在 CLI 中使用过滤器查看选定会话的相关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ource-prefix 10/8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会话日志条目与策略配置关联。 如果控制策略启用了记录，则每个主要会话事件—创建、关闭和
拒绝—会创建一个日志条目。
针对会话创建、会话关闭和会话拒绝事件，系统会记录不同的字段，如第22页上的表5、第23页
上的表6 和第25页上的表7 中所示。 每个类别下相同的字段名称指示记录了相同的信息，但各表
格是为该类会话日志记录的所有数据的完整列表。
下表定义了会话日志条目中显示的字段。

表5:

会话创建日志字段

说明

说明

source-address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

source-port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端口。

destination-address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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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会话创建日志字段 (续)

说明

说明

destination-port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端口。

service-name

数据包遍历的应用程序（例如 “junos-telnet”，用于会话期间由允许本地 Telnet 的策
略允许的 Telnet 信息流）。

nat-source-address

已转换的 NAT 源地址（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源地址。

nat-source-port

已转换的 NAT 源端口（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源端口。

nat-destination-address

已转换的 NAT 目标地址（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目标地址。

nat-destination-port

已转换的 NAT 目标端口（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目标端口。

src-nat-rule-name

应用到会话的源 NAT 规则（如有）。 如果静态 NAT 已配置并应用到会话，并发生了源地
址转换，则此字段显示静态 NAT 规则名称。*

dst-nat-rule-name

应用到会话的目标 NAT 规则（如有）。 如果静态 NAT 已配置并应用到会话，并发生了目
标地址转换，则此字段显示静态 NAT 规则名称。*

protocol-id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协议 ID。

policy-name

允许创建会话的策略名称。

session-id-32

32 位会话 ID。

* 请注意，一些会话可能同时应用了目标和源 NAT，且记录了相关信息。

表6: 会话关闭日志字段
字段

说明

reason

关闭会话的原因。

source-address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

source-port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端口。

destination-address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

destination-port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端口。

service-name

数据包遍历的应用程序（例如 “junos-telnet”，用于会话期间由允
许本地 Telnet 的策略允许的 Telnet 信息流）。

nat-source-address

已转换的 NAT 源地址（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源地址。

nat-source-port

已转换的 NAT 源端口（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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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会话关闭日志字段 (续)
字段

说明

nat-destination-address

已转换的 NAT 目标地址（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目标地
址。

nat-destination-port

已转换的 NAT 目标端口（如果已应用 NAT）；否则则是上述目标端
口。

src-nat-rule-name

应用到会话的源 NAT 规则（如有）。 如果静态 NAT 已配置并应用到
会话，并发生了源地址转换，则此字段显示静态 NAT 规则名称。*

dst-nat-rule-name

应用到会话的目标 NAT 规则（如有）。 如果静态 NAT 已配置并应用
到会话，并发生了目标地址转换，则此字段显示静态 NAT 规则名称。
*

protocol-id

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协议 ID。

policy-name

允许创建会话的策略名称。

session-id-32

32 位会话 ID。

packets-from-client

客户端发送的与此会话相关的数据包数。

bytes-from-client

客户端发送的与此会话相关的数据字节数。

packets-from-server

服务器发送的与此会话相关的数据包数。

bytes-from-server

服务器发送的与此会话相关的数据字节数。

elapsed-time

从允许到关闭经过的总会话时间，以秒为单位。

unset

在会话创建期间，可以将会话关闭原因设置为 unset。
如果在控制点上会话安装不成功，会话关闭的原因为 unset。 会话安
装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用于非管理会话安装的内存不可用。

TCP RST

从任一端收到 RST。

TCP FIN

从任一端收到 FIN。

response received

因数据包请求收到的响应（例如，ICMP req-reply）。

ICMP error

已收到 ICMP 错误。

aged out

会话已达到超时时间。

ALG

ALG 错误关闭了会话（例如，达到远程访问服务器 (RAS) 最大限值）

HA

HA 消息关闭了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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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会话关闭日志字段 (续)
字段

说明

auth

认证失败。

IDP

由于安全模块 (SM) 内部错误，IDP 关闭了会话。

synproxy failure

SYN Proxy 故障关闭了会话。

synproxy limit

分配小型会话失败的原因，需要释放原始会话。

parent closed

已关闭父会话。

CLI

会话通过 CLI 语句清除。

CP NACK

收到 CP NACK 响应。

CP delete

CP ACK 删除关闭了会话。

policy delete

标记为删除的相应策略。

fwd session

因转发会话删除，会话关闭。

multicast route change

因组播路由更改，会话关闭。

first path reroute, session recreated

第一个路径已重新路由，会话已重新创建。

source NAT allocation failure

SPU 从中心点收到 ACK 消息，但未收到 DP 资源。 因此，此数据包
被丢弃，会话关闭。

other

会话因所有其他原因关闭（例如，pim reg tun 需要刷新）。

error create IKE pass-through template

IKE 通过模板创建错误。

IKE pass-through child session ageout

因 IKE 通过模板会话无子会话，会话关闭。

sess timeout on pending state

因超时计时器达到挂起状态，挂起的会话关闭。

unknown

会话因未知原因关闭。

* 请注意，一些会话可能同时应用了目标和源 NAT，且记录了相关信息。

表7: 会话拒绝日志字段
字段

说明

source-address

尝试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

source-port

尝试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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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会话拒绝日志字段 (续)
字段

说明

destination-address

尝试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

destination-port

尝试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目标端口。

service-name

数据包尝试遍历的应用程序。

protocol-id

尝试创建会话的数据包的协议 ID。

icmp-type

ICMP 类型（如果被拒数据包配置了 ICMP）；否则，此字段将为 0。

policy-name

拒绝创建会话的策略名称。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所有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全局会话参数

•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6页上的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

第22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和流信息

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可以使用 clear 命令终止会话。 可以清除所有会话，包括特定应用程序类型的会话、使用特定
目标端口的会话、使用特定接口或端口的会话、使用某种 IP 协议的会话、匹配源前缀的会话及
资源管理器会话。
•

终止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第26页)

•

终止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特定会话 (第26页)

•

使用过滤器指定要终止的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第27页)

终止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终止除通道和资源管理器会话以外的所有会话。 命令输出会显示清除的会话
数。 请注意，此命令将终止通过其发出清除命令的管理会话。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终止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特定会话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终止指定会话 ID 的会话。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session-identifier 400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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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指定要终止的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可以根据为 clear 命令指定的过滤器参数终止一个或多个会话。 以下示例将协议用作过滤器。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protocol 89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SRX5600 和 SRX58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Junos OS 是分布式并行处理高吞吐量与高性能系统。 服务网关的分布式并行处理架构包括用多
个处理器来管理会话并运行安全和其他服务处理。 此架构提供更佳的灵活性，并能实现高吞吐量
和快速性能。

注意: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中，如果 IKE 对
等方位于协商期间会改变 IKE 数据包源 IP 地址的 NAT 设备之后，涉及 NAT 穿透的
IKE 协商将无法运行。 例如，如果为 NAT 设备配置了 DIP，将改变源 IP，因为 IKE
协议将把 UDP 端口从 500 切换为 4500。

SRX5600 和 SRX5800 服务网关中包括 I/O 卡 (IOC) 和服务处理卡 (SPC)，每个卡中包含处理单
元，用于在数据包遍历设备时对其进行处理。 网络处理单元 (NPU) 在 IOC 上运行。 一个 IOC
上有一个或多个 NPU。 SPC 上运行有一个或多个服务处理单元 (SPU)。
这些处理单元的责任各不相同。 数据包所有基于流的服务都在单个 SPU 上执行。 但是，这些处
理器上所运行服务种类的分工并不明确。 （有关基于流的处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3页上的
“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例如：
•

NPU 以离散的方式处理数据包。 其对数据包执行运行状况检查并应用一些为相关接口配置的筛
选（例如拒绝服务 (DoS) 筛选）。

•

SPU 管理数据包流的会话并向数据包应用安全功能和其他服务。 还向数据包应用基于数据包的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以及信息流整形。

•

系统使用一个处理器作为中心点来处理资源的仲裁和分配并智能分发会话。 处理完特定会话流
的第一个数据包后，中心点分配一个 SPU 用于该会话。

这些离散但相互配合的系统部件（包括中心点）均存储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数据包流的相关会话的
信息，以及对数据包进行匹配以确定其是否属于已有会话的信息。
此架构允许设备在多个 SPU 上分发对所有会话的处理。 还允许 NPU 确定是否存在数据包的相关
会话、检查数据包，以及向其应用筛选。 数据包的处理方式取决于其是否为流的第一个数据包。
以下章节介绍 SRX5600 和 SRX5800 处理架构：
•

了解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 (第28页)

•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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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单播会话的数据路径 (第30页)

•

了解数据包处理 (第34页)

•

了解服务处理单元 (第35页)

•

了解时间表的特征 (第35页)

•

了解网络处理器捆绑 (第35页)

了解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
如果数据包与已有流匹配，系统将在流状态的上下文中评估对数据包的处理。 SPU 维护每个会话
的状态，然后将相关设置应用至流中其余的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与现有流匹配，它将用于创建
流状态，然后系统会为其分配会话。
第28页上的图2 显示了流的第一个数据包进入设备时通过的路径：NPU 确定不存在该数据包的相
关会话，然后 NPU 将该数据包发送至中心点；中心点选择用来设置该数据包的会话并进行处理的
SPU，然后将数据包发送至该 SPU。 该 SPU 处理数据包并将其发送至 NPU，以通过设备进行传
输。 （此高层次的描述未说明向数据包应用功能的情况。）

图2: 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有关为流中第一个数据包创建会话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30页上的“了解会话创建：第一个数据
包处理”。
当流的第一个数据包遍历完系统且已为其建立会话后，系统将对其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流的后续数据包也会经历快速路径处理；这种情况下，当每个数据包进入会话且 NPU 在会话表中
为其找到匹配后，NPU 会将该数据包转发至管理其会话的 SPU。
图 3 显示了快速路径处理。 这是已为相关数据包建立流后，数据包通过的路径。 （这也是设置
好数据包为流启动的会话后，流的第一个数据包通过的路径。）数据包进入设备后，NPU 在其会
话表中找到该数据包的匹配，然后将数据包转发至管理该数据包会话的 SPU。 请注意，数据包会
绕过与中心点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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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快速路径处理

本节将介绍会话的创建方式及数据包通过设备的过程。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以下内容概述在数据包通过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时，参与为数据包设置会话，以及以离散
方式或作为流的一部分处理数据包的主要组件：
•

网络处理单元 (NPU)—NPU 驻留在 I/O 卡上。 它们处理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并应用一些筛选。
NPU 维护会话表，NPU 利用这些会话表来确定是否存在内向数据包或反向信息流的相关会话。
如果在 SPU 上为之前通过接口进入设备并由此 NPU 处理过的数据包建立了会话，NPU 会话表
中将包含该会话的条目。 创建会话后，SPU 将在 NPU 表中安装该会话。
NPU 通过对照其会话表核对数据包信息来确定是否存在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如果数据包与已有
会话匹配，NPU 会将该数据包及其元数据发送至 SPU。 如果没有会话，NPU 会将数据包发送至
中心点，进行 SPU 分配。

•

服务处理单元 (SPU)—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的主处理器驻留在服务处理卡 (SPC) 上。 它
们建立并管理信息流，而且在数据包通过设备时对其执行大部分的处理。 每个 SPU 均维护一
个哈希表，用于快速会话查找。 SPU 向信息流应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分类程序及信息流整
形。 SPU 对数据包执行全部基于流的处理及大部分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每个多核 SPU 均独立
处理数据包，同一或不同 SPC 上的 SPU 之间极少有交互。 属于同一个流的所有数据包由同一
SPU 处理。
SPU 维护的会话表中包含其建立及处理的数据包所属的所有会话的条目。 从 NPU 收到数据包
后，SPU 将检查其会话表以确保该数据包属于它。 当从中心点收到数据包以及为该数据包建立
会话的消息后，SPU 还会检查其会话表来确认是否不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

中心点—SRX 系列设备将一个处理器作为中心点来处理资源的仲裁和分配并智能分发会话，从
而避免多个 SPU 错误地处理同一个流。
中心点的主要功能是将会话处理指定给一个 SPU。 如果尚未建立会话，中心点会根据负载均衡
标准选择 SPU 来为流建立会话。 如果会话已存在，中心点会将相关流的数据包转发至负责处
理该流的 SPU。 如果 NPU 没有将数据包转发至正确的 SPU，中心点还会对数据包进行重定向。
中心点维护一个全局会话表，其中包含特定会话的所有者 SPU 的相关信息。 它作为整个系统
的中央存储库和资源管理器。

•

路由引擎 (RE)—路由引擎运行控制层。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2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了解单播会话的数据路径
本主题介绍为通过设备的流包含的数据包建立会话的过程。
为说明会话的建立和数据包的“行走”（包括向流数据包应用服务的点），此示例使用单播会话
的简单案例。
此数据包“行走”集合了 Junos OS 对数据包执行的基于数据包的处理和基于流的处理。

会话查找和数据包匹配标准
为确定数据包是否属于现有流，设备会尝试根据以下 6 个匹配标准将数据包的信息与现有会话的
信息进行匹配：
•

源地址

•

目标地址

•

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协议

•

给定区段和虚拟路由器的唯一令牌

了解会话创建：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会话来处理组成流的数据包。 为说明该过程，本主题使用包含源“a”和目
标“b”的示例。 流数据包从源到目标的方向称为 (a->b)。 从目标到源的方向称为 (b->a)。

步骤 1. 数据包到达设备上的接口，NPU 对其进行处理。
本主题介绍数据包到达 SRX 系列设备的入口 IOC 后，系统如何对其进行处理。
1. 数据包到达设备的 IOC 并由卡上的 NPU 进行处理。
2. NPU 对数据包执行基本的运行状态检查并对其执行一些为相关接口配置的筛选。
3. NPU 检查其会话表，确定是否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NPU 核对数据包的元组与其会话

表中现有会话数据包的元组。）
a. 如果找不到现有会话，NPU 会将该数据包转发至中心点。
b. 如果找到匹配的会话，则已在分配的 SPU 上创建会话，那么 NPU 会将该数据包及会话 ID
转发至 SPU 进行处理。 （参见第32页上的“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示例： 数据包 (a->b) 到达 NPU1。 NPU1 对数据包执行运行状况检查并应用 DoS 筛选。 NPU
检查其会话表是否存在元组匹配，但未找到任何现有会话。 NPU1 将数据包转发至中心点，以分
配至一个 SPU。

步骤 2. 中心点创建状态为“挂起”的会话。
中心点维护一个全局会话表，其中包括设备中所有 SPU 上存在的所有会话的条目。 它参与会话
的创建，并指定和仲裁会话资源的分配。
此过程包括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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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点检查其会话表和入口表，以确定是否存在从 NPU 收到的数据包的相关会话或入口。

（NPU 已将数据包转发至中心点，因为其表中显示没有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中心点验证此
信息，然后为该会话分配 SPU。）
2. 如果整个表中没有与数据包匹配的条目，中心点根据负载均衡算法为该会话创建挂起的 wing

并选择用于该会话的 SPU。
3. 中心点将流的第一个数据包转发至选定的 SPU，并发送消息，告知其本地创建一个会话用于该

数据包流。
示例： 中心点为会话创建挂起的 wing (a->b)。 选择要用于该会话的 SPU1。 向 SPU1 发送
(a->b) 数据包以及要为其创建会话的消息。

步骤 3. SPU 设置会话。
每个 SPU 都有一个会话表，其中包含会话的相关信息。 从中心点收到要设置会话的消息后，SPU
会检查其会话表，以确保不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1. 如果情况如此，SPU 将本地设置会话。
2. SPU 发送一则消息至中心点，告知其安装该会话。

注意: 在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过程中，如果启用了 NAT，SPU 会为 NAT 分配 IP
地址资源。 这种情况下，对会话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将挂起，直至完成 NAT 分配
流程。

SPU 向队列中添加可能收到的任何其他流数据包，直至会话安装完毕。
示例： SPU1 为 (a->b) 创建会话并向中心点发回一则消息，告知其安装挂起的会话。

步骤 4. 中心点安装会话。
中心点收到来自 SPU 的安装消息。
1. 将会话挂起的 wing 的状态设置为活动。
2. 为会话安装反向 wing，作为活动 wing。
3. 向 SPU 发送 ACK（确认）消息，表示会话已安装。

示例： 中心点从 SPU1 收到要为 (a->b) 安装会话的消息。 将 (a->b) wing 的会话状态设置为
活动。 为会话安装反向 wing (b->a) 并使其处于活动状态；这将允许按流的反方向传输数据包：
目标 (b) 传输至源 (a)。

步骤 5. SPU 在入口和出口 NPU 上设置会话。
NPU 维护会话的相关信息，用于数据包转发和传输。 会话信息在入口和出口 NPU（有时候是相同
的）上设置，这样数据包就可以直接发送至管理相关流的 SPU，而不是由中心点重定向。

步骤 6. 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对于数据包处理中包括的其余步骤，请继续第32页上的“了解快速路径处理”中的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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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页上的图4 显示了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到达设备后所经历的第一部分过程。 此时已设置会话来
处理该数据包及相关流所属的其余数据包。 随后，系统将对该数据包及其余流数据包进行快速路
径处理。

图4: 会话创建：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对所有数据包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但是，如果存在数据包的相关会话，则对数据包进行快速路径
处理，并绕过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当存在数据包流的会话时，数据包不会通过中心点。
以下是快速路径处理的工作方式：位于出口和入口接口的 NPU 包含会话表，其中包括管理数据包
流的 SPU 的标识。 因为 NPU 具有此会话信息，所以流的所有信息流（包括反向信息流）都将直
接发送至该 SPU 进行处理。
为说明快速路径过程，本主题使用包含源“a”和目标“b”的示例。 流数据包从源到目标的方向
称为 (a->b)。 从目标到源的方向称为 (b->a)。

步骤 1. 数据包到达设备，NPU 对其进行处理。
本主题介绍数据包到达服务网关的 IOC 后，系统处理该数据包的方式。
1. 数据包到达设备的 IOC 并由卡上的 NPU 进行处理。

NPU 对数据包执行运行状况检查并应用一些筛选，例如拒绝服务 (DoS)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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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PU 在其会话表中识别数据包匹配的现有会话的条目。
3. NPU 将数据包及会话表中的元数据（包括会话 ID 和元组信息）转发至相关 SPU，然后由后者

管理流的相关会话，向流数据包应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和 CoS 功能，并进行数据包流处理
和应用安全及其他功能。
示例： 数据包 (a->b) 到达 NPU1。 NPU1 对数据包进行运行状况检查，向其应用 DoS 筛选，并
检查其会话表中是否存在元组匹配。 NPU1 找到匹配，SPU1 上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NPU1
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1 进行处理。

步骤 2. 用于该会话的 SPU 处理数据包。
大部分的数据包处理在分配给相关会话的 SPU 上发生。 系统对数据包执行基于数据包的功能，
例如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信息流整形及分类程序等（如适用）。 还会对数据包应用配置的基于
流的安全和相关服务，例如防火墙功能、NAT、ALG 等等。 （有关如何确定会话的安全服务的信
息，请参阅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1. 处理数据包之前，SPU 会检查其会话表来确认该数据包是否属于其所含会话之一。
2. SPU 对数据包执行适用的功能及服务。

示例： SPU1 从 NPU1 收到数据包 (a->b)。 检查其会话表以确认该数据包是否属于其会话之一。
然后根据适用于其输入接口的输入过滤器和 CoS 功能对数据包 (a->b) 进行处理。 SPU 根据相
关区段和策略，向数据包应用为数据包流配置的安全功能和服务。 如果配置了任何输出过滤器、
信息流整形和其他过滤，也应用到该数据包。

步骤 3. SPU 将数据包转发至 NPU。
1. SPU 将数据包转发至 NPU。
2. NPU 向数据包应用任何与相关接口关联的适用筛选。

示例： SPU1 将数据包 (a->b) 转发至 NPU2，然后 NPU2 应用 DoS 筛选。

步骤 4. 接口传输来自设备的数据包。
示例： 接口传输来自设备的数据包 (a->b)。

步骤 5. 反向信息流数据包到达出口接口，NPU 对其进行处理。
此步骤与步骤 1 完全相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步骤 1。
示例： 数据包 (b->a) 到达 NPU2。 NPU2 检查其会话表中是否存在元组匹配。 NPU1 找到匹配，
SPU1 上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NPU2 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1 进行处理。

步骤 6. 用于该会话的 SPU 处理反向信息流数据包。
除应用到反向信息流之外，此步骤与步骤 2 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步骤 2。
示例： SPU1 从 NPU2 收到数据包 (b->a)。 检查其会话表以确认是否属于由 NPU2 识别的会话。
然后向数据包应用为 NPU1 的接口配置的基于数据包的功能。 根据相关区段和策略，向数据包
(b->a) 应用为流配置的安全功能和其他服务。 （请参阅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步骤 7. SPU 将反向信息流数据包转发至 NPU。
除应用到反向信息流之外，此步骤与步骤 3 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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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SPU1 将数据包 (b->a) 转发至 NPU1。 NPU1 处理为相关接口配置的任何筛选。

8. 接口传输来自设备的数据包。
除应用到反向信息流之外，此步骤与步骤 4 相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步骤 4。
示例：接口传输来自设备的数据包 (b->a)。
第34页上的图5 显示数据包到达设备后，如果存在其所属流的相关会话，系统将对该数据包进行
的处理。

图5: 快速路径处理的“数据包行走”

了解数据包处理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会话来处理组成流的数据包：
1. 主网络处理器收到 IP 数据包并进行分析，获取多个关键元组。
2. 相关接口配置为启用分布式流查找，然后系统利用主网络处理器的哈希值借助 5 元组哈希算

法将数据包转发至二级网络处理器。
3. 二级网络处理器收到转发的数据包，然后执行所有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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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启用网络处理器捆绑后，系统会设定捆绑中每个网络处理器的筛选设置，选择
的设置将影响筛选性能。 例如，如果未启用网络处理器捆绑，ICMP 筛选设置为 100，
则当处理速率超过 100 pps 时，ICMP 数据包将被阻止。 但是，如果启用了网络处理
器捆绑且有 4 个网络处理器捆绑在一起（1 个主网络处理器和 3 个二级网络处理
器），ICMP 泛滥超过 300 pps 后才会启动 ICMP 筛选（如果 ICMP 泛滥数据包在 3
个二级网络处理器上均匀分布）。

了解服务处理单元
对于给定物理接口，服务处理单元 (SPU) 从与该物理接口关联的网络处理器捆绑中的所有网络处
理器接收入口数据包。 SPU 从物理接口提取网络处理器捆绑信息，并使用相同的 5 元组哈希算
法将流映射到网络处理器索引中。 为确定网络处理器，SPU 对网络处理器捆绑中的网络处理器索
引进行查找。 对于向外的信息流，SPU 向物理接口的本地 PIC 发送外向数据包。

注意: 网络处理器和 SPU 使用相同的 5 元组哈希算法获取数据包的哈希值。

了解时间表的特征
对于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IOC 支持以下分层时间表特征：
•

IFL – 网络处理器捆绑的配置存储在物理接口数据结构中。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最多有
48 个 PIC。 物理接口可以使用 48 位位掩码来指明 PIC，如果不使用掩码，除物理接口的主
网络处理器外，还将分布来自此接口的网络处理器信息流。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中，不支持 iflset 功能用于 reth 等聚合接口。

•

IFD – 与网络处理器捆绑的物理接口关联的逻辑接口，将传递至在网络处理器捆绑中具有 PIC
的所有 I/O 卡 (IOC)。

了解网络处理器捆绑
SRX5600 和 SRX5800 服务网关上提供网络处理器捆绑功能。 进行数据包处理时，此功能可实现
将数据信息流从一个接口分发至多个网络处理器。 系统向接收入口信息流的接口分配主网络处理
器，然后该处理器将数据包分发至另外几个二级网络处理器。 单个网络处理器可作为多个接口的
主网络处理器或二级网络处理器。 单个网络处理器只能加入一个网络处理器捆绑。

网络处理器捆绑限制
网络处理器捆绑功能具有以下限制：
•

网络处理器捆绑允许系统包含 8 个不同网络处理器捆绑，每个捆绑总共 16 个 PIC。

•

需要重启设备才能应用捆绑的配置更改。

•

网络处理器捆绑在整个架构中处于 reth 接口的下方。 可以从网络处理器捆绑选择一个或两个
接口来组成 reth 接口。

•

如果从网络处理器捆绑删除 IOC，则转发至该 IOC 上 PIC 的数据包将丢失。

•

启用网络处理器捆绑后，ICMP、UDP 和 TCP 同步泛滥阈值将不再适用于接口。 数据包将分发
至多个网络处理器进行处理。 这些阈值将适用于网络处理器捆绑中的每个网络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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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处理器捆绑在第 2 层模式下不受支持。

•

由于 EZchip 上的内存限制，每个 PIC 支持的网络处理器捆绑端口受到限制。 在网络处理器
捆绑中，每个端口需要一个全局端口索引。 全局端口索引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Global_port_index = (global_pic * 16) + port_offset

相关主题

•

链接聚合组 (LAG) 和机箱集群实施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可与网络处理器捆绑共存。 但
是，LAG 或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均不能与网络处理器捆绑重叠或共享物理链接。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SRX 系列设备的数据路径调试

•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

第199页上的安全策略时间表概述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用于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Junos OS 集成了 Juniper Networks 世界级的网络安全
和路由功能。 用于这些服务网关的 Junos OS 包括广泛的安全服务（其中包括策略、筛选、网络
地址转换、服务级别分类程序等），以及在服务网关中其他设备上同样支持的基于流的丰富服务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的分布式并行处理架构包括用多个处理器来管理会话并运行安全和其他
服务处理。 此架构提供更佳的灵活性，并能实现高吞吐量和快速性能。
本主题包括以下信息：
•

参与会话设置的组件 (第36页)

•

了解单播会话的数据路径 (第37页)

•

会话查找和数据包匹配标准 (第37页)

•

了解会话创建：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第37页)

•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第39页)

参与会话设置的组件
以下内容概述在数据包通过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时，参与为数据包设置会话以及处理数据
包的主要组件：
•

服务处理单元 (SPU) —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的主处理器驻留在服务处理卡 (SPC) 上。
它们建立并管理信息流，而且在数据包通过设备时对其执行大部分的处理。 每个 SPU 均维护
一个哈希表，用于快速会话查找。 SPU 为数据包执行所有基于流的处理，包括应用安全服务、
分类程序和信息流整形。 属于同一个流的所有数据包由同一 SPU 处理。
SPU 维护的会话表中包含其建立的以及其处理的数据包所属的所有会话的条目。 从 NPU 收到
数据包后，SPU 将检查其会话表以确保该数据包属于它。
对于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一个 SPU 既执行其常规会话管理和流处理功能，又作为仲裁
会话和分配资源的中心点。 当 SPU 以这种方式工作时，称为处于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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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点—中心点用于根据负载均衡标准分配会话管理。 它智能地分发会话，避免出现多个 SPU
错误处理同一个流的情况。 中心点在向 SPU 分配会话时，遵循负载均衡标准。 如果会话已存
在，中心点会将相关流的数据包转发至承载其的 SPU。 如果 NPU 没有将数据包转发至正确的
SPU，中心点还会对数据包进行重定向。
对于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一个 SPU 始终在组合模式下运行，同时执行中心点的功能及
流和会话管理功能。 在组合模式下，SPU 和中心点共享相同的负载均衡线程 (LBT) 和数据包
排序线程 (POT) 基础结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6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心
点架构”。

•

路由引擎 (RE)—路由引擎运行控制层并管理控制层处理器 (CPP)。

了解单播会话的数据路径
用于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Junos OS 是分布式并行处理高吞吐量和高性能系统。 本
主题介绍为通过设备的流数据包建立会话的过程。
为说明会话的建立和数据包“行走”（包括向流数据包应用服务的点），以下示例使用单播会话
的简单案例。 此数据包“行走”集合了 Junos OS 对数据包执行的基于数据包的处理和基于流的
处理。

会话查找和数据包匹配标准
为确定数据包是否属于现有流，设备会尝试根据以下 6 个标准将数据包的信息与已有会话的信息
进行匹配：
•

源地址

•

目标地址

•

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协议

•

给定区段和虚拟路由器的唯一令牌

了解会话创建：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会话来处理组成流的数据包。 为说明该过程，本主题使用包含源“a”和目
标“b”的示例。 流数据包从源到目标的方向称为 (a->b)。 从目标到源的方向称为 (b->a)。
1. 数据包到达设备上的接口，IOC 对其进行处理。

IOC 取消数据包的队列，并将数据包发送至与其通信的 NPU。
2. NPU 从 IOC 接收数据包并进行处理。
•

NPU 对数据包执行基本的运行状态检查并对其执行一些为相关接口配置的筛选。

•

如果找到匹配的会话，则已在分配的 SPU 上创建会话，那么 NPU 会将该数据包及会话 ID
转发至 SPU 进行处理。

示例：数据包 (a->b) 从 IOC1 到达 NPU1。 NPU1 对数据包执行运行状况检查并应用 DoS 筛
选。 NPU1 检查其会话表是否存在元组匹配，未找到任何现有会话。 NPU1 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1 上的中心点，以分配至一个 S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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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点创建状态为“挂起”的会话。

中心点维护一个全局会话表，其中包括设备中所有 SPU 上存在的所有会话的条目。 它参与会
话的创建，并指定和仲裁会话资源的分配。
此过程包括以下部分：
a. 中心点检查其会话表和入口表，以确定是否存在从 NPU 收到的数据包的相关会话或入口。
（NPU 已将数据包转发至中心点，因为其表中显示没有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中心点验证
此信息，然后为该会话分配 SPU。）
b. 如果整个表中没有与数据包匹配的条目，中心点根据负载均衡算法为该会话创建挂起的
wing 并选择用于该会话的 SPU。
c. 中心点将流的第一个数据包转发至选定的 SPU，并发送消息，告知其本地创建一个会话用
于该数据包流。
示例：中心点为会话创建挂起的 wing (a->b)。 选择要用于该会话的 SPU1。 向 SPU1 发
送 (a->b) 数据包以及要为其创建会话的消息。 （刚好 SPU1 是在组合模式下运行的 SPU。
因此，其会话管理和流处理服务用于该会话。）
4. SPU 设置会话。

每个 SPU 都有一个会话表，其中包含会话的相关信息。 从中心点收到要设置会话的消息后，
SPU 会检查其会话表，以确保不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a. 如果情况如此，SPU 将本地设置会话。
b. SPU 发送一则消息至中心点，告知其安装该会话。
在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过程中，如果启用了 NAT，SPU 会为 NAT 分配 IP 地址资源。 这种情
况下，对会话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将挂起，直至完成 NAT 分配流程。
SPU 向查询添加可能收到的任何其他流数据包，直至会话安装完毕。
示例：SPU1 为 (a->b) 创建会话并向中心点（在同一 SPU 上实施）发回一则消息，告知其安
装挂起的会话。
5. 中心点安装会话。
•

将会话挂起的 wing 的状态设置为活动。

•

为会话安装反向 wing，作为活动 wing。

•

向 SPU 发送 ACK（确认）消息，表示会话已安装。

示例：中心点从 SPU1 收到要为 (a->b) 安装会话的消息。 将 (a->b) wing 的会话状态设置
为活动。 为会话安装反向 wing (b->a) 并使其处于活动状态；这将允许按流的反方向传输数
据包：目标 (b) 传输至源 (a)。
6. SPU 在入口和出口 NPU 上设置会话。

NPU 维护会话的相关信息，用于数据包转发和传输。 会话信息在入口和出口 NPU 上设置（有
时候是相同的），这样数据包就可以直接发送至管理相关流的 SPU，而不是由中心点重定向。
7. 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对于数据包处理中包括的其余步骤，请转至“了解快速路径处理”中的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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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对所有数据包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但是，如果存在数据包的相关会话，则对数据包进行快速路径
处理，并绕过第一个数据包处理。 当存在数据包流的会话时，数据包不会通过中心点。’
以下是快速路径处理的工作方式：位于出口和入口接口的 NPU 包含会话表，其中包括管理数据包
流的 SPU 的标识。 因为 NPU 具有此类会话信息，所以所有流信息流（包括反向信息流）都将直
接发送至该 NPU 进行处理。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SRX 系列设备的数据路径调试

•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服务卸载概述
服务卸载是在网络处理器中而不是服务处理单元 (SPU) 中处理快速路径数据包的机制。 此方法
可减少当数据包从网络处理器转发至 SPU 进行处理，以及转发至 I/O 卡 (IOC) 进行传输时，出
现较长的数据包处理等待时间。
服务卸载可显著减少数据包处理等待时间达 500–600%。
当第一个数据包到达接口，网络处理器会将其转发至 SPU。 如果 SPU 确认该信息流可进行服务
卸载，将在相关网络服务器上创建服务卸载会话。 如果该信息流不可进行服务卸载，将在相关网
络处理器上创建正常会话。 如果创建了服务卸载会话，则后续快速路径数据包将就在网络处理器
中处理。

注意: 正常会话会将数据包从网络处理器转发至 SPU 进行快速路径处理；而服务卸载
会话会在网络处理器中处理快速路径数据包，然后数据包自行离开网络处理器。

在网络处理器中创建服务卸载会话后，后续数据包将与该会话进行匹配。 网络处理器然后根据相
关会话信息（例如 TCP 序列检查、生存时间 (TTL) 处理、网络地址转换 (NAT) 及第 2 层包头
转换等）处理并转发数据包。
在以下情况中，网络处理器会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
•

当第一个数据包到达接口，网络处理器会将其转发至中心点 (CP)。 CP 接着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 SPU 然后在网络处理器上创建会话。

•

当存在 SPU 会话时，即使不存在网络处理器会话，网络处理器也会将数据包转发至 CP，CP 接
着将数据包转发至 SPU。 SPU 然后在网络处理器上创建会话。

•

当数据包与网络处理器上的正常会话匹配时，它将会转发至 SPU。

注意: 服务卸载仅在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11.4 版本中的 SRX1400 服务网关
以及 SRX3000 和 SRX5000 系列上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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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卸载处理具有某些限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最新的 Junos OS Release Notes Limitations
一节。

注意: 服务卸载是需要许可的软件功能。 下载并安装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服务
卸载密钥后才能在设备上启用此功能。 一个服务卸载许可证可涵盖整个机箱。 有关
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如果尝试在不先安装服务卸载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 chassis fpc pic
services-offload-mode 配置语句配置服务卸载，系统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user@host>show configuration chassis
fpc 9 {
pic 0 {
##
## Warning: requires 'services-offload' license
##
services-offload;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0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

示例：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
•

要求 (第40页)

•

概述 (第40页)

•

配置 (第40页)

•

验证 (第41页)

要求
开始前，请参阅第39页上的“服务卸载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在安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来指定信息流是否可进行服务卸载。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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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then
permit services-offload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在策略中配置服务卸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策略来处理进入 HTTP 静态端口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2.

在安全策略中启用服务卸载。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services-offload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ervices-offload-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0;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services-offload;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策略中的服务卸载 (第41页)

验证策略中的服务卸载
用途

验证已启用服务卸载。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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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页上的服务卸载概述

SRX210 服务网关处理概述
本主题介绍为属于通过设备的流的数据包建立会话时，SRX210 服务网关要经历的过程。 SRX210
设备的流服务是单线程和非分布式的。 尽管在这方面它与其他 SRX 系列设备不同，但将遵循相
同的流模型并实施相同的命令行接口 (CLI)。
为说明会话的建立和数据包“行走”（包括向流数据包应用服务的点），以下章节中描述的示例
使用单播会话的简单案例：
•

了解流处理和会话管理 (第42页)

•

了解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 (第42页)

•

了解会话创建 (第42页)

•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第43页)

了解流处理和会话管理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会话来处理组成流的数据包。 在以下主题中，SPU 是指 SRX210 服务网关的
数据平面线程。
首先，数据平面线程获取数据包并对其执行基本运行状况检查。 然后对数据包执行无状态过滤器
和 CoS 分类程序，并应用一些筛选。

了解第一个数据包的处理
为确定数据包是否属于现有流，设备会尝试根据以下 6 个匹配标准将数据包的信息与现有会话的
信息进行匹配：
•

源地址

•

目标地址

•

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协议

•

给定区段和虚拟路由器的唯一令牌

SPU 检查其会话表是否存在该数据包的相关会话。 如果找不到现有会话，SPU 将为流设置会话。
如果找到会话匹配，则已创建会话，那么 SPU 将对数据包执行快速路径处理。

了解会话创建
设置会话时，SPU 为数据包执行以下服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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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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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查找

•

服务查找

•

NAT（如需要）

设置完会话后，该会话将用于属于相关流的所有数据包。 系统将根据会话参数处理流的数据包。
对于数据包处理中包括的其余步骤，请转至“快速路径处理”中的步骤 1。 对所有数据包进行快
速路径处理。

了解快速路径处理
如果数据包与会话匹配，Junos OS 将执行如下步骤中所述的快速路径处理。 为流中第一个数据
包设置完会话后，系统也会对该会话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对所有数据包进行快速路径处理。
1. SPU 向该数据包应用基于流的安全功能。
•

并应用配置的筛选。

•

执行 TCP 检查。

•

根据需要应用流服务，例如 NAT、ALG 和 IPsec 等。

2. SPU 为数据包做好转发准备，然后开始传输。

相关主题

•

应用路由数据包过滤器。

•

应用信息流整形。

•

确定信息流的优先级。

•

进行信息流安排。

•

传输数据包。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SRX 系列设备的数据路径调试

•

第3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Devices Processing Overview

•

第11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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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Junos OS 继承了 Juniper Networks 操作系统世界级的网络安全和路
由功能。
进出运行 Junos OS 的服务路由器的信息流将根据配置的功能（例如安全策略、数据包过滤和筛
选等）进行处理。 例如，该软件可以决定：
•

是否允许数据包进入路由器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服务级别 (CoS)，如有

•

要应用到数据包的防火墙筛选

•

是否通过 IPSec 通道发送数据包

•

数据包是否要求应用层网关 (ALG)

•

是否应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来转换数据包的地址

•

数据包到达其目的地的路由

进出运行 Junos OS 的服务路由器的数据包都要进行基于数据包和基于流的处理。 设备始终以离
散的方式处理数据包。 数据包的处理取决于为数据包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建立的特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4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

第50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数据路径

•

第184页上的监控策略统计信息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第44页)

•

示例：控制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终止 (第45页)

•

示例：禁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第47页)

•

示例：调节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端到端 TCP 通信 (第48页)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根据路由及其他分类信息，可创建会话来为流存储信息和分配资源。 会话具有特征，其中的一部
分可以更改，例如何时终止。 例如，您可能希望确保会话表始终不会全满，以防止攻击者企图淹
没会话表并阻止合法用户启动会话。
根据协议和服务，会对会话设定一个超时值。 例如，TCP 的缺省超时为 1800 秒。 UDP 的缺省
超时为 60 秒。 流在终止后会标记为无效，其超时将减至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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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服务终止前没有信息流使用该会话，那么它将过时并释放到公共资源池中，供重新使用。 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会话的寿命：
•

•

可以使用以下任意方法指定终止会话的情况：
•

根据超时值主动让无效会话过时

•

根据会话表满的程度使会话超时

•

为要超时的 TCP 会话设置显式超时

•

配置 TCP 会话在收到 TCP RST（重置）消息后失效

可以按以下方法配置会话来适应其他系统：
•

禁用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调节端到端通信

以下主题显示如何修改会话的特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

第45页上的示例：控制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终止

•

第47页上的示例：禁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第48页上的示例：调节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端到端 TCP 通信

示例：控制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终止
此示例显示如何根据超时值或会话表中的会话数终止会话。
•

要求 (第45页)

•

概述 (第45页)

•

配置 (第46页)

•

验证 (第4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概述
Junos OS 通常在某些情况下终止会话—例如，收到 TCP FINish Close 或 RST（重置）消息后，
遇到 UDP 的 ICMP 错误时，以及服务超时前未收到匹配的信息流时。 会话终止后，其资源将释
放供其他会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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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何时终止会话，可配置路由器在一段时间后，和/或当会话表中的会话数达到指定的比例
后，使会话超时。 当会话表中的会话数达到此比例，路由器将主动开始让会话超时。 当会话表
中的会话数达到低位，路由器将主动停止让会话超时。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flow
flow
flow
flow

aging early-ageout 2
aging high-watermark 90 low-watermark 50
tcp-session tcp-initial-timeout 280
tcp-session rst-invalidate-session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根据超时值或会话表中的会话数终止会话，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会话在多少秒后失效。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aging early-ageout 2

2.

指定会话的比例。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aging high-watermark 90 low-watermark 50

3.

配置显式超时值来更改三方握手期间的 TCP 会话超时。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tcp-initial-timeout 280

4.

配置任何会话在收到 TCP RST 消息后将失效。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rst-invalidate-sessio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aging {
early-ageout 2;
low-watermark 50;
high-watermark 90;
}
tcp-session {
rst-invalidate-session;
tcp-initial-timeout 28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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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47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4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

第48页上的示例：调节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端到端 TCP 通信

•

第47页上的示例：禁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示例：禁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此示例显示如何禁用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SYN 检查和 TCP 序列检查。
•

要求 (第47页)

•

概述 (第47页)

•

配置 (第47页)

•

验证 (第48页)

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 TCP 数据包和安全检查。 请参阅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概述
Junos OS 提供机制来禁用 TCP 数据包的安全检查，以确保与包含故障 TCP 实施的主机和路由器
的互操作性。

配置
分步过程

要禁用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SYN 检查和 TCP 序列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禁用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SYN 检查。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no-syn-check

2.

禁用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序列检查。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session no-sequence-check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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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4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

第45页上的示例：控制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终止

•

第48页上的示例：调节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端到端 TCP 通信

示例：调节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端到端 TCP 通信
此示例显示如何更改要通过 GRE 和 IPsec 通道发送或接收的 TCP 数据包的最大片段大小 (MSS)。
•

要求 (第48页)

•

概述 (第48页)

•

配置 (第48页)

•

验证 (第50页)

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 TCP 数据包和安全检查。 请参阅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概述
由于 GRE 或 IPsec 通道封装，客户网络中的端到端 TCP 通信可能不适用于接近 1500 字节的大
型数据包。 可以配置会话来适应其他系统和片段大小。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flow
flow
flow
flow
flow
flow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400
tcp-mss gre-in mss 1364
tcp-mss gre-out mss 1364
tcp-mss all-tcp mss 1400
allow-dns-reply
route-change-timeout 62
syn-flood-protection-mode syn-prox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更改要通过 GRE 和 IPsec 通道发送或接收的 TCP 数据包的 MSS，请执行以下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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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mss ipsec-vpn mss 1400
user@host# set tcp-mss gre-in mss 1364
user@host# set tcp-mss gre-out mss 1364
2.

配置所有 TCP 会话的 TCP MSS。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tcp-mss all-tcp mss 1400

3.

允许未匹配的内向 DNS 回复数据包。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allow-dns-reply

4.

设置路由更改为不存在路由的超时值。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route-change-timeout 62

5.

启用 TCP SYN 泛滥保护模式。
[edit security flow]
user@host# set syn-flood-protection-mode syn-prox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allow-dns-reply;
route-change-timeout 62;
syn-flood-protection-mode syn-proxy;
tcp-mss {
all-tcp {
mss 1400;
}
ipsec-vpn {
mss 1400;
}
gre-in {
mss 1364;
}
gre-out {
mss 1364;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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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50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7页上的示例：禁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 TCP 数据包安全检查

•

第45页上的示例：控制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终止

•

第44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会话特征

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数据路径
第50页上的图6 显示数据包遍历服务路由器时的路径。 请参阅第10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
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了解第50页上的图6 中的流模块如何适用于软件的 Junos 操
作系统 (Junos OS) 架构。

图6: 数据包遍历服务路由器上的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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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路由器时，数据包采取以下路径。 此数据包行走集合了 Junos OS 对数据包执行的基于数据
包的处理和基于流的处理。
•

了解转发处理 (第51页)

•

了解基于会话的处理 (第51页)

•

了解转发功能 (第52页)

了解转发处理
Junos OS 按以下方式执行转发处理：
1. 数据包进入系统后，系统对数据包逐一进行处理。
2. 系统向数据包应用无状态策略过滤器和服务级别 (CoS) 分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Junos OS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和
Junos OS CLI Reference。

了解基于会话的处理
完成转发处理后，Junos OS 对数据包执行会话查找以及第一个数据包处理或快速路径处理。

会话查找
如果数据包尚未被丢弃，Junos OS 将执行会话查找来确定该数据包是否属于现有会话。 系统使
用 6 个匹配标准来执行会话查找：
•

会话令牌

•

源和目标 IP 地址

•

源和目标端口

•

协议

如果数据包不匹配现有会话，系统将为其创建新会话。 此过程称为第一个数据包路径。 （请参
见第51页上的“第一个数据包路径处理”。）
如果数据包与会话匹配，则执行快速路径处理。 （请参见第52页上的“快速路径处理”。）

第一个数据包路径处理
如果数据包不匹配现有会话，Junos OS 将按以下方式为其创建新会话：
1. 对于第一个数据包，系统会根据该数据包的路由和策略查找创建会话，这样该数据包就成为流

的第一个数据包。
2. 根据相关协议以及服务是 TCP 还是 UDP，系统将为会话设定一个超时值。
•

对于 TCP，缺省超时值为 1800 秒。

•

对于 UDP，缺省超时值为 60 秒。

可以适当调整这些超时值的配置。 如果更改了会话超时值，新值将在此处应用。 如果服务超
时期间没有信息流使用该会话，路由器将使会话超时并释放其内存供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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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防火墙筛选。

应用会话初始化筛选。
4. 执行路由查找。
5. 按以下方式确定目标区段：

a. 系统根据数据包通过哪个接口到达来确定数据包的 内向 区段。
b. 系统根据路由查找来确定数据包的 外向 区段。
两种方式一起确定向数据包应用的策略。
6. 执行策略查找。

系统根据定义的策略检查数据包，确定数据包的处理方式。
7. 如果使用了网络地址转换 (NAT)，则系统执行地址分配。
8. 系统设置应用层网关 (ALG) 服务向量。
9. 系统创建并安装会话。

对流的第一个数据包所作的决定缓存于流表中，用于随后的相关流。
例如，系统通过对数据包进行反向路由查找，确定非对称信息流。 如果流的第一个数据包通
过一个接口进入一个区段，则此流的回复信息流需从上述同一接口离开；否则，系统将认为该
信息流非对称并将其丢弃。
10. 向数据包应用快速路径处理。

快速路径处理
如果数据包与会话匹配，则 Junos OS 按以下方式执行快速路径处理：
1. 并应用配置的筛选。
2. 执行 TCP 检查。
3. 应用 NAT。
4. 应用转发功能。 请参阅第52页上的“了解转发功能”。

了解转发功能
数据包通过基于会话的处理后，Junos OS 将按以下方式准备数据包并进行传输：
1. 应用路由数据包过滤器。
2. 应用信息流整形。
3. 传输数据包。

有关数据包过滤器和 CoS 信息流整形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相关主题

5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页上的了解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状态式和无状态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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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了解主动会话超时
会话表是用于 SRX 系列设备的受限资源。 如果会话表已满，设备将拒绝任何新会话。
当会话表中的会话数超过指定的 high-watermark 阈值时，主动会话超时机制会加速会话超时过
程。 此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 SRX 系列设备在会话表已满时拒绝新会话的可能性。
请配置以下参数来执行主动会话超时：
•

high-watermark– 当会话表中会话数超过 high-watermark 阈值时，设备执行主动会话超时。

•

low-watermark– 当会话表中的会话数降至 low-watermark 阈值以下时，设备退出主动会话超
时并恢复正常。

•

early-ageout – 主动会话超时过程中，超时时间低于 early-ageout 阈值的会话将标记为无
效。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SPU 会检查会话表，找到超时值
低于 early-ageout 时间值的会话，然后将其标记为无效。 中心点会通知 SPU 启动或停止主动
会话超时的时间。 中心点具有当前流会话总数的计数；因此，中心点执行主动会话超时检查。
相关主题

•

early-ageout

•

high-watermark

•

low-water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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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PV6 基于流的处理
本章介绍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安全路由器处理 IP 版本 6 (IPv6) 数据包的方式。 为了
便于了解这些设备的 IPv6 流处理，本章概要介绍了 IPv6，包括其地址空间及编址。 还介绍了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的架构，并将其用作模型来说明 IPv6 流处理。 其他设备上的流处理
类似。
流是指满足相同的匹配条件，并共享相同特征的相关数据包流。 Junos OS 按相同的方式处理属
于同一流的数据包。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了解 IP 版本 6 (IPv6) (第56页)

•

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第56页)

•

关于 IPv6 地址类型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如何使用它
们 (第57页)

•

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第58页)

•

IPv6 数据包包头和 SRX 系列与 J 系列设备概述 (第58页)

•

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第59页)

•

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第60页)

•

关于由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流模块执行的 IPv6 数据包包头验证 (第61页)

•

IPv6 高级流 (第62页)

•

了解 IPv6 双栈 Lite (第63页)

•

示例：配置 IPv6 双栈 Lite (第66页)

•

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第68页)

•

了解用于 IPv6 数据包的路径 MTU 消息 (第69页)

•

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如何处理 IPv6 流的数据包分片 (第70页)

•

了解 IPv6 流会话 (第71页)

•

了解 SRX5600 和 SRX5800 架构和流处理 (第71页)

•

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处理 (第73页)

•

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IPv6 会话和流信息 (第75页)

•

IPv6 NAT (第79页)

•

IPv6 ALG (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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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IP 版本 6 (IPv6)
本主题概要介绍了 IP 版本 6 (IPv6)，包括其用途和好处。
互联网不断膨胀，为此对 IP 地址的相应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以支持不断增加的新用户数、计算
机网络、互联网设备以及新的和改进的协作与通信应用程序，因而催生了新的 IP 协议。 IPv6
及其稳健的架构专用于满足这些当前和近期的预期要求。
当前，IP 版本 4 (IPv4)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用于互联网、内联网和专用网络。 IPv6 对 IPv4
的功能和结构做了以下提升：

相关主题

•

提供简化和增强的数据包包头，以实现更高效的路由。

•

提高对手机和其他移动计算设备的支持。

•

通过 IPsec（原本为它设计）强制实施增强的强制性数据安全。

•

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质量 (QoS) 支持。

•

第56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本主题介绍 IP 版本 6 (IPv6) 编址并确定其三种地址类型。
编址是 IP 版本 4 (IPv4) 与 IPv6 区别最大的地方，但差异主要在于实施和使用地址的方法。
较之 IPv4 即将枯竭的地址空间，IPv6 的地址空间大得多。 IPv6 将 IP 地址的大小从组成 IPv4
地址的 32 位增加到 128 位。 地址每增加一位就将地址空间扩大一倍。
IPv4 已通过诸如网络地址转换 (NAT)（允许由单个公用地址表示专用地址范围）和临时地址分配
等技术得到扩展。 尽管很实用，但这些技术达不到全新应用程序和环境（例如新兴无线技术、始
终在线环境和互联网消费电器等）的要求。
除增加的地址空间外，IPv6 地址与IPv4 地址有以下不同：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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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个范围字段，标识与地址相关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

不支持广播地址，而是使用组播地址来广播数据包

•

定义新的地址类型，称为任播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7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类型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如何
使用它们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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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关于 IPv6 地址类型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如何使用它们
本主题介绍用于 SRX 系列和 J 系列安全路由器的 Junos OS 所支持的 IP 版本 6 (IPv6) 地址
及其使用方式。
IP 版本 6 (IPv6) 包括以下地址类型：
•

单播
单播地址指定数据包传输至的单个接口的标识符。 在 IPv6 下，预计绝大部分的互联网信息流
是单播的，基于此原因，IPv6 地址空间中分配的最大一块专用于单播编址。 单播地址包括除
回传、组播、链路本地单播和未指定地址以外的所有地址。
对于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流模式支持以下几种 IPv6 单播数据包：
•

直通单播信息流，包括来往虚拟路由器的信息流。 设备根据其路由表传输直通信息流。

•

在与 SRX 系列和 J 系列接口直接连接的设备上来往的主机入站信息流。 例如，主机入站信
息流包括日志记录、路由协议和管理类型的信息流。 流模块向路由引擎发送并从其接收单播
数据包。 路由引擎（而不是流模块）根据为路由引擎定义的路由协议处理信息流。
流模块支持路由引擎上运行的所有路由和管理协议。 例如：OSPFv3、RIPng、TELNET 和 SSH
等。

•

组播
组播地址指定通常属于不同节点的一组接口的标识符。 由值 0xFF 标识。 IPv6 组播地址和单
播地址由地址的高位字节区别。
设备仅支持主机入站和主机出站组播信息流。 主机入站信息流包括日志记录、路由协议、管理
信息流等等。

•

任播
任播地址指定通常属于不同节点的一组接口的标识符。 根据路由协议规则，带任播地址的数据
包会传输至最近的节点。
任播地址与单播地址没有区别，子网路由器地址除外。 对于任播子网路由器地址，低序位（通
常为 64 或以上）为 0。 任播地址来自于单播地址空间。
流模块按处理单播数据包的相同方式处理任播数据包。 如果有任播数据包传输至设备，将作为
主机入站信息流处理，然后传输至协议栈，由后者继续进行处理。

相关主题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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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本主题介绍 IP 版本 6 (IPv6) 地址，包括如何压缩它们，并提供一些示例。
所有 IPv6 地址的长度为 128 位，写成 8 节，每节 16 位。 它们采用十六进制表达形式，因此
各节的范围是 0 到 FFFF。 小节之间以冒号分隔，每节中的前导零可以省略。 如果多个连续的
小节都为零，可以折叠为双冒号。
•

IPv6 地址具有以下格式，其中每个 xxxx 都是 16 位的十六进制值，每个 x 都是 4 位的十六
进制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以下是 IPv6 地址示例：
3FFE:0000:0000:0001:0200:F8FF:FE75:50DF

•

对于包含连续前导零字段的 IPv6 地址，可以省略每个小节的前导零。 如果这样做，可以按以
下方式编写示例地址：
3FFE:0:0:1:200:F8FF:FE75:50DF

•

对于包含连续全 0 小节的 IPv6 地址，可以将 16 位的一组 0 压缩为双冒号 (::)，但是在单
个 IPv6 地址中只能使用一次双冒号分隔符，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3FFE::1:200:F8FF:FE75:50DF

相关主题

•

第56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

第57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类型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如何
使用它们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IPv6 数据包包头和 SRX 系列与 J 系列设备概述
本主题介绍 IP 版本 6 (IPv6) 数据包包头及其扩展名和选项
每个 IPv6 数据包至少有一个基本数据包包头，40 字节（320 位）长。 它们可能具有扩展包头。
对于 IPv6 数据包，流处理解析扩展包头并按以下方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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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 TCP、UDP、ESP、AH 或 ICMPv6 包头，软件会解析该包头并假定数据包负荷对应于指
定的协议类型。

•

如果遇到逐跳包头、路由和目标包头或者碎片包头，软件会继续解析下一扩展包头。

•

如果遇到无下一包头的扩展包头，软件会检测到该数据包属于未知协议（协议等于 0）。

•

对于其他扩展包头，软件解析包头并确认该数据包属于由扩展包头指示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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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第56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本主题介绍 IP 版本 6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字段，及其长度和用途。
包头名称

位长

用途

版本

4

指定使用的是 IP 版本 6。 IPv6 版本字段包含值 6，表示使用了 IPv6；
而值 4 则表示 IP 版本 4。

信息流分类

8

允许源节点或路由器识别不同的 IPv6 数据包类别（或服务质量优先
级）。 （此字段替换 IPv4 的“服务类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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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 IPv6 基于流的数据包，用于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不会使用流标签字段。

负荷长度

16

指定 IPv6 数据包负荷的长度或内容，以八位位组表示。

下一个包头

8

标识紧随 IPv6 包头之后的那个包头的互联网协议类型。 “下一个包
头”字段替换 IPv4 的“协议”字段。 该字段为可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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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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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模块在数据包流的上下文中按顺序处理这些包头。
如果遇到以下扩展包头之一，软件会进行解析并将该数据包视为相应的
协议数据包。
•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版本 6 (ICMPv6)

•

传输控制协议 (TCP)

注意: 设备检查 TCP 包头的长度，作为其运行状况检查的一部分。
•

UDP

注意: 设备检查 UDP 的长度，作为其运行状况检查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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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名称

位长

用途

跳跃限制

8

指定封包通过主机设备传输后的最大可跳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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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的主机设备或节点上的接口。

目标 IP 地址

128

标识 IPv6 数据包要发送至的主机设备，或节点上的接口。
注意: 目标地址可以出现两次，第一个实例在紧接源 IP 地址的跳跃限
制之后，第二个实例在最后的扩展包头之后。

相关主题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6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本主题定义 IP 版本 6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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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 各个扩展包头的长度均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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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顺序紧接基本 IPv6 包头（如第60页上的表8 中所示）：

注意: 目标 IP 地址可以出现两次，一次在逐跳包头之后，另一次在最后的扩展包头
之后。

表8: IPv6 扩展包头
包头名称

用途

逐跳选项

指定到达目标主机的路径上每一跳的传输参数。
注意: 逐跳选项仅能紧跟 IPv6 基本包头。 如果使用，应为第一个扩展包头。 不得出现在另一扩展包
头之后。

目标选项

为中间目标设备或最终目标主机指定数据包传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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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

定义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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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或多次跳跃。）当数据包使用此包
头时，前一包头的“下一包头”值必须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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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IPv6 扩展包头 (续)
包头名称

用途

碎片

指定执行 IPv6 分片和重组服务的方式。 当数据包使用此包头时，前一包头的“下一包头”值必须为
44。
源节点使用碎片扩展包头告知目标节点已分为碎片的数据包的大小，这样目标节点就可以重组数据包。

认证

提供认证、数据完整性和反回放保护。 当数据包使用此包头时，前一包头的“下一包头”值必须为
51。

封装安全性负荷

为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数据包提供数据机密性、数据认证和反回放保护。 当数据包使用此包头时，
前一包头的“下一包头”值必须为 50。

目标 IP 地址

标识 IPv6 数据包要发送至的主机设备，或节点上的接口。
注意: 目标地址可以出现两次，第一个实例在紧接源 IP 地址的跳跃限制之后，第二个实例在最后的扩
展包头之后。

相关主题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56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空间、编址和地址类型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关于由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流模块执行的 IPv6 数据包包头验证
本主题概述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执行的一些 IP 版本 6 (IPv6) 数据包包头验证。
要确保 IPv6 数据包的完整性，流模块执行以下运行状况检查。
对于所有 IPv6 数据包，流模块检查包头的以下部分：
•

TCP 长度

•

UDP 长度

•

逐跳扩展名，以确保其紧接基本 IPv6 包头且不在另一扩展包头之后

•

IP 数据长度错误（IP 长度—总扩展包头长度不小于零 (<0)）
除这些验证外，软件还执行其他标准检查，例如验证是否指定了正确的 IP 版本以及 IP 地址
长度是否正确。

相关主题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7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类型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如何
使用它们

•

第58页上的关于 IPv6 地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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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IPv6 高级流
IPv6 高级流为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的防火墙、NAT、NAT-PT、组播（本地链路和传输）、
IPsec、IDP、JSF 框架、TCP 代理和会话管理器添加 IPv6 支持。 IPv6 流中不使用 MIB。
为避免对当前 IPv4 环境的影响，使用 IPv6 安全保护。 启用 IPv6 安全保护后，将分配扩展会
话和入口。 现有地址字段和入口用于存储扩展会话或入口的索引。 禁用 IPv6 安全保护后，将
不分配与 IPv6 安全保护相关的资源。
对 IPv6 流信息流使用新日志来避免影响现有 IPv4 系统的性能。
大多数情况下，IPv6 高级流的行为和实施与 IPv4 的一致。
以下是一些差异：
•

包头解析： 如果遇到以下扩展包头，IPv6 高级流会停止解析包头并将数据包解释为相应的协
议数据包：
•

TCP/UDP

•

ESP/AH

•

ICMPv6

如果遇到以下扩展包头，IPv6 高级流会继续解析包头：
•

逐跳

•

路由和目标、碎片

如果遇到扩展包头 No Next Header，IPv6 高级流会将数据包解释为未知协议数据包
•

•

62

运行状况检查： IPv6 高级流支持以下运行状况检查：
•

TCP 长度

•

UDP 长度

•

逐跳

•

IP 数据长度错误

•

第 3 层运行状况检查（例如，IP 版本和 IP 长度）

•

ICMPv6 数据包： 在 IPv6 高级流中，ICMPv6 数据包的行为与普通 IPv6 信息流一致，以下
情况除外：
•

嵌入式 ICMPv6 数据包

•

路径 MTU 消息

主机入站和出站信息流： IPv6 高级流支持路由引擎 (RE) 上运行的所有路由和管理协议，包
括 OSPF v3、RIPng、Telnet 和 SSH 等。 请注意，流中不使用任何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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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道信息流： IPv6 高级流支持以下通道类型：
•

IPv4 IP-IP

•

IPv4 GRE

•

IPv4 IPsec

•

双栈 Lite

事件和日志： 以下日志用于与 IPv6 相关的流信息流：
•

RT_FLOW_IPVX_SESSION_DENY

•

RT_FLOW_IPVX_SESSION_CREATE

•

RT_FLOW_IPVX_SESSION_CLOSE

IPv6 的会话、入口、IP 操作、多线程处理、分发、锁定、同步、序列化、排序、数据包排队、
异步消息传送、IKE 信息流问题、运行状况检查和队列等实施与 IPv4 实施类似。
相关主题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

第61页上的关于由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流模块执行的 IPv6 数据包包头验证

了解 IPv6 双栈 Lite
借助 IPv6 双栈 Lite (DS-Lite) 技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处理 IPv4 地址枯竭问题的同
时迁移至 IPv6 网络。
IPv4 地址即将枯竭；因此，宽带服务提供商（DSL、电缆、移动）需要新地址来支持新用户。 仅
提供 IPv6 地址往往不可行，因为组成公共互联网的大多数系统仍仅启用和支持 IPv4，并且许多
用户的系统尚不完全支持 IPv6。’
DS-Lite 允许服务提供商在不更改最终用户软件的情况下迁移至 IPv6 接入网络。 访问互联网的
设备保持不变，这样就允许 IPv4 用户继续访问 IPv4 互联网内容并尽可能小地影响其归属网络，
同时允许 IPv6 用户访问 IPv6 内容。
DS-Lite 在提供商和用户之间使用仅 IPv6 链路，同时在用户网络内保持 IPv4（或双栈）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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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DS-Lite NAT (IPv4-in-IPv6)

DS-Lite 部署模型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64

用于 DS-Lite 归属路由器的 Softwire 启动器 -- 封装 IPv4 数据包并将其通过 IPv6 通道传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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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 DS-Lite 运营商级网络地址转换 (NAT) 的 Softwire 集中器–解封IPv4-in-IPv6 数据包
并执行 IPv4-IPv4 NAT 转换。

当用户的设备将 IPv4 数据包发送至外部目标，DS-Lite 将该 IPv4 数据包封装在 IPv6 数据包
中，以传输至提供商网络中。 这些 IPv4-in-IPv6 通道称为 softwire。 IPv4 over IPv6 通道
操作较转换更简单，并能消除对性能和冗余的顾虑。
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Softwire 会在某些点终止于 Softwire 集中器中；服务提供商网络解封
IPv4 数据包并通过运营商级网络地址转换 (NAT) 设备进行发送。 在 NAT 设备中，数据包通过
源 NAT 处理来隐藏初始源地址。
用户归属网络中主机发起的 IPv6 数据包以本地方式在接入网络中传输。
DS-Lite 运营商级 NAT 将 IPv4-to-IPv4 地址通过单个全局 IPv4 地址转换至多个用户。 用户
使用的重叠地址空间通过通道端点的识别消除歧义。 一个集中器可以是多个 Softwire 的端点。
终端主机发起的 IPv4 数据包具有专用（并可能重叠）IP 地址。 因此，必须向这些数据包应用
NAT。 如果终端主机具有重叠地址，则需要进行网络地址端口转换 (NAPT)。
借助 NAPT，系统可将用户网络中的封装 IPv6 数据包添加至内部 IPv4 源地址和端口。 因为每
个用户的 IPv6 地址是唯一的，IPv6 源地址和 IPv4 源地址和端口的组合会生成明确的映射。
从用户网络外部收到响应 IPv4 数据包后，系统会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映射的 IPv6 地址作为 IPv6 目标地址，将 IPv4 数据包封装在 IPv6 数据包中。

•

将数据包转发至用户。

第65页上的表9 中列出了每台设备最大的 Softwire 启动器和 Softwire 集中器数量：

表9: Softwire 启动器和 Softwire 集中器容量
说明

SRX650

SRX3400

SRX3600

SRX5600

SRX5800

每台设备连接的最大 Softwire 启动器
数

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每台设备的最大 Softwire 集中器数

16

32

32

32

32

注意: DS-Lite 的最新 IETF 草案文档使用新术语。
•

术语 Softwire 启动器已替换为 B4。

•

术语 Softwire 集中器已替换为 AFTR。

Junos OS 文档在讨论配置时通常使用原始术语，以与用于配置 DS-Lite 的 CLI 语句
保持一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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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draft-ietf-softwire-dual-stack-lite-06， Dual-Stack Lite Broadband Deployments
Following IPv4 Exhaustion，2010 年 8 月。

•

RFC 2473, Generic Packet Tunneling in IPv6 Specification，1998 年 12 月。

•

RFC 2663, IP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Terminology and Considerations，1999
年 8 月。

•

RFC 4787,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Behavioral Requirements for Unicast UDP，
BCP 127，2007 年 1 月。

•

RFC 4925, Softwire Problem Statement，2007 年 7 月。

•

RFC 5382, NAT Behavioral Requirements for TCP，BCP 142，2008 年 10 月。

•

RFC 5508, NAT Behavioral Requirements for ICMP，BCP 148，2009 年 4 月。

•

http://www.potaroo.net/tools/ipv4/index.html

•

http://www.iana.org/assignments/ipv4-address-space/ipv4-address-space.xhtml

•

第66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双栈 Lite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

第68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示例：配置 IPv6 双栈 Lite
当 ISP 开始向新用户家庭分配 IPv6 地址和支持 IPv6 的设备，双栈 Lite (DS-Lite) 提供一种
方法，可让 IPv6 CE WAN 设备后的专有 IPv4 地址到达 IPv4 网络。 DS-Lite 使 IPv4 客户可
以继续使用其当前的硬件访问互联网（方式是在客户边缘设备上使用 Softwire 启动器将 IPv4
数据包封装在 IPv6 数据包内），并尽量减少对其归属网络的影响，同时允许 IPv6 客户访问
IPv6 内容。 Softwire 集中器解封 IPv4-in-IPv6 数据包并执行 IPv4-IPv4 NAT 转换。
此示例显示如何针对 IPv4-in-IPv6 地址配置 Softwire 集中器。
•

要求 (第66页)

•

概述 (第67页)

•

配置 (第67页)

•

验证 (第6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66

•

查看 DS-Lite 概述部分。 请参阅第63页上的“了解 IPv6 双栈 Lite”。

•

回顾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请参阅第68页上的“了解 SRX 系
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章: IPV6 基于流的处理

概述
此配置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Softwire 集中器、Softwire 名称、集中器地址及 Softwire 类型。

注意: Softwire 集中器 IPv6 地址可以匹配物理接口上配置的 IPv6 地址或回传接口
上配置的 IPv6 地址。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复制以下命令，将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任何换行符，根据需要更改
细节以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复制这些命令并将它们在 [edit]（编辑）层次结构级别粘贴到
CLI 中。
set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name my_sc1 softwire-concentrator 2001:100::1 softwire-type
IPv4-in-IPv6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DS-Lite Softwire 集中器将 IPv4 数据包转换为 IPv6 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 Softwire 集中器分配名称。
[edit security]
user@host# edit softwires softwire-name my_sc1

2.

指定 Softwire 集中器的地址。
[edit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name my_sc1]
user@host# set softwire-concentrator 2001:100::1

3.

指定 IPv4 到 IPv6 的 Softwire 类型。
[edit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name my_sc1 softwire-concentrator 2001:100::1
user@host# set softwire-type IPv4-in-IPv6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
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name my_sc1]
user@host# show
softwire-concentrator 2001:100::1;
softwire-type ipv4-in-ipv6;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验证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oftwires 命令。 如果未连接 Softwire，则操作输出将类似
于以下示例：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 Name
SC Address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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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c1

2001:100::1

Active

0

如果连接了 Softwire，则操作输出将类似于以下示例：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oftwires
Softwire Name
SC Address
my-sc1
2001:100::1

相关主题

•

第63页上的了解 IPv6 双栈 Lite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Status
Number of SI connected
Connected
1

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本主题介绍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ICMP 消息，以及用于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OS
如何使用它们。
ICMP 为报告数据包处理错误提供框架，用于诊断目的和特定于实施的功能。 通过 ICMP 错误消
息，一个节点可以通知另一个节点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 定义 IP 版本 6 (IPv6)
后，IP 版本 4 (IPv4) 与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需要新版本的 ICMP。
每条 ICMPv6 消息前都有 IPv6 包头和 0，或者更多的 IPv6 扩展包头。 ICMPv6 包头由前一个
包头中的“下一包头”值 58 标识。 这不同于用于标识 IPv4 ICMP 的值。 所有 ICMPv6 错误消
息都具有 32 位特定于类型的数据，来帮助数据包接收方找到嵌入式调用数据包。
大部分 ICMPv6 数据包的特性与行为与普通 IPv6 数据包相同，并且 Junos OS 流模块会按处理
普通 IPv6 数据包的相同方式对其进行第一条路径和快速路径处理。 第69页上的表10 显示流模
块会按不同于处理普通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进行处理的 ICMPv6 嵌入式数据包类型。
对于这些数据包，流模块使用其从嵌入式 ICMPv6 数据包创建的元组来搜索所有匹配的会话。 流
模块在不修改最大传输单位 (MTU) 的情况下继续处理数据包，直至找到匹配的会话；除非收到针
对接口的“ICMPv6 数据包太大”消息。 这种情况下，流模块会为该接口修改 MTU 大小。 如果
未找到匹配的会话或者无法从嵌入式负荷获取有效的 IPv6 包头，流模块将丢弃该数据包。

注意: “数据包太大”消息是唯一一类会导致流模块修改接口的 ICMPv6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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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Junos OS 处理方式不同于处理其他 ICMPv6 数据包的 ICMPv6 数据包
消息

含义

01-Destination Unreachable（目标无法到达）

当数据包因其发送方式而无法传输，一种有用的办法是采用反馈机制来告知
源设备相关问题，包括数据包交付失败的原因。 对于 IPv6，“目标无法到
达”消息即用于此目的。
每条消息包括一个代码，指示导致数据包传输失败的问题性质。 还包括无
法传输的全部或部分数据包，以帮助源设备解决该问题。
当流模块遇到“目标无法到达”ICMP 数据包，而该数据包的嵌入式数据包
包头与某个会话的 5 元组数据匹配，则软件将终止该会话。

02-Packet Too Big（数据包太大）

当收到发给其的“ICMPv6 数据包太大”消息后，流模块将该数据包发送至
路由引擎上的 ICMP 协议栈，以启动路径最大传输单位（路径 MTU）发现过
程。
如果“数据包太大”消息与设备无关，而是一个传输数据包，则设备会尝试
将内嵌式 5 元组数据与会话进行匹配。
•

如果存在匹配的会话，设备会将其传输至源节点。

•

如果不存在匹配的会话，设备会丢弃该数据包。

注意: “数据包太大”消息是唯一一类会导致流模块修改接口的 ICMPv6 数
据包。
03-Time Exceeded（超时）

当流模块收到因超过基本包头“逐跳”字段中指定的跳跃计数而无法传输的
数据包时，会发送此消息来通知数据包的源节点：数据包因此原因而被丢
弃。

04-Parameter Problem（参数问题）

当设备在 IPv6 包头或扩展包头中找到使其无法处理数据包的问题时，软件
将丢弃该数据包并向数据包的源节点发送此 ICMPv6 消息，指明问题的类型
和位置。

相关主题

•

第69页上的了解用于 IPv6 数据包的路径 MTU 消息

•

第70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如何处理 IPv6 流的数据包分片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了解用于 IPv6 数据包的路径 MTU 消息
本主题介绍路径最大传输单位 (MTU) 并说明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如何处理和使用路径 MTU
消息。
每个链路都有 MTU 大小，指定链路可传输的最大数据包的大小。 MTU 大小越大意味着传输一定
数据量所需的数据包数越少。 为实现最佳的数据传输性能，从一个节点（源）发送至另一个节点
（目标）的 IPv6 数据包的大小，应是可遍历这两个节点之间路径的最大大小。 （数据包越大、
数量越少，可以限制可能影响传输性能的数据包包头处理和路由处理的成本。）
但是，为了让数据包能成功遍历从源节点到目标节点的路径，源节点接口的 MTU 大小不得大于源
和目标之间路径上所有节点的最小 MTU 大小。 此值称为路径最大传输单位（路径 MTU）。 如果
数据包大于链路的 MTU 大小，则链路很可能会将其丢弃。 对于 IPv6，中间节点无法对数据包进
行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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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定义了称为路径 MTU 发现的标准机制，源节点可使用该机制了解数据包可能要遍历的路径
的路径 MTU。 如果该路径上发送的任何数据包太大而无法由节点沿该路径进行转发，节点将丢弃
该数据包并返回“ICMPv6 数据包太大”消息。 然后，源节点可以将 MTU 大小调整为小于丢弃数
据包的节点的 MTU 大小，并发送 ICMPv6 消息，然后重新传输该数据包。 在数据包成功遍历路
径上所有节点之前，源节点可能重复收到“数据包太大”消息。
在确定路径 MTU 大小并设置适当的 MTU 大小后，外向数据包可能沿不同的路径进行路由，该路
径拥有其链路 MTU 大小小于之前确定的路径 MTU 大小的节点。 这种情况下，流模块将再次启动
路径 MTU 发现过程。
当收到包含属于其的目标地址的“ICMP 数据包太大”消息后，流模块将：
•

检查以确定数据包的嵌入式 5 元组数据是否针对通道接口。 （即，检查以确定嵌入式 5 元组
数据是否与通道会话匹配。）如果存在匹配，流模块将更新通道接口的 MTU 大小。 然后对第
一个数据包后面跟着的加密数据包执行分片后处理。 接下来，流模块将数据包传输至所分配路
由引擎 (RE) 上的 ICMPv6 堆栈，继续进行处理。

•

如果该数据包是传输数据包，流模块将搜索与数据包嵌入式 5 元组数据匹配的会话。 如果找
到匹配的会话，则将数据包传输至该会话。 如果没有匹配的会话，则丢弃该数据包。

收到数据包后，在将其传输至入口接口之前，流模块会先检查以确定入口接口的 MTU 大小是否大
于数据包的长度。
•

如果 MTU 大小大于数据包长度，则继续处理该数据包。

•

如果 MTU 大小小于数据包长度，则丢弃该数据包，并向源节点发送“ICMPv6 数据包太大”消
息。

注意: 当配置了机箱集群且路径 MTU 更新了通道接口的 MTU 后，流模块不会向对等
节点同步新 MTU。 MTU 大小可能会由更大的数据包在对等节点上重新更新，而这不会
影响数据包传输。

相关主题

•

第68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

第59页上的关于 IPv6 基本数据包包头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如何处理 IPv6 流的数据包分片
本主题介绍 IP 版本 6 (IPv6) 的数据包分片。
对于 IPv4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Pv4 ICMP)，如果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路径中的节点收到大
于其 MTU 大小的数据包，可以将该数据包分片，然后传输生成的小数据包。 对于 IPv6，仅源节
点（发送数据包的节点）可以对数据包分片，这样做是为了适应路径 MTU 大小调整要求。 数据
包路径上的节点无法对数据包分片以进行传输。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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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8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处理 ICMPv6 数据包的方式

•

第69页上的了解用于 IPv6 数据包的路径 MTU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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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页上的了解 IPv6 数据包包头扩展名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了解 IPv6 流会话
本主题概述基于流的会话。
大部分数据包处理发生在流的上下文中，包括策略、区段和大多数筛选的管理。 出于以下目的，
系统将为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创建会话：

相关主题

•

存储大部分要应用到流数据包的安全措施。

•

缓存流状态的相关信息。 例如，缓存在其会话中的流的记录和计数信息。 （此外，一些状态
式防火墙筛选依赖于与单个会话或所有会话相关的阈值。）

•

为流功能分配所需资源。

•

为应用层网关 (ALG) 等功能提供框架。

•

第71页上的了解 SRX5600 和 SRX5800 架构和流处理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了解 SRX5600 和 SRX5800 架构和流处理
本主题介绍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的架构，并将其用作模型来说明 IP 版本 6 (IPv6) 处理。
在其他 SRX 系列设备上的流处理与此类似。
高端 SRX 系列服务网关设备包括 I/O 卡 (IOC) 和服务处理卡 (SPC)，每个卡包含处理单元来在
数据包遍历设备时对其进行处理。 这些处理单元的责任各不相同。
•

网络处理单元 (NPU) 在 IOC 上运行。 一个 IOC 上有一个或多个 NPU。 NPU 以离散方式处理
数据包并执行基本流管理功能。
当 IPv6 数据包到达 IOC，数据包流处理即启动。 NPU 执行以下操作：
•

对数据包执行以下 IPv6 运行状况检查。
•

•

对于 IPv6 基本包头，执行以下包头检查：
•

版本： 验证包头是否将 IPv6 指定为版本。

•

负荷长度： 检查负荷长度以确保 IPv6 数据包与第 2 层 (L2) 包头的合并长度大于 L2
帧长度。

•

跳跃限制： 检查以确保跳跃限制不指定 0（零）

•

地址检查： 检查以确保源 IP 地址不指定 ::0 或 FF::00，并且目标 IP 地址不指定
::0 或 ::1。

执行 IPv6 扩展包头检查，包括以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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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跳选项： 验证这是否是紧跟 IPV6 基本包头的第一个扩展包头。

•

路由扩展： 验证是否仅有一个路由扩展包头。

•

目标选项： 验证包括的目标选项扩展包头是否不超过两个。

•

碎片： 验证是否仅有一个碎片包头。

注意: 它将任何其他扩展包头视为第 4 层 (L4) 包头。

•

•

•

72

执行 L4 TCP、UDP 和 ICMP6 协议检查，包括以下项：
•

UDP： 检查以确保 UDP 数据包（而不是第一个碎片数据包）的长度至少为 8 个字节。

•

TCP： 检查以确保 ICMPv6 数据包（而不是第一个碎片数据包）的长度至少为 20 个字
节。

•

ICMPv6： 检查以确保 ICMPv6 数据包（而不是第一个碎片数据包）的长度至少为 8 个
字节。

如果数据包指定 TCP 或 UDP 协议，它将使用以下信息从数据包包头数据创建一个元组：
•

源 IP 地址。

•

目标 IP 地址。

•

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协议。

•

虚拟路由器标识符 (VRID)。 设备在 VRID 表中查找 VRID。

对于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版本 6 (ICMPv6) 数据包，元组包含与用于 TCP 和 UDP 搜索键的
相同信息，源和目标端口字段除外。 源和目标端口字段由从 ICMPv6 数据包中提取的以下信
息替换：
•

对于 ICMP 错误数据包：模式“0x00010001”

•

对于 ICMP 信息数据包：类型或代码，字段标识符

•

对于带认证包头 (AH)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包头的数据包，搜索键与用于 TCP 和 UDP 元
组的相同，源字段和目标字段除外。 这种情况下，将使用安全参数索引 (SPI) 字段值，而
不是源和目标端口。

•

如果存在数据包流的相关会话，NPU 会将数据包发送至管理该会话的 SPU。

•

如果不存在匹配的会话，
•

NPU 将数据包信息发送至中心点 (CP)，后者创建一个挂起的会话。

•

CP 选择一个 SPU 来处理数据包并为其创建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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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PU 然后将会话创建消息发送至 CP 以及入口和出口 NPU，引导它们为相关数据包流创建
会话。

中心点可以在专用 SPU 上运行，如果只有一个 SPU，则共享该 SPU 的资源。 CP 处理资源的
仲裁和分配，并智能分发会话。 处理特定会话流的第一个数据包时，CP 分配一个 SPU 用于该
会话。
•

Juniper Networks SRX5000 系列设备至少有两个 SPU。 如果 SRX5000 系列设备仅有两个
SPU，其中之一在组合 (combo) 模式下运行，既作为 CP 又作为 SPU。

•

对于 SRX3000 系列设备，CP 和 SPU 始终在组合模式下运行。

一个或多个 SPU 在服务处理卡 (SPC) 上运行。 数据包所有基于流的服务都在单个 SPU 上，
在为相关数据包流设置的会话的上下文中执行。
SRX5000 系列设备的 SPC 有两个 SPU。 SRX3000 系列设备的 SPC 有一个 SPU。
一个机箱中可安装多个 SPC。
SPU 主要执行以下任务：
•

管理会话并向数据包应用安全功能和其他服务。

•

应用基于数据包的无状态防火墙、分类程序和信息流整形。

•

如果不存在数据包的相关会话，它将向执行数据包会话搜索的 NPU 发送请求消息，引导其为
该数据包添加会话。

这些离散但相互配合的系统部件存储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数据包流的相关会话的信息，以及对数据
包进行匹配以确定其是否属于已有会话的信息。
相关主题

•

第71页上的了解 IPv6 流会话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处理
缺省情况下，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会丢弃 IP 版本 6 (IPv6) 信息流。 要启用通过安全功能
（例如区段、筛选和防火墙策略）进行处理，必须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转发。
要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转发，请在 [edit security forwarding-options family inet6]
层次结构级别修改 mode 语句：
security {
forwarding-options {
family {
inet6 {
mode flow-base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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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用于为 IPv6 信息流配置转发的 CLI 命令。
1. 使用 set 命令将 IPv6 的转发选项模式更改为基于流。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orwarding-options family inet6 mode flow-based
2. 使用 show 命令查看配置。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orwarding-options
family {
inet6 {
mode flow-based;
}
}
3. 提交前，检查对配置的更改。
[edit]
user@host# commit check
warning: You have enabled/disabled inet6 flow.
You must reboot the system for your change to take effect.
If you have deployed a cluster, be sure to reboot all nodes.
configuration check succeeds
4. 提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warning: You have enabled/disabled inet6 flow.
You must reboot the system for your change to take effect.
If you have deployed a cluster, be sure to reboot all nodes.
commit complete
5. 适时重新启动设备。

注意: SRX 系列设备会丢弃 IPv6 类型 0 路由包头 (RH0) 数据包。

第74页上的表11 汇总了转发选项配置更改后的设备状态。

表11: 配置更改后的设备状态
配置更改

提交警告

需要重新启
动

重新启动前对现有信息流的
影响

重新启动前对新信息流的
影响

丢弃到基于流

是

是

丢弃

丢弃

丢弃到基于数据包

否

否

基于数据包

基于数据包

基于流到基于数据包

是

是

无

创建流会话

基于流到丢弃

是

是

无

创建流会话

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

是

是

基于数据包

基于数据包

基于数据包到丢弃

否

否

丢弃

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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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 IPv6 信息流，还需要为接收和转发信息流的传输接口配置 IPv6 地址。 有关 inet6 协
议族以及配置接口 IPv6 地址的流程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

第75页上的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IPv6 会话和流信息

使用过滤器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IPv6 会话和流信息
用途

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显示一个或多个会话的流和会话信息。 IPv6 会话包
括在聚合的统计信息中。
可以将以下过滤器用于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application、destination-port、
destination-prefix、family、idp、interface、nat、protocol、resource-manager、
session-identifier、source-port、source-prefix 和 tunnel。

注意: 除 session-identifier 过滤器外，可以在简要、摘要和详细模式下查看其他
所有过滤器的输出。 简要模式是缺省模式。 只能使用简要模式查看 sessionidentifier 过滤器的输出。

可以将同样的过滤器选项用于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来终止会话。
操作
根据 family 的过滤后摘
要报告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使用与 IPv6 相关的过滤器来显示 IPv6 会话的摘要和详细信息。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ummary family ?
Possible completions:
inet
Show IPv4 sessions
inet6
Show IPv6/IPv6-NATPT sessions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ummary family inet6
Flow Sessions on FPC4 PIC1:
Valid sessions: 71
Pending sessions: 0
Invalidated sessions: 56
Sessions in other states: 0
Total sessions: 127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0:
Valid sessions: 91
Pending sessions: 0
Invalidated sessions: 53
Sessions in other states: 0
Total sessions: 144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1:
Valid sessions: 91
Pending sessions: 0
Invalidated sessions: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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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s in other states: 0
Total sessions: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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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family 的过滤后详
细报告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
Possible completions:
inet
Show IPv4 sessions
inet6
Show IPv6/IPv6-NATPT sessions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inet6
Flow Sessions on FPC4 PIC1:
Session ID: 170001887,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9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9;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0:
Session ID: 200001865,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10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10;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1:
Session ID: 210001865,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4, Valid
In: 4000::100/11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11;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根据 family 的过滤后简
要报告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inet brief
Flow Sessions on FPC4 PIC1:
Session ID: 170067516,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4, Valid
In: 40.0.0.100/23 --> 40.0.0.1/26637;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26637 --> 40.0.0.100/23;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0:
Session ID: 200066737,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21 --> 40.0.0.1/26637;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26637 --> 40.0.0.100/21;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1:
Session ID: 210066726,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22 --> 40.0.0.1/26637;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26637 --> 40.0.0.100/22;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根据 IPv6 source-prefix
的过滤后详细报告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ource-prefix 4000::100
Flow Sessions on FPC4 PIC1:
Session ID: 170001907,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69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69;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0:
Session ID: 200001885,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70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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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70;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1:
Session ID: 210001885,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4, Valid
In: 4000::100/71 --> 4000::200/27490;icmp6, If: ge-0/0/2.0, Pkts: 1, Bytes: 104
Out: 4000::200/27490 --> 4000::100/71;icmp6, If: .local..0, Pkts: 1, Bytes: 104
Total sessions: 1

根据 family、protocol
和 source-prefix 的多次
过滤后详细报告

roo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inet protocol icmp source-prefix 40/8
Flow Sessions on FPC4 PIC1:
Session ID: 170029413,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50 --> 40.0.0.1/1369;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1369 --> 40.0.0.100/50;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0:
Session ID: 200029073,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51 --> 40.0.0.1/1369;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1369 --> 40.0.0.100/51;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Flow Sessions on FPC5 PIC1:
Session ID: 210029083, Policy name: self-traffic-policy/1, Timeout: 2, Valid
In: 40.0.0.100/52 --> 40.0.0.1/1369;icmp, If: ge-0/0/2.0, Pkts: 1, Bytes: 84
Out: 40.0.0.1/1369 --> 40.0.0.100/52;icmp, If: .local..0, Pkts: 1, Bytes: 84
Total sessions: 1

清除所有会话，包括 IPv6
会话

roo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This command may terminate the current session too.
Continue? [yes,no] (no) yes
0
1
1
1

仅清除 IPv6 会话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sessions
sessions
sessions
sessions

cleared
cleared
cleared
cleared

roo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
Possible completions:
inet
Clear IPv4 sessions
inet6
Clear IPv6/IPv6-NATPT sessions
root>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family inet6
0 active sessions cleared
1 active sessions cleared
1 active sessions cleared
1 active sessions cl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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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3页上的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处理

•

第17页上的了解如何获取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信息

•

第20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摘要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1页上的显示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和与特定会话有关的流信息

•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中提供的信息

•

第26页上的清除 SRX 系列服务网关会话

•

IPv6 NAT 概述 (第79页)

•

IPv6 NAT PT 概述 (第81页)

•

IPv6 NAT-PT 通信概述 (第82页)

•

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第82页)

•

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第85页)

•

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第88页)

•

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第91页)

IPv6 NAT

IPv6 NAT 概述
较之 IPv4 即将枯竭的地址空间，IPv6 的地址空间大得多。 IPv4 已通过诸如网络地址转换 (NAT)
（允许由单个公用地址表示专用地址范围）和临时地址分配等技术得到扩展。 有多种技术可为传
统的 IPv4 提供传输机制来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 IPv6 NAT 可提供采用 IPv4 和 IPv6 编址的
网络设备之间的地址转换。 还提供 IPv6 主机之间的地址转换。 IPv6 主机之间 NAT 的处理方
式和目的与 IPv4 NAT 类似。
Junos OS 中的 IPv6 NAT 提供以下 NAT 类型：
•

源 NAT

•

目标 NAT

•

静态 NAT

受 IPv6 NAT 支持的源 NAT 转换
源 NAT 是离开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转换。 源 NAT 用于让使用专用
IP 地址的主机访问公用网络。
Junos OS 中的 IPv6 NAT 支持以下源 NAT 转换：
•

在不进行端口地址转换的情况下从一个 IPv6 子网转换到另一个 IPv6 子网

•

IPv4 地址到 IPv6 前缀 + IPv4 地址的转换

•

进行或不进行端口地址转换的情况下，IPv6 主机到 IPv6 主机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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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或不进行端口地址转换的情况下，IPv4 主机到 IPv6 主机的转换

•

进行或不进行端口地址转换的情况下，IPv4 主机到 IPv6 主机的转换

受 IPv6 NAT 支持的目标 NAT 映射
目标 NAT 是进入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 目标 NAT 用于将目标
地址为虚拟主机（由初始目标 IP 地址标识）的信息流重定向至实际主机（由转换的目标 IP 地
址标识）。
Junos OS 中的 IPv6 NAT 支持以下目标 NAT 转换：
•

IPv4 和 IPv6 前缀之间的前缀转换

•

从一个 IPv6 子网映射到另一个 IPv6 子网

•

从一个 IPv6 子网映射到一台 IPv6 主机

•

从一个 IPv6 子网映射到一个 IPv4 子网

•

从一个 IPv4 子网映射到一个 IPv6 子网

•

将一台 IPv6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映射到一台特殊的 IPv6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

•

将一台 IPv6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映射到一台特殊的 IPv4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

•

将一台 IPv4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映射到一台特殊的 IPv6 主机（和可选端口号）

受 IPv6 NAT 支持的静态 NAT 映射
静态 NAT 定义从一个 IP 子网到另一个 IP 子网的一对一映射。 映射包括一个方向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以及反方向的源 IP 地址转换。 从 NAT 设备出发，初始目标地址是虚拟主机的 IP 地
址，而映射目标地址是实际主机的 IP 地址。
Junos OS 中的 IPv6 NAT 支持以下静态 NAT 转换：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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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 IPv6 子网转换到另一个 IPv6 子网

•

从一台 IPv6 主机转换到另一台 IPv6 主机

•

从一个 IPv4 地址 a.b.c.d 转换到 IPv6 地址 Prefix::a.b.c.d

•

从 IPv4 主机转换到 IPv6 主机

•

从 IPv6 主机转换到 IPv4 主机

•

从一个 IPv6 前缀映射到一个 IPv4 前缀

•

从一个 IPv4 前缀映射到一个 IPv6 前缀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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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IPv6 NAT PT 概述
IPv6 网络地址转换-协议转换 (NAT-PT) 可提供使用 IPv4 和 IPv6 编址的网络设备之间的地址
分配和协议转换。 转换过程基于无状态 IP/ICMP 转换 (SIIT) 方法；但是，每次通信的状态和
上下文在会话生存期中都会保留。 IPv6 NAT-PT 支持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TCP 和 UDP
数据包。
IPv6 NAT-PT 支持以下类型的 NAT-PT：
•

传统 NAT-PT—在传统 NAT-PT 中，会话是单向的，并从 IPv6 网络出站。 传统 NAT-PT 允许
IPv6 网络中的主机访问 IPv4 网络中的主机。 传统 NAT-PT 有两种变体：基本 NAT-PT 和
NAPT-PT。
在基本 NAT-PT 中，IPv4 接口上会预留 IPv4 地址块，用于在 IPv6 主机向 IPv4 主机发起会
话时转换地址。 基本 NAT-PT 为从 IPv6 域出站的数据包转换源 IP 地址及相关字段（例如
IP、TCP、UDP 和 ICMP 包头校验和等）。 对于入站数据包，基本 NAT-PT 会转换目标 IP 地
址和校验和。
网络地址端口转换和协议转换 (NAPT-PT) 可与基本 NAT-PT 组合，这样就有一个外部地址池用
于端口转换。 NAPT-PT 允许一组 IPv6 主机共享单个 IPv4 地址。 NAPT-PT 为从 IPv6 网络
出站的数据包转换源 IP 地址、源传输标识符及相关字段（例如 IP、TCP、UDP 和 ICMP 包头
校验和等）。 传输标识符可以是 TCP/UDP 端口或 ICMP 查询 ID。 对于入站数据包，NAPT-PT
转换目标 IP 地址、目标传输标识符，以及 IP 和传输包头检验和。

•

双向 NAT-PT—在双向 NAT-PT 中，可以从 IPv4 网络和 IPv6 网络中的主机发起会话。 由于
两个方向都建立了连接，所以 IPv6 网络地址可静态或动态绑定到 IPv4 地址。 静态配置与静
态 NAT 转换类似。 IPv4 领域中的主机将 DNS 用于地址解析，从而访问 IPv6 领域中的主机。
双向 NAT-PT 必须采用 DNS ALG，以便进行名称到地址映射。 尤其是，DNS ALG 必须能在 DNS
数据包在 IPv6 和 IPv4 领域之间遍历时，将 DNS 查询和响应中的 IPv6 地址转换为其 IPv4
地址绑定；反之亦然。

注意: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部分支持双向 NAT-PT 规范。 它支持双向信息流，
同时假定有其他方式来传递 IPv6 地址和动态分配的 IPv4 地址之间的映射。 例
如，可以用为 IPv4 节点映射的条目来配置本地 DNS 以识别相关地址。

NAT-PT 操作—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支持传统 NAT-PT，并允许静态映射，使用户能进行 IPv4
到 IPv6 的通信。 用户需要用主机名的 IPv4 地址静态配置 DNS 服务器，然后在设备上为仅
IPv6 节点创建静态 NAT，以根据 DNS 从仅 IPv4 节点到仅 IPv6 节点进行通信。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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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NAT-PT 通信概述
通过静态映射进行 NAT-PT 通信— 网络地址转换-协议转换 (NAT-PT) 可以双向进行，从 IPv6
到 IPv4，或者相反。 对于每个方向，静态 NAT 用于将目标主机映射到本地地址，而源地址 NAT
用于转换源地址。 有两类静态 NAT 和源 NAT 映射：一对一映射和基于前缀的映射。
通过 DNS ALG 进行 NAT-PT 通信— 基于 DNS 的机制将 IPv6 地址动态映射至仅 IPv4 服务器。
NAT-PT 使用 DNS ALG 透明地执行转换。 例如，使用内部 IPv6 网络的公司需要能够与尚无 IPv6
地址的外部 IPv4 服务器进行通信。
要支持动态地址绑定，应将 DNS 用于域名解析。 IPv4 主机在其本地配置的 IPv4 DNS 服务器中
查找 IPv6 节点的名称，该服务器然后将查询通过使用 NAT-PT 的 SRX 系列设备传递至 IPv6 DNS
服务器。
NAT 设备中的 DNS ALG：

相关主题

•

将 IPv6 地址解析转换回 IPv4 地址解析。

•

分配 IPv6 地址进行映射。

•

将分配的 IPv4 地址映射存储至 IPv6 地址解析中返回的 IPv6 地址，这样就可以建立从任何
IPv4 主机到 IPv6 主机的会话。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来配置由 IPv4 发起的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要求 (第82页)

•

概述 (第82页)

•

配置 (第83页)

•

验证 (第85页)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接口并将接口分配至安全区段。

概述
以下示例介绍如何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其接口上定义了基于静态映射 /96 的 IPv6
地址，并在相关设备上设置了静态映射 /96）的连接。 此示例假定 IPv6 地址要映射至 IPv4 地
址，使 IPv4 地址成为 IPv6 地址空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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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Pv4 网络中的设备必须与 IPv6 网络中的设备进行互连时，以及从 IPv4 网络迁移至 IPv6
网络的过程中，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非常有用。 对于从 IPv6 网络发起的信息
流，该映射可用于 DNS ALG 从 IPv6 地址反向查找 IPv4 地址。 这还能提供从 IPv4 节点发起
的会话与 NAT/PT 设备另一侧的 IPv6 节点之间的连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45/30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6_prefix address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to interface ge-0/0/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1/3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a0a:a2d/12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6_prefix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的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定义匹配目标地址前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45/30

3.

定义设备的静态 NAT 前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27a6::/96

4.

使用 IPv6 地址前缀配置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myipv6_prefix address 27a6::/96

5.

配置接口的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6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6_rs to interface ge-0/0/2

6.

配置 IPv6 源 NAT 源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1/30

7.

配置 IPv6 源 NAT 目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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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a0a:a2d/126
8.

在规则中定义配置的源 NAT IPv6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6_prefix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
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myipv6_prefix {
address {
27a6::/96;
}
}
rule-set myipv6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6_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1/30;
destination-address 27a6::a0a:a2d/126;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6_prefix;
}
}
}
}
}
}
static {
rule-set test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0.1.1.45/30;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27a6::/96;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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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第85页)

•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第85页)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对接口、目标地址和前缀配置静态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命令。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命令。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要求 (第85页)

•

概述 (第85页)

•

配置 (第86页)

•

验证 (第87页)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接口并将接口分配至安全区段。

概述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在设备上使用一对一静态 NAT 配置 IPv4 节点来与 IPv6 节点进行通信。
对于访问 IPv6 服务器的 IPv4 主机、仅支持 IPv6 及需要连接至 IPv6 的新服务器，以及当大
多数机器已完成 IPv6 迁移时将旧主机迁移至新服务器，IPv4 节点与 IPv6 节点的通信非常有
用。 例如，可以使用此功能将仅 IPv4 节点连接至仅 IPv6 打印机。 对于从 IPv6 网络发起的
信息流，此映射还可用于 DNS ALG 从 IPv6 地址反向查找 IPv4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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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25/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3ffe::25/128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6_prefix address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to interface ge-0/0/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10.10.10.1/3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22f::25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rule ipv6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6_prefix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的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定义规则和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25/32

3.

定义静态 NAT 前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3ffe::25/128

4.

使用 IPv6 前缀地址配置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nat source pool myipv6_prefix address 27a6::/96

5.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6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6_rs from interface ge-0/0/2

6.

配置源 NAT 源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10.10.10.1/30

7.

配置源 NAT 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22f::25

8.

86

在规则中定义配置的源 NAT IPv6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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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6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6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6_prefix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netscreen@srx220-tp#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myipv6_prefix {
address {
27a6::/96;
}
}
rule-set myipv6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6_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0.10.1/30;
destination-address 322f::25/128;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6_prefix;
}
}
}
}
}
}
static {
rule-set test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0.1.1.25/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3ffe::25/128;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第88页)

•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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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对接口、目标地址和前缀配置静态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命令。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命令。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来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要求 (第88页)

•

概述 (第88页)

•

配置 (第88页)

•

验证 (第90页)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接口并将接口分配至安全区段。

概述
以下示例介绍 IPv6 节点与在设备上定义了基于前缀的静态 NAT 的 IPv4 节点的通信。 静态 NAT
假定 IPv4 网络是特殊的 IPv6 网络（即，IPv4 映射的 IPv6 网络），并将整个 IPv4 网络隐藏
在 IPv6 前缀后面。
当网络中使用 IPv6 且必须连接至 IPv4 网络时，或者当网络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且在迁
移过程中需要机制来对两个网络进行互连时，IPv6 节点与 IPv4 节点的通信非常有用。 这还能
提供从 IPv6 节点发起的会话与 NAT/PT 设备另一侧的 IPv4 节点之间的连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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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ine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to 1.1.1.5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to interface ge-0/0/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15/3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ffe::/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来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的静态 NAT。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使用设备上定义的静态 NAT 转换的前缀定义规则和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96

3.

定义静态 NAT 作为 inet 来转换到 IPv4 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inet

4.

配置 IPv4 源 NAT 池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to 1.1.1.5

5.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2

6.

配置 IPv4 源 NAT 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15/30

7.

使用设备上定义的源 NAT 的前缀定义源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ffe::/96

8.

在规则中定义配置的源 NAT IPv4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set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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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ool myipv4 {
address {
1.1.1.2/32 to 1.1.1.5/32;
}
}
rule-set myipv4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4_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2ffe::/96;
destination-address 10.1.1.15/30;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4;
}
}
}
}
}
}
static {
rule-set test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27a6::/96;
}
then {
static-nat inet;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第90页)

•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第91页)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90

用途

验证是否已对接口、目标地址和前缀配置静态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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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命令。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91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要求 (第91页)

•

概述 (第91页)

•

配置 (第91页)

•

验证 (第93页)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接口并将接口分配至安全区段。

概述
以下示例介绍在设备上定义了一对一静态 NAT 地址后，IPv6 节点与 IPv4 节点的通信。 在双方
设备均没有双栈且必须依赖 NAT/PT 设备来通信时，IPv6 节点与 IPv4 节点的通信允许 IPv6 主
机访问 IPv4 服务器。 这使得一些 IPv4 传统服务器应用程序甚至在迁移至 IPv6 后仍可工作。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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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static rule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nat static rule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nat static rule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na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to 1.1.1.3
nat source rule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nat source rule myipv4_rs to interface ge-0/0/2
nat source rule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nat source rule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nat source rule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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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的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定义匹配目标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3.

按规则定义静态 NAT 前缀。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user@host# set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4.

使用 IPv4 地址配置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1.1.1.3

5.

配置接口的 IPv4 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
user@host# set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6.

将源地址配置为 IPv4 源 NAT 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7.

将目标地址配置为 IPv4 源 NAT 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8.

在规则中定义配置的源 NAT IPv4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user@host# set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myipv4 {
address {
1.1.1.2/32 to 1.1.1.3/32;
}
}
rule-set myipv4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4_rule {
mat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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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address 27a6::/96;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32;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4;
}
}
}
}
}
}
static {
rule-set test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第93页)

•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第93页)

验证是否已配置静态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对接口、目标地址和前缀配置静态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命令。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用途

验证是否已配置源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命令。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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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8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6 发起到 IPv4 节点的连接

•

第85页上的示例：使用静态目标地址一对一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第82页上的示例：使用缺省目标地址前缀静态映射配置由 IPv4 发起到 IPv6 节点的连接

•

用于路由、NAT 和 NAT-PT 的 IPv6 DNS ALG (第94页)

•

用于路由的 IPv6 FTP ALG (第95页)

•

TFTP ALG 支持 IPv6 (第96页)

•

了解针对 ICMP 的 IPV6 ALG 支持 (第96页)

IPv6 ALG

用于路由、NAT 和 NAT-PT 的 IPv6 DNS ALG
域名系统 (DNS) 是 ALG 的一部分，用于处理 DNS 信息流，监控 DNS 查询和回复数据包，以及
当 DNS 标志指示数据包为回复消息时关闭会话。
对于 IPv4，DNS ALG 模块一直发挥着预期的作用。 在 Junos OS 10.4 版中，此功能实施了对
DNS ALG 路由、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网络地址转换-协议转换 (NAT-PT) 的 IPv6 支持。
当 DNS ALG 从 DNS 客户端收到 DNS 查询时，会对 DNS 数据包进行安全检查。 当 DNS ALG 从
DNS 服务器收到 DNS 回复时，会进行类似的安全检查，然后关闭该 DNS 信息流的会话。

NAT 模式下的 IPv6 DNS ALG 信息流
IPv6 NAT 可提供采用 IPv4 和 IPv6 编址的网络设备之间的地址转换。 还提供 IPv6 主机之间
的地址转换。 IPv6 主机之间 NAT 的处理方式和目的与 IPv4 NAT 类似。
当 DNS 信息流在 NAT 模式下运行时，如果 DNS 客户端位于专用网络中，DNS ALG 会将 DNS 回
复中的公用地址转换至专用地址；类似地，如果 DNS 客户端位于公用网络中，则会将专用地址转
换为公用地址。
在 Junos OS 10.4 版中，IPv6 NAT 支持：
•

源 NAT 转换

•

目标 NAT 映射

•

静态 NAT 映射

注意: IPv6 DNS ALG NAT 仅支持静态 NAT 映射。

NAT-PT 模式下的 IPv6 DNS ALG 信息流
IPv6 NAT-PT 可提供 IPv4 和 IPv6 编址的网络设备之间的地址分配和协议转换。 转换过程基于
无状态 IP/ICMP 转换 (SIIT) 方法；但是，每次通信的状态和上下文在会话生存期中都会保留。
IPv6 NAT-PT 支持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传输控制协议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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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NAT-PT 支持以下类型的 NAT-PT：
•

传统 NAT-PT

•

双向 NAT-PT

基于 DNS 的机制将 IPv6 地址动态映射至仅 IPv4 服务器。 NAT-PT 使用 DNS ALG 透明地执行
转换。
例如，使用内部 IPv6 网络的公司需要能够与没有 IPv6 地址的外部 IPv4 服务器进行通信。
要支持动态地址绑定，应将 DNS 用于域名解析。 IPv4 主机在其本地配置的 IPv4 DNS 服务器中
查找 IPv6 节点的名称，该服务器然后将查询通过使用 NAT-PT 的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传递
至 IPv6 DNS 服务器。
当 DNS 信息流在 NAT-PT 模式下运行时，如果 DNS 客户端位于 IPv6 网络中，而服务器位于
IPv4 网络中（反之亦然），则 DNS ALG 会将 DNS 回复数据包中的 IP 地址在 IPv4 和 IPv6 地
址之间进行转换。

注意: 在 NAT-PT 模式下，DNS ALG 中仅支持 IPV4 到 IPV6 地址转换。 要在 DNS
ALG 中支持 NAT-PT 模式，NAT 模块应支持 NAT-PT。

当 DNS ALG 从 DNS 客户端收到 DNS 查询时，DNS ALG 会对 DNS 数据包执行以下安全和运行状
况检查：
•

强制执行最大 DNS 消息长度（缺省为 512 字节，最大长度为 8 KB）

•

强制执行 255 字节的域名长度和 63 字节的标签长度

•

如果 DNS 消息中遇到压缩指针，验证指针所指域名的完整性

•

检查以了解是否存在压缩指针循环

当 DNS ALG 从 DNS 服务器收到 DNS 回复时，将进行类似的运行状况检查，之后此 DNS 信息流
的会话关闭。

用于路由的 IPv6 FTP ALG
文件传输协议 (FTP) 是 ALG 处理 FTP 信息流的部分。 FTP 中的 PORT/PASV 请求和相应的
200/227 响应用于通告主机为 FTP 数据连接所侦听的 TCP 端口。
EPRT/EPSV/229 命令用于这些请求和响应。 FTP ALG 现已支持 EPRT/EPSV/229，但仅限于 IPv4
地址。
在 Junos OS 10.4 版中，EPRT/EPSV/229 命令已更新，可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
FTP ALG 使用预分配的 objcache 来存储其会话 cookie。 当 FTP ALG 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时，会话 cookie 结构将增大 256 位（32 字节）来存储 IPv6 地址。

针对 IPv6 的 FTP ALG 支持
FTP ALG 监控 FTP 控制通道中命令和响应的语法正确性，并打开相应的针孔，以允许建立数据通
道连接。 在 Junos OS 10.4 版中，FTP ALG 支持 IPv4 路由、IPv6 路由及仅 NAT 模式。 在
Junos OS 11.2 及更高版本中，FTP ALG 还支持 IPv6 NAT 和 NAT-P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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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T 模式
EPRT 命令允许指定扩展地址用于数据连接。 扩展地址必须包含网络协议及网络和传输地址。
EPRT 的格式为：
EPRT<space><d><net-prt><d><net-addr><d><tcp-port><d>
•

<net-prt>：由 IANA 定义的地址族编号

•

<net-addr>：网络地址特定于协议的字符串

•

<tcp-port>：TCP 端口号

以下是 IPv6 的 EPRT 命令示例：
EPRT |2|1080::8:800:200C:417A|5282|
在此模式下，FTP ALG 仅关注 EPRT 命令；它从 EPRT 命令提取 IPv6 地址和端口，然后打开针
孔。

EPSV 模式
EPSV 命令要求服务器侦听数据端口并等待连接。 此命令的响应仅包括侦听连接的 TCP 端口号。
以下是响应字符串的示例：
Entering Extended Passive Mode (|||6446|)

注意: 使用扩展地址进入被动模式的响应代码必须是 229。 应提取 229 负荷中的 TCP
端口，然后用于打开针孔。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TFTP ALG 支持 IPv6
已增强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FTP) 应用层网关 (ALG) 来支持 IPv6 路由。 TFTP ALG 处理发起路
由请求并创建针孔的数据包，以允许数据包反方向返回到发送请求的端口。
系统通过第一个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数据包设置数据会话。 TFTP ALG 监控第一个数据包，并打
开从服务器上任何端口到客户端的针孔。 此过程可帮助来自服务器的返回数据包及后续数据包通
过。
相关主题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了解针对 ICMP 的 IPV6 ALG 支持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应用层网关 (ALG) 是处理 ICMP 信息流的 ALG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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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节点使用 ICMPv6 协议报告数据包处理中遇到的错误，并执行其他互联网层的功能，例如诊
断。 ICMPv6 是 IPv6 的组成部分，必须在每个 IPv6 节点上完全实施；这样 ALG 层就始终为
ICMPv6 启用。

ICMP 错误消息
ICMPv6 消息分为两类：
•

•

ICMPv6 错误消息
•

目标无法到达

•

数据包太大

•

超时

•

参数问题

ICMPv6 信息（或 ping）消息
•

回应请求

•

回应回复

ICMP ALG 监控所有这些消息，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

关闭会话

•

修改负载

如果达到以下条件，ICMP ALG 将关闭会话：
•

收到回应回复消息。

•

收到目标无法到达错误消息但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注意: ICMP ALG 检查会话是否从目标节点收到任何回复。 如果收到任何回复，则
目标应可到达，ICMP 错误消息不可信，因此不会关闭会话。 这是为了避免黑客探
查 TCP/UDP 数据包并伪造 ICMP 目标无法到达数据包来终止相关会话。

ICMP ALG 功能
ICMP ALG 在不同模式下行为不同。
ICMP ALG 在 NAT 模式下的功能：
1. 关闭会话。
2. 修改回应请求的标识符和/或序列号。
3. 恢复回应回复的原始标识符和序列号。
4. NAT 转换 ICMPv6 错误消息的嵌入式 IPv6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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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 ALG 在 NAT-PT 支持模式下的功能：
1. 关闭会话。
2. 将 ICMPv4 ping 消息转换为 ICMPv6 ping 消息。
3. 将 ICMPv6 ping 消息转换为 ICMPv4 ping 消息。
4. 将 ICMPv4 错误消息转换为 ICMPv6 错误消息，并将其嵌入式 IPv4 数据包转换为 IPv6 数据

包。
5. 将 ICMPv6 错误消息转换为 ICMPv4 错误消息，并将其内嵌式 IPv6 数据包转换为 IPv4 数据

包。
相关主题

98

•

第70页上的了解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如何处理 IPv6 流的数据包分片

•

第56页上的了解 IP 版本 6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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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第99页)

•

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第100页)

•

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第101页)

•

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第103页)

•

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第112页)

•

了解服务卸载解决方案 (第120页)

•

服务卸载许可证概述 (第122页)

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运行 Junos OS 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可以对进出该设备的数据包进行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基于数据包或无状态的数据包处理会以离散的方式处理数据包。 系统将对每个数据包单独进行处
理评估。 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转发将逐个数据包执行，而不考虑流或状态信息。 系统将对每个
数据包单独进行处理评估。
第99页上的图8 显示了基于数据包的转发的信息流。

图8: 基于数据包的转发的信息流

当数据包进入设备时，系统将对其应用分类程序、过滤器和策略。 接下来，通过路由查找确定数
据包的出口接口。 找到数据包的出口接口后，将应用过滤器，然后将数据包发送至出口接口，进
行排队和传输计划。
基于数据包的转发不要求任何属于给定连接的之前或后续数据包的相关信息，并且任何允许或拒
绝信息流的决定都特定于数据包。 此架构的优势在于能大规模扩展，原因是转发数据包时无需跟
踪单个流或状态。
相关主题

•

第100页上的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

第101页上的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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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3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

第112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

Junos OS System Log Messages Reference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借助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可在系统上同时使用基于流的服务和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可以使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也称为访问控制列表 (ACL)）来引导需要基于数据包的无状态转
发的信息流，以避免状态式基于流的转发。 未经如此引导的信息流将遵循缺省基于流的转发路
径。 对于明确希望避开流会话扩展限制的信息流，绕过基于流的转发会非常有用。
缺省情况下，运行 Junos OS 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使用基于流的转发。 借助选择性无状态
基于数据包的服务，可配置设备根据输入过滤器的条件仅对选定信息流提供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对其他信息流进行基于流的转发处理。 对于要避开会话扩展限制及会话创建和维护成本的部署，
绕过基于流的转发会非常有用。
配置设备进行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处理后，系统会根据一定条件区别对待进入系统的数据
包：
•

如果数据包满足输入过滤器条件中指定的匹配条件，系统将会对其标记数据包模式，并应用所
有配置的数据包模式功能。 不会应用基于流的安全功能。 系统会绕过这些功能。

•

如果系统未对数据包标记数据包模式，将对其进行正常处理。 除 MPLS 外的所有服务均可应用
至此信息流。

第100页上的图9 显示了应用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的信息流绕过基于流的处理。

图9: 应用了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的信息流

数据包进入接口后，系统将对其应用接口上配置的输入数据包过滤器。
•

100

如果数据包匹配防火墙过滤器中指定的条件，则系统会对该数据包设置 packet-mode 操作修饰
符。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会更新数据包密钥缓冲区中的一个位字段 — 此位字段用于确定
是否需要绕过基于流的转发。 这样操作的结果是，带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的数据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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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基于流的转发。 通过路由查找确定数据包的出口接口。 找到数据包的出口接口后，将应
用过滤器，然后将数据包发送至出口接口，进行排队和传输计划。
•

如果数据包不匹配过滤器条件中指定的条件，系统将参照过滤器中配置的其他条件对其进行评
估。 如果评估完所有条件后，数据包不匹配过滤器中的任何条件，则系统会以“无提示”的方
式将其丢弃。 为避免数据包被丢弃，可以在过滤器中配置一个条件，指定接受所有数据包的操
作。

可以通过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获得一组定义的无状态服务：
•

IPv4 和 IPv6 路由（单播和组播协议）

•

服务级别 (CoS)

•

链路分段和交织 (LFI)

•

通用路由封装 (GRE)

•

第 2 层交换

•

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

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

•

压缩实时传输协议 (CRTP)

尽管要求 MPLS 服务的信息流必须在数据包模式下处理，但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同时向此信
息流应用只能在流模式下提供的某些服务，例如状态式检查、NAT 和 IPsec 等。 要引导系统同
时在流模式和数据包模式下处理信息流，必须配置通过通道接口连接起来的多个路由实例。 其中
一个实例必须配置为在流模式下处理数据包，另一个则必须配置为在数据包模式下处理数据包。
当使用通道接口连接路由实例时，这些路由实例之间的信息流将再次注入转发路径，然后通过不
同的转发方法进行处理。
相关主题

•

第99页上的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

第101页上的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

第103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

第112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

Junos OS System Log Messages Reference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可使用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也称为访问控制列表 (ACL)）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通过在防火墙过滤器中指定匹配条件来对进行基于数据包转发的信息流分类，并配置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来指定操作。 定义好匹配条件和操作后，系统将向相关实例应用防火墙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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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防火墙过滤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定义地址族—首先定义防火墙过滤器匹配的数据包地址族。 要定义族名称，请指定 inet 来

过滤 IPv4 数据包。 指定 mpls 来过滤 MPLS 数据包。 指定 ccc 来过滤第 2 层交换交叉连
接。
2. 定义条件—定义一个或多个条件，以指定过滤标准及发生匹配后要执行的操作。 每个条件包

含两个组件—匹配条件和操作。
•

匹配条件—指定数据包必须匹配某些特征后才能执行相关操作。 可以定义各种匹配条件，
例如 IP 源地址字段、IP 目标地址字段和 IP 协议字段等。

•

操作—指定数据包满足匹配条件后，应进行的操作。 可能的操作包括接受、丢弃或拒绝数
据包；转至下一条件；或不执行任何操作。
可以只在条件中指定一个 action 语句（或忽略它），也可以对其指定操作修饰符的任何组
合。 操作修饰符包括缺省的 accept 选项。 例如，如果指定操作修饰符但不指定操作，系
统将实施指定的操作修饰符并接受该数据包。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指定信息流绕过基于流的处理。 与其他操作修饰符类似，可以将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与其他操作（例如 accept 或 count）配置在一起。

3. 向接口应用防火墙过滤器—向接口应用防火墙过滤器，让防火墙过滤器生效。

数据包进入接口后，系统将对其应用接口上配置的输入数据包过滤器。 如果数据包匹配指定条件
且配置了 packet-mode 操作，数据包将完全绕过基于流的转发。
配置过滤器时，请注意防火墙过滤器中条件的顺序。 系统将按配置中所列条件的顺序对数据包进
行测试。 当找到首个匹配条件后，将向数据包应用与该条件关联的操作，且防火墙过滤器的评估
将结束，除非包括了 next term 操作修饰符。 如果包括了 next term 操作，则匹配的数据包将
针对防火墙过滤器中的下一条件进行评估；否则，系统不会就防火墙过滤器中的后续条件对该数
据包进行评估。
针对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防火墙过滤器时：
•

准确识别需要绕过流以避免不必要丢包的信息流。

•

确保向参与基于数据包的流路径的所有接口应用防火墙过滤器及数据包模式操作。

•

确保将主机绑定 TCP 信息流配置为使用基于流的转发—为包含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的防火
墙过滤器条件指定匹配条件时，排除此类信息流。 任何配置为绕过流的主机绑定 TCP 信息流
将被丢弃。 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不支持异步流模式处理。

•

使用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配置输入数据包过滤器（非输出）。

注意: 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不支持嵌套防火墙过滤器（在另一过滤器中配
置过滤器）。

以下是可以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的一些典型部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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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 LAN 和 WAN 接口之间的信息流，例如对于内联网信息流，端到端转发是基于数据包的

•

专用 LAN 和安全程度不够的 WAN 接口之间的信息流，信息流对安全和不够安全的信息流分别
使用基于数据包的转发和基于流的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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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专用 LAN 和 WAN 接口之间的信息流，当专用 WAN 链路断开时，将故障切换至基于流的 IPsec
WAN

•

从基于流的 LAN 到基于数据包的 MPLS WAN 的信息流

•

第99页上的了解基于数据包的处理

•

第100页上的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

第103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

第112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

Junos OS System Log Messages Reference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

要求 (第103页)

•

概述 (第103页)

•

配置 (第104页)

•

验证 (第10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如何配置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 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建立基本连接。 请参阅设备的《入门指南》。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每个设备上的接口配置 IP 地址。 对于 R0，为 10.1.1.2/24；对于 R1，为
10.1.1.1/24、10.2.1.1/24 和 1.1.1.1/30；对于 R2，为 1.1.1.2/30；对于 R3，为
10.2.1.2/24。 按以下方式为设备创建静态路由并关联下一跳跃地址：R0 为 10.1.1.1，R1 为
1.1.1.2，R2 为 1.1.1.1，R3 为 10.2.1.1。
然后在设备 R1 上配置称为“untrust”的区段，并将其分配至接口 ge-0/0/3。 还要创建称为
“trust”的区段，并将其分配至接口 ge-0/0/1 和 ge-0/0/2。 配置“trust”和“untrust”区
段，以允许所有支持的应用程序服务作为入站服务。 允许来自任何源地址、目标地址和应用程序
的信息流在这些区段之间传输。
然后创建防火墙过滤器 bypass-flow-filter 并定义条件 bypass-flow-term-1 和
bypass-flow-term-2，用以匹配内部接口 ge-0/0/1 和 ge-0/0/2 之间的信息流，并包含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 定义条件 accept-rest 以接受其余所有信息流。 最后，将防火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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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 bypass-flow-filter 应用至内部接口 ge-0/0/1 和 ge-0/0/2（非外部接口）。 这样做的
结果是，所有内部信息流绕过基于流的转发，而进出互联网的信息流不会绕过基于流的转发。
第104页上的图10 显示了此示例中使用的网络拓扑。

图10: 使用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的内联网信息流

贵公司的分支机构通过专用 WAN 互相联系。 对于此类内部信息流，因为安全不成问题，所以数
据包转发是必需的。 因此，对于此类信息流，您决定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来绕过
基于流的转发。 进出互联网的其余信息流则使用基于流的转发。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device R0}
[edi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1.1.1
{device R1}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1/24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et”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30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1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traffic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coming-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coming-traffic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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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razone-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razone-traffic then permi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from
source-address 10.1.1.0/24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from
destination-address 10.2.1.0/24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then packet-mode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from
source-address 10.2.1.0/24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from
destination-address 10.1.1.0/24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then packet-mode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accept-rest then accep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filter input
bypass-flow-filter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filter input
bypass-flow-filter
{device R2}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et”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device R3}
[edi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2/24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2.1.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设备 R0、R1、R2 和 R3 上的接口配置 IP 地址。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et”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30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et”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device R3}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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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设备 R0、R1、R2 和 R3 创建静态路由并关联适当的下一跳跃地址。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1.1.1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2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device R3}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2.1.1

3.

配置安全区段并分配接口。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1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4.

为各区段配置应用程序服务。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5.

配置安全策略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traffic then perm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coming-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coming-traffic then perm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razone-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razone-traffic then permit

6.

为所有基于数据包的转发信息流创建防火墙过滤器并定义条件。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from source-address 10.1.1.0/24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from destination-address 1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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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then packet-mode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from source-address 10.2.1.0/24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from destination-address 10.1.1.0/24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then packet-mode
7.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1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2

对其余信息流指定另一条件。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accept-rest then
accept

8.

将防火墙过滤器应用至相关接口。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filter input
user@host# set
filter input

结果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1”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interfaces description “Internal 2”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 和 show firewall 命令，确认配
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 {
description “Internal 1”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2/24
}
}
}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0.1.1.1;
}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3 {
description “Internet”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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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
{device R3}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2 {
description “Internal 2”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2.1.2/24;
}
}
}
{device R3}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0.2.1.1;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 {
description “internal 1”
unit 0 {
family inet {
filter {
input bypass-flow-filter;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2 {
description “Internal 2”
unit 0 {
family inet {
filter {
input bypass-flow-filter;
}
address 10.2.1.1/24;
}
}
}
ge-0/0/3 {
description “Internet”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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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2;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firewall
family inet {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
term bypass-flow-term-1 {
from {
source-address {
10.1.1.0/24;
}
destination-address {
10.2.1.0/24;
}
}
then packet-mode;
}
term bypass-flow-term-2 {
from {
source-address {
10.2.1.0/24;
}
destination-address {
10.1.1.0/24;
}
}
then packet-mode;
}
term accept-rest {
then accept;
}
}
}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工作正常。
•

验证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配置 (第109页)

•

验证内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第110页)

•

验证互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第110页)

验证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已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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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firewall 命令。
验证输出是否显示预期的防火墙过滤器、接口和策略配置。
验证所列的条件顺序是否与希望数据包接受测试的顺序一致。 可以使用 insert 命令在防火墙过
滤器内移动条件。

验证内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用途

验证当信息流传输至内联网中的接口时是否建立会话。

操作

要验证是否已建立会话，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在设备 R1 上，输入操作模式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安全流

会话。
2. 在设备 R0 上，输入操作模式 ping 命令，将信息流传输至设备 R3。
3. 在设备 R1 上，当信息流从设备 R0 通过 R1 传输至 R3 时，输入操作模式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注意: 要验证建立的会话，请确保在 ping 收发数据包时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device R0}
user@host> ping 10.2.1.2
PING 10.2.1.2
64 bytes from
64 bytes from
64 bytes from
64 bytes from
64 bytes from
64 bytes from
...

(10.2.1.2): 56 data bytes
10.2.1.2: icmp_seq=0 ttl=63
10.2.1.2: icmp_seq=1 ttl=63
10.2.1.2: icmp_seq=2 ttl=63
10.2.1.2: icmp_seq=3 ttl=63
10.2.1.2: icmp_seq=4 ttl=63
10.2.1.2: icmp_seq=5 ttl=63

time=2.208
time=2.568
time=2.573
time=2.310
time=1.566
time=1.569

ms
ms
ms
ms
ms
ms

{device R1}
user@host>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0 sessions displayed

输出中显示从 R0 传输至 R3 的信息流，但没有建立会话。 在此示例中，针对贵公司的内联网信
息流，您对接口 Internal 1 和 Internal 2 应用 bypass-flow-filter 及 packet-mode 操作修饰
符。 相关输出验证了两个接口间的信息流正确绕过了基于流的转发，因此未建立会话。

验证互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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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当信息流传输至互联网时是否建立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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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要验证到互联网的信息流是否使用基于流的转发并建立了会话，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在设备 R1 上，输入操作模式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安全流

会话。
2. 在设别 R0 上，输入操作模式 ping 命令，将信息流传输至设备 R2。
3. 在设备 R1 上，当信息流从 R0 通过 R1 传输至 R2 后，输入操作模式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注意: 要验证建立的会话，请确保在 ping 收发数据包时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device R0}
user@host> ping 1.1.1.2
PING 1.1.1.2 (1.1.1.2):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0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1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2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3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4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5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6 ttl=63
64 bytes from 1.1.1.2: icmp_seq=7 ttl=63
...

time=2.326
time=2.569
time=2.565
time=2.563
time=2.306
time=2.560
time=4.130
time=2.316

ms
ms
ms
ms
ms
ms
ms
ms

{device R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ession ID: 50522, Policy name: Internet-traffic/4, Timeout: 2
In: 10.1.1.2/12 --> 1.1.1.2/2827;icmp, If: ge-0/0/1.0
Out: 1.1.1.2/2827 --> 10.1.1.2/12;icmp, If: ge-0/0/3.0
Session ID: 50523, Policy name: Internet-traffic/4, Timeout: 2
In: 10.1.1.2/13 --> 1.1.1.2/2827;icmp, If: ge-0/0/1.0
Out: 1.1.1.2/2827 --> 10.1.1.2/13;icmp, If: ge-0/0/3.0
2 sessions displayed

输出中显示从设备 R0 传输至 R1 的信息流及建立的会话。 在此示例中，针对贵公司的互联网信
息流，您未对接口 Internet 应用 bypass-flow-filter 和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 相关输出
验证了到互联网的信息流正确使用了基于流的转发，并建立会话。
将信息流从设备 R3 传输至 R2，并使用本节中的命令验证是否已建立会话。

相关主题

•

第100页上的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

第101页上的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

第112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mmand Reference

•

Junos OS Interfaces Comm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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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

要求 (第112页)

•

概述 (第112页)

•

配置 (第113页)

•

验证 (第11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如何配置无状态防火墙过滤器。 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建立基本连接。 请参阅设备的《入门指南》。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每个设备上的接口配置 IP 地址。 对于设备 R0，为 9.9.9.9/24；对于 R1，
为 9.9.9.10/24 和 5.5.5.5/24；对于 R2，为 5.5.5.9/24。 在设备 R1 上，在路由实例之间设
置内部服务接口 lt-0/0/0，并配置两台虚拟设备之间的对等关系。 然后创建称为“HOST”的安
全区段，将所有接口分配至该区段，并将其配置为允许所有支持的应用程序和协议。
接下来，配置策略并指定允许所有数据包。 配置虚拟设备路由实例 Internet-VR 并分配接口进
行基于流的转发。 在设备 R0、R1 和 R2 上启用 OSPF。 在设备 R2 上，配置过滤器
bypass-flow-filter 及包含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的条件 bypass-flow-term。 因为尚未指
定任何匹配条件，所以此过滤器适用于遍历应用该过滤器的各接口的所有信息流。
最后，在设备 R1 上，向内部接口 ge-0/0/2.0 和 lt-0/0/0.0 应用防火墙过滤器。 不向与
Internet-VR 路由实例关联的接口应用该过滤器。 这样做的结果是，遍历与主路由实例关联的
LAN 接口的所有信息流使用基于数据包的转发，而遍历 Internet-VR 路由实例的所有信息流则使
用基于流的转发。
第113页上的图11 显示了此示例中使用的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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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面向专用 LAN 的接口不需要任何安全服务，而面向 WAN 的接口则需要。 在此示例中，您决定通
过配置两个路由实例，一个处理基于数据包的转发，另一个处理基于流的转发，来为安全和不够
安全的信息流同时配置基于数据包和基于流的转发。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device R0}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Master VR”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9.9.9.9/24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2.0
{device R1}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R0”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9.9.9.10/24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R2”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5.5.5/24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0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16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1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16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ny-servic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interfaces all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lt-0/0/0.1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ge-0/0/3.0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2.0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lt-0/0/0.0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lt-0/0/0.1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3.0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 then accep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 then packet-mode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device R2}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Internet-VR”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5.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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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3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Master VR"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9.9.9.9/24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R0"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9.9.9.10/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R2"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5.5.5/24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description "Connect to Internet-VR"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5.5.9/24

2.

在路由实例之间设置内部服务接口。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0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16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1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16

3.

配置安全区段。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ny-service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HOST interfaces all

4.

配置策略。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5.

配置虚拟设备路由实例。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lt-0/0/0.1
user@host#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ge-0/0/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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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2.0
{device R1 for Master-VR}
[edit]
user@host#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2.0
user@host#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lt-0/0/0.0
{device R1 for Internet-VR}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lt-0/0/0.1
user@host# set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3.0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et protocols ospf area 0.0.0.0 interface ge-0/0/3
7.

创建防火墙过滤器并为基于数据包的转发信息流定义条件。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
then accept
user@host# set firewall family inet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term bypass-flow-term
then packet-mode

8.

将防火墙过滤器应用至相关接口。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lt-0/0/0 unit 0 family inet bypass-flow-filter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protocols、show security、show routing-instances、
和 show firewall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2 {
description "Connect to Master-VR"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9.9.9.9/24
}
}
}
{device R0}
[edit]
user@host# show protocols
ospf {
area 0.0.0.0/0 {
interface ge-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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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3 {
description "Connect to Internet-VR"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5.5.5.9/24;
}
}
}
{device R2}
[edit]
user@host# show protocols
ospf {
area 0.0.0.0/0 {
interface ge-0/0/3.0;
}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2 {
description "Connect to R0"
unit 0 {
family inet {
filter {
input bypass-flow-filter;
}
address 9.9.9.10/24;
}
}
}
lt-0/0/0 {
unit 0 {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1;
family inet {
filter {
input bypass-flow-filter
}
address 1.1.1.1/16;
}
}
unit 1{
encapsulation frame-relay;
dlci 100;
peer-unit 0;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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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protocols
ospf {
area 0.0.0.0/0 {
interface ge-0/0/2.0;
interface lt-0/0/0.0;
}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firewall
filter bypass-flow-filter {
term bypass-flow-term {
then {
packet-mode;
accept;
}
}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instances
Internet-VR {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lt-0/0/0.1;
interface ge-0/0/3.0;
protocols {
ospf {
area 0.0.0.0 {
interface ge-0/0/3.0;
lt-0/0/0.1;
}
}
}
}
{device R1}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
security-zone HO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ny-service;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a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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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es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工作正常。
•

验证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配置 (第118页)

•

验证 LAN 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第118页)

•

验证互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第119页)

验证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配置
用途

验证已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基于数据包到基于流的转发。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protocols、show security、show routing-instances、
和 show firewall 命令。
验证输出是否显示预期的防火墙过滤器、路由实例、接口和策略配置。
验证所列的条件顺序是否与希望数据包接受测试的顺序一致。 可以使用 insert 命令在防火墙过
滤器内移动条件。

验证 LAN 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用途

验证当信息流在 LAN 中的接口上传输时是否建立会话。

操作

要验证是否已建立会话，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在设备 R1 上，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安

全流会话。
2. 在设别 R0 上，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ping 命令，将信息流传输至设备 Master-VR。
3. 在设备 R1 上，当信息流从设备 R0 通过 R1 传输时，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注意: 要验证建立的会话，请确保在 ping 命令收发数据包时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device R0}
user@host> ping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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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1.1.1.1 (1.1.1.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0 ttl=63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1 ttl=63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2 ttl=63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3 ttl=63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4 ttl=63
64 bytes from 1.1.1.1: icmp_seq=5 ttl=63
...

time=2.208
time=2.568
time=2.573
time=2.310
time=1.566
time=1.569

ms
ms
ms
ms
ms
ms

{device R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0 sessions displayed

输出会显示从 R0 传输至 Master-VR 的信息流，但没有建立会话。 在此示例中，对于贵公司的
LAN 信息流，您对接口 ge-0/0/0 和 lt-0/0/0.0 应用 bypass-flow-filter 和 packet-mode 操作
修饰符。 相关输出验证了两个接口间的信息流正确绕过了基于流的转发，因此未建立会话。

验证互联网信息流会话的建立情况
用途

验证当信息流传输至互联网时是否建立会话。

操作

要验证到互联网的信息流是否使用基于流的转发并建立了会话，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在设备 R1 上，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lear security flow session all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安

全流会话。
2. 在设别 R0 上，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ping 命令，将信息流传输至设备 R2。
3. 在设备 R1 上，当信息流从设备 R0 通过 R1 传输至 R2 时，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注意: 要验证建立的会话，请确保在 ping 收发数据包时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device R0}
user@host> ping 5.5.5.9
PING 5.5.5.9 (5.5.5.9): 56 data bytes
64
64
64
64
64
64

bytes
bytes
bytes
bytes
bytes
bytes

from
from
from
from
from
from

5.5.5.9:
5.5.5.9:
5.5.5.9:
5.5.5.9:
5.5.5.9:
5.5.5.9:

icmp_seq=0
icmp_seq=1
icmp_seq=2
icmp_seq=3
icmp_seq=4
icmp_seq=5

ttl=62
ttl=62
ttl=62
ttl=62
ttl=62
ttl=62

time=2.593
time=2.562
time=2.563
time=2.561
time=2.310
time=3.880

ms
ms
ms
ms
ms
ms

...

{device R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ession ID: 189900, Policy name: default-policy/2, Timeout: 2
In: 9.9.9.9/0 --> 5.5.5.9/5924;icmp, If: lt-0/0/0.1
Out: 5.5.5.9/5924 --> 9.9.9.9/0;icmp, If: ge-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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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D: 189901, Policy name: default-policy/2, Timeout: 2
In: 9.9.9.9/1 --> 5.5.5.9/5924;icmp, If: lt-0/0/0.1
Out: 5.5.5.9/5924 --> 9.9.9.9/1;icmp, If: ge-0/0/3.0
Session ID: 189902, Policy name: default-policy/2, Timeout: 4
In: 9.9.9.9/2 --> 5.5.5.9/5924;icmp, If: lt-0/0/0.1
Out: 5.5.5.9/5924 --> 9.9.9.9/2;icmp, If: ge-0/0/3.0
3 sessions displayed

输出中显示从设备 R0 传输至 R2 的信息流及建立的会话。 在此示例中，针对贵公司的互联网信
息流，您未对路由实例 Internet-VR 应用 bypass-flow-filter 和 packet-mode 操作修饰符。 相
关输出验证了到互联网的信息流正确使用了基于流的转发，并建立会话。
请注意，信息流在 lt-0/0/0.1 和 ge-0/0/3 之间流动时才会建立会话，在 ge-0/0/2 和 lt-0/0/0.0
之间流动时则不会。

相关主题

•

第100页上的了解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

•

第101页上的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配置概述

•

第103页上的示例：配置选择性无状态基于数据包的服务，用于端到端基于数据包的转发

•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mmand Reference

•

Junos OS Interfaces Command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了解服务卸载解决方案
高端 SRX 系列设备的数据包处理等待时间比较长，原因是数据包的处理要通过服务处理单元 (SPU)
和几个缓冲阶段。
此功能引入本地转发解决方案，由 I/O 卡 (IOC) 上的网络处理器来处理快速路径数据包，无需
通过交换结构或 SPU。 此解决方案可减少数据包处理的等待时间。
不同情形下网络处理器的行为如下：

120

•

First-path flow—第一路径流程与当前的网络处理器流程一致。 当第一个数据包到达网络处
理器时，网络处理器解析 TCP 或 UDP 数据包以提取 5 元组密钥，然后在流表格中执行会话查
找。 网络处理器然后将第一个数据包转发至中心点。 中心点此时无法找到匹配项，因为这是
第一个数据包。 中心点和 SPU 创建会话并将其与用户配置的策略进行匹配，以确定该会话是
正常会话还是服务卸载会话。 如果用户已指定该会话进行服务卸载处理，SPU 将在网络处理器
的流表格中创建会话条目；否则，SPU 将在网络处理器中创建正常会话条目，不带服务卸载标
志。

•

Fast-path flow— 在网络处理器中创建会话条目后，会话的后续数据包将与会话条目表进行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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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服务卸载路径支持入口和出口端口均属于同一网络处理器的会话。

•

如果未设置服务卸载标志，则网络处理器会将数据包转发至会话条目表中指定的 SPU。 数据
包通过正常流程。

•

如果网络处理器找到服务卸载标志，将本地处理数据包，并将其按以下流程直接发送：
1. 网络处理器检查并减少数据包的 TTL。 如果 TTL 为 0，网络处理器将丢弃该数据包。

网络处理器还可以就丢弃的数据包通知 SPU，并更新字节计数器及会话条目中的数据包计
数器。
2. 网络处理器将数据包的序列号与之前的条目进行核对。 如果序列号超过允许的存储限制，

网络处理器将丢弃该数据包。 网络处理器还会更新会话条目中的序列号。 网络处理器的
最大存储限制为 64 KB。
在网络处理器中安装的会话不包含初始序列号。 因此，不会对匹配网络处理器流条目的
第一个数据包进行序列检查。
3. 网络处理器支持序列检查过程中的 TCP 窗口缩放。 当服务卸载会话创建后，SPU 会在会

话中指定比例因子。 网络处理器使用该比例因子将窗口扩展到超出其最大大小的尺寸。
4. 如果数据包是 FIN（完成数据）或 RST（重置连接）数据包，网络处理器会恢复数据包的

内容，并将数据包作为正常数据包发送至 SPU。
5. 如果会话表中的媒体访问控制 (MAC) 地址未更新，则网络处理器会更新数据包的第 2 层

包头。 接下来，网络处理器将第 2 层地址更新为会话表中的源 MAC 地址，并根据会话
表中存储的信息更新目标 MAC 地址。
6. 网络处理器还检查 L2 包头中是否已设置 VLAN 位，并调整数据包大小来更新 VLAN 信

息。 并从会话表中收集 VLAN ID 和以太网类型。
7. 如果数据包中设置了 NAT 标志，网络处理器将从会话表收集源端口和 IP 地址信息，然

后使用新 IP 地址和端口号覆盖数据包中的旧条目。
8. 网络处理器在入口处从会话提取 IFL 索引，并更新出口队列编号。
9. 网络处理器更新 IP 校验和及 TCP/UDP 校验和。
10. 网络处理器将数据包发出。
11. 网络处理器还会向 SPU 发送数据包的额外副本。 SPU 然后更新其会话统计信息。
12. 网络处理器本地更新用于计数因运行状况检查或其他原因被丢弃、带服务卸载会话标志的

数据包的计数器。 但是，网络处理器不会将已丢弃数据包的副本发送至 SPU。

注意: 网络处理器中会本地维护用于计数带服务卸载会话标志的已丢弃数据包
（未通过运行状况检查）的计数器。 不会向 SPU 发送已丢弃数据包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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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网络处理器上的快速转发功能支持单个扇出组播会话。 会话中的出口端口还
必须与入口端口关联同一网络处理器。 所有其他组播情况需要按正常会话进行处
理。

相关主题

•

NAT process—SPU 负责内部 IP 地址或端口与外部 IP 地址或端口之间的映射。 当会话的第
一个数据包到达时，SPU 会分配 IP 地址或端口映射，并将相关信息存储在网络处理器会话条
目中。 如果设置了 NAT 标志，网络处理器将执行实际的数据包修改。

•

Session age-out—要提高服务卸载会话的信息流吞吐量，每隔预定义的时间就会向 SPU 发送
数据包的副本，以减少 SPU 上的数据包处理需求。 为限制发送至 SPU 的数据包副本数，系统
为每个服务卸载会话实施了时间戳。 这使得网络处理器可以计算上一次会话匹配后所经过的时
间。 如果经历的时间大于预定义的时间，则网络处理器会向 SPU 发送数据包的副本，并更新
会话的时间戳。

•

Session termination and deletion— 如果收到带 FIN 或 RST 标志的 IP 数据包，网络处理
器会将其转发至 SPU。 然后 SPU 将相关会话删除。 即使在收到 FIN 或 RST 数据包后，网络
处理器也不会更改会话状态。 它会继续接收和处理传输会话过程中的任何数据包。

•

第122页上的服务卸载许可证概述

服务卸载许可证概述
安装服务卸载许可证后方可在设备上启用服务卸载解决方案。
Enabling and disabling services-offload— 安装服务卸载许可证密钥后，需要重新启动机箱
（其中网络处理器处于服务卸载模式）来安装服务卸载固件。 在后续的系统重新启动中，处于服
务卸载模式下的网络处理器将自动加载服务卸载固件映像。 禁用服务卸载时需要重新启动设备。
License key validation—机箱过程执行许可证密钥验证。 在 I/O 卡上激活服务卸载后，机箱
过程将检查机箱中服务卸载许可证的有效性。 如果服务卸载许可证有效且网络处理器上启用了服
务卸载，机箱过程将打开网络处理器中的服务卸载模式。
任何中心点模式许可证密钥操作的事件记录都遵从 Junos OS 许可证密钥基础结构规范。
可以按以下方式在网络处理器上启用服务卸载模式：
•

在机箱上安装服务卸载许可证。

•

在选定网络处理器上设置服务卸载模式。

•

重新启动包含服务卸载网络处理器的 I/O 卡，以在网络处理器上加载服务卸载固件映像。

•

配置策略来定义应采用快速路径的信息流。

注意: 对于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在 IOC PIC 上启用服务卸载。 对于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在网络处理器上启用服务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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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处理器上配置服务
卸载

要在网络处理器上配置服务卸载模式：

注意: 在初始化过程中，如果有网络处理器配置为执行服务卸载，则 FPC CPU 将向该
网络处理器加载特殊映像。

[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fpc 1 pic 0 services-offload
user@host# set chassis fpc 1 pic 1 services-offload
user@host# set chassis fpc 5 pic 0 services-offload

验证网络处理器上是否已
配置服务卸载模式

相关主题

show configuration chassis
fpc 1 {
pic 0 {
services-offload;
}
pic 1 {
services-offload;
}
}
fpc 5 {
pic 0 {
services-offload;
}
}

•

第120页上的了解服务卸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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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全区段和接口
•

安全区段和接口 (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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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全区段和接口
•

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第127页)

•

安全区段 (第128页)

•

主机入站信息流 (第131页)

•

协议 (第136页)

•

TCP-Reset 参数 (第139页)

•

DNS (第140页)

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接口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出入口，信息流通过接口进入和退出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许多接口
可以有完全相同的安全要求；但是，不同的接口对入站和出站数据包也可以有不同的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完全相同的接口可以一起分组到一个安全区段中。
一个安全区段是一个或多个网络段的集合，这些网络段需要遵守按策略入站和出站信息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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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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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个设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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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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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全策略的角度来看，信息流进入一个安全区段，然后离开到另一个安全区段上去。 from-zone
（源区段）和 to-zone（目标区段）的这种组合被定义为 环境。 每个环境都包含一个按顺序排列
的策略列表。 有关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安全区段接口 (第127页)

•

了解接口端口 (第128页)

了解安全区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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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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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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 IPv4 地址和/或 IPv6 地址配置接口。

了解接口端口
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上，系统的接口端口位于可安装在设备插槽中的物理接口模块 (PIM) 上。
此外，每个设备在插槽 0 中还有四个内置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每个物理端口都可以有许多逻
辑接口，配置这些接口所用的属性不同于端口的其他逻辑单元。
接口按类型、插槽号、模块号（始终为 0）、端口号以及逻辑单元号命名。 端口编号从 0 开始。
接口名称具有以下格式：
type-pim/0/port.logical-unit-number

例如，安装在插槽 3 中的 T1 PIM 的端口 1 上的接口名称为 t1-3/0/1。 该接口上的逻辑单元
1 的名称为 t1-3/0/1.1。 内置的各个千兆位以太网接口名称分别为 ge-0/0/0 到 ge-0/0/3。
有关接口和接口名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8页上的了解功能区段

•

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

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

了解功能区段 (第128页)

•

了解安全区段 (第129页)

•

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第129页)

安全区段

了解功能区段
功能区段用于特殊目的，如管理接口。 当前，仅支持管理 (MGT) 区段。 管理区段具有以下属
性：

相关主题

128

•

管理区段承载管理接口。

•

进入管理区段的信息流不匹配策略；因此，如果在管理接口中接收了信息流，则无法从其他任
何接口传出信息流。

•

管理区段只能用于专用管理接口。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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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

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了解安全区段
安全区段是策略的构建块；它们是绑定了一个或多个接口的逻辑实体。 安全区段提供了一种方
法，可以区分各组主机（用户系统以及服务器之类的其他主机）及其资源，以便对它们应用不同
的安全措施。
安全区段具有以下属性：
•

策略—主动安全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过防火墙传
递的内容，以及在信息通过防火墙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63页
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筛选—Juniper Networks 状态式防火墙先检测要求从一个安全区段传递到另一安全区段的所有
连接尝试，然后允许或拒绝这些尝试，以此保证网络安全。 对于每个安全区段，可启用一组预
定义的筛选选项，检测并阻止设备将其确定为具有潜在危害的各种信息流。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1069页上的“侦察威慑概述”。

•

通讯簿—IP 地址和地址集组成通讯簿以标识其成员，以便对这些 IP 地址和地址集应用策略。
通讯簿条目可以包括 IPv4 地址、IPv6 地址和域名系统 (DNS) 名称的任意组合。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TCP-RST—启用此功能后，当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并且没有设置 SYNchronize 标志的信息流到达
时，系统将发送设置了 RESET 标志的 TCP 片段。

•

接口—区段中接口的列表。

安全区段具有以下预配置区段：

相关主题

•

Trust 区段—仅可在出厂配置中使用，用于设备初始连接。 提交了配置以后，可以覆盖 trust
区段。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第128页上的了解功能区段

•

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区段并为其分配接口。 在配置安全区段时，可以同时为其指定多个参数。
•

要求 (第130页)

•

概述 (第130页)

•

配置 (第130页)

•

验证 (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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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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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缺省情况下，接口位于 Null 区段。 在将接口分配到区段之前，接口不会传递
信息流。

注意: 在 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一个安全区段中可以配
置 2000 个接口。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2.12.1/24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fa:43::21/96
set security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ge-0/0/1.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创建区段并为其分配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一个以太网接口并为其为分配一个 IPv4 地址。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2.12.1/24

2.

配置一个以太网接口并为其为分配一个 IPv6 地址。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fa:43::21/96

3.

配置一个安全区段并为其分配一个以太网接口。
user@host# set security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ge-0/0/1.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和 show interfaces ge-0/0/1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
正。
为简约起见，此显示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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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
interfaces {
ge-0/0/1.0 {
...
}
}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2.12.1/24;
}
family inet6 {
address fe:43::21/96;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1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第128页上的了解功能区段

•

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

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第131页)

•

支持的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第132页)

•

示例：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第134页)

主机入站信息流

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区段以指定可从与设备接口直接连接的系统到达设备的各种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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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事项:
•

可以在区段级配置这些参数，在该级别配置的参数会影响区段的所有接口；也可在接口级配置
这些参数。 （接口配置会覆盖区段的配置。）

•

必须启用所有预期的主机入站信息流。 缺省情况下，会丢弃以此设备为目标的入站信息流。

•

也可以配置区段的接口，以允许供动态路由协议使用。

此功能可用于保护设备以防御从直接或间接连接到任何设备接口的系统发起的攻击。 利用此功
能，还可以有选择地配置设备，使管理员可以使用特定的应用程序在特定的接口上对其进行管理。
可以禁止在区段的相同或不同的接口上使用其他应用程序。 例如，您很可能希望确保外来者不会
使用 Telnet 应用程序从互联网登录设备，因为您不希望他们连接到您的系统。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第132页上的支持的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

第139页上的了解如何使用 TCP-Reset 参数确定重复的会话

•

第134页上的示例：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支持的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本主题介绍指定的区段或接口上支持的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例如，假定某个用户的系统连接到区段 ABC 中的接口 1.3.1.4，该用户希望使用 Telnet 连接到
区段 ABC 中的接口 2.1.2.4。 为了能执行此操作，必须将 Telnet 应用程序配置为两个接口上都
允许入站服务，并且策略必须允许信息流传输。
第132页上的表12 显示了可用于主机入站信息流的系统服务。

表12: 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主机入站系统服务

132

all

any-service

dns

finger

ftp

http

https

indent-reset

ike

netconf

ntp

ping

reverse-ssh

reverse-telnet

rlogin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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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续)
主机入站系统服务
rsh

sip

snmp

snmp-trap

ssh

telnet

tftp

traceroute

xnm-clear-text

xnm-ssl

注意: 在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上，出厂缺省配置中启用了 xnm-clear-text 字段。 启用
此设置后，当设备在出厂缺省设置下运行时，设备的 trust 区段中可以有内向 Junos
XML 协议信息流。 我们建议将出厂缺省设备替换成用户定义的配置，可以在配置设备
后提供额外的安全性。 必须使用 CLI 命令 delete system services xnm-clear-text
以手动方式删除 xnm-clear-text 字段。

第133页上的表13 显示了可用于主机入站信息流的受支持协议。

表13: 主机入站信息流协议
协议
all

bfd

bgp

dvmrp

igmp

msdp

ospf

nhrp

pgm

ospf3

rip

pim

sap

ripng
vrrp

注意: 除了 DHCP 和 BOOTP 以外，所有服务都可按区段或按接口配置。 DHCP 服务器
仅按接口配置，因为服务器必须知道内向接口才能发出 DHCP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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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需要针对主机入站信息流配置“邻接方发现协议 (NDP)”，因为 NDP 是缺省
启用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

第134页上的示例：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示例：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配置入站信息流。
•

要求 (第134页)

•

概述 (第134页)

•

配置 (第134页)

•

验证 (第136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了解入站信息流类型。 请参阅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概述
通过允许运行系统服务，可以配置区段以指定可从与设备接口直接连接的系统到达设备的各种信
息流。 可以在区段级配置不同的系统服务数，在该级别配置的系统服务会影响区段的所有接口；
也可在接口级配置这些系统服务。 （接口配置会覆盖区段的配置。）
必须启用所有预期的主机入站信息流。 缺省情况下，会丢弃来自直接连接到设备接口的其他设备
的入站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telne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ftp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snmp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ftp ex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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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ABC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ABC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ABC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ABC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ABC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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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 excep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根据信息流类型配置入站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2.

配置安全区段以支持所有系统服务的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3.

在接口级（不是区段级）为第一个接口配置 Telnet、FTP 和 SNMP 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telne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ftp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3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nmp

4.

为另一个接口配置安全区段以支持所有系统服务的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5.

从第二个接口中排除 FTP 和 HTTP 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ftp excep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 excep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
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3 {
host-inbound-traf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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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ervices {
ftp;
telnet;
snmp;
}
}
}
ge-0/0/1.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ftp {
except;
}
http {
except;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6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

第132页上的支持的主机入站信息流系统服务

•

了解如何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第136页)

•

示例：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第137页)

协议

了解如何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本主题介绍针对指定区段或接口的入站系统协议。
对应于主机入站信息流选项下所列协议的任何主机入站通信流都是允许的。 例如，如果您在配置
中的某个地方将协议映射到非缺省端口号，则可在主机入站信息流选项中指定相应的协议，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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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应的新端口号。 第137页上的表14 列出了支持的协议。 值 all 表示在指定的接口（区段
的接口或单个指定接口）上允许来自以下所有协议的信息流入站。

表14: 支持的入站系统协议
支持的系统服务
all

igmp

pim

sap

bfd

ldp

rip

vrrp

bgp

msdp

ripng

nhrp

router-discovery

dvmrp

ospf

rsvp

pgm

ospf3

注意: 如果为接口启用了 DVMRP 或 PIM，则将自动启用 IGMP 和 MLD 主机入站信息
流。 因为 ISIS 使用 OSI 编址，不应生成任何 IP 信息流，因此 ISIS 协议没有主
机入站信息流选项。

注意: 不需要针对主机入站信息流配置“邻接方发现协议 (NDP)”，因为 NDP 是缺省
启用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

第139页上的了解如何使用 TCP-Reset 参数确定重复的会话

•

第137页上的示例：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示例：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为接口启用入站信息流。
•

要求 (第137页)

•

概述 (第138页)

•

配置 (第138页)

•

验证 (第13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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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对应于主机入站信息流选项下所列协议的任何主机入站通信流都是允许的。 例如，如果您在配置
中的某个地方将协议映射到非缺省端口号，则可在主机入站信息流选项中指定相应的协议，并将
使用相应的新端口号。
值 all 表示在指定的接口（区段的接口或单个指定接口）上允许来自所有协议的信息流入站。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ospf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ospf3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根据协议配置入站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2.

配置安全区段以支持基于接口 ospf 协议的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ospf

3.

配置安全区段以支持基于接口 ospf3 协议的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ospf3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
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interfaces {
ge-0/0/1.0 {
host-inbound-traffic {
protocols {
ospf;
ospf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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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9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6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

了解如何使用 TCP-Reset 参数识别重复的会话 (第139页)

•

示例：配置 TCP-Reset 参数 (第139页)

TCP-Reset 参数

了解如何使用 TCP-Reset 参数识别重复的会话
启用了 TCP-RST 功能后，当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并且没有设置 SYNchronize 标志的信息流到达时，
系统将发送设置了 RESET 标志的 TCP 片段。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流

•

第136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协议控制入站信息流

•

第139页上的示例：配置 TCP-Reset 参数

示例：配置 TCP-Reset 参数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为区段配置 TCP-Reset 参数。
•

要求 (第140页)

•

概述 (第140页)

•

配置 (第140页)

•

验证 (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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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概述
启用了 TCP-Reset 参数功能后，当与现有会话不匹配并且没有设置 SYNchronize 标志的信息流
到达时，系统将发送设置了 RESET 标志的 TCP 片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为区段配置 TCP-Reset 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安全区段。

1.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为区段配置 TCP-Reset 参数。

2.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BC]
user@host# set tcp-rst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页上的了解如何使用 TCP-Reset 参数确定重复的会话

•

DNS 概述 (第141页)

•

示例：配置 DNS 服务器缓存的 TTL 值 (第141页)

•

DNSSEC 概述 (第142页)

•

示例：配置 DNSSEC (第142页)

•

示例：配置 DNSSEC 密钥 (第143页)

•

示例：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第143页)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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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概述
域名系统 (DNS) 是一种分布式分层系统，可以将主机名转换成 IP 地址。 DNS 划分成多个“区
段”。 每个区段都有名称服务器，可以响应属于其所在区段的查询。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DNS 组件 (第141页)

•

DNS 服务器缓存 (第141页)

DNS 组件
DNS 包括三个主要组件：
•

DNS 解析程序—位于 DNS 的客户端上。 当用户发送主机名请求时，解析程序会向名称服务器
发送 DNS 查询请求，以请求主机名的 IP 地址。

•

名称服务器—处理接收自 DNS 解析程序的 DNS 查询请求，并将 IP 地址返回给解析程序。

•

资源记录—定义 DNS 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的数据元素。

DNS 服务器缓存
DNS 名称服务器负责向用户提供主机名 IP 地址。 资源记录中的 TTL 字段定义 DNS 查询结果的
缓存期限。 TTL 值到期时，名称服务器会发送一条刷新 DNS 查询，更新缓存。
相关主题

•

第141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 服务器缓存的 TTL 值

•

第142页上的DNSSEC 概述

示例：配置 DNS 服务器缓存的 TTL 值
本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DNS 服务器缓存的 TTL 值以定义 DNS 查询结果的缓存期限。
•

要求 (第141页)

•

概述 (第141页)

•

配置 (第142页)

•

验证 (第142页)

要求
在执行此任务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任何特殊配置。

概述
DNS 名称服务器在其缓存中存储 DNS 查询响应，存储的期限为资源记录的 TTL 字段中指定的 TTL
期限。 TTL 值到期时，名称服务器会发送一条刷新 DNS 查询，更新缓存。 可以将 TTL 值配置
为 0 秒到 604,800 秒。 此外，还可以配置缓存的否定响应的 TTL 值。 否定缓存就是存储表示
某个值不存在的记录。 在本例中，将缓存（以及否定缓存）响应的最大 TTL 值设置为 86,4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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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DNS 服务器缓存的 TTL 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缓存响应的最大 TTL 值（以秒为单位）。

1.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max-cache-ttl 86400

指定否定缓存响应的最大 TTL 值（以秒为单位）。

2.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max-ncache-ttl 864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ystem servic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DNSSEC 概述
Junos OS 设备支持域名服务安全扩展 (DNSSEC) 标准。 DNSSEC 是一种 DNS 扩展，通过使用基
于公钥的签名对数据进行认证和完整性验证。
在 DNSSEC 中，DNS 中的所有资源记录都使用区段所有者的私钥进行签署。 DNS 解析程序使用所
有者的公钥来验证签名。 区段所有者生成私钥，对一组资源记录的散列加密。 私钥存储在 RRSIG
记录中。 对应的公钥存储在 DNSKEY 记录中。 解析程序使用公钥对 RRSIG 解密，并将结果与资
源记录的散列进行比较，以此验证其是否被更改。
类似地，公共 DNSKEY 的散列存储在父区段的 DS 记录中。 区段所有者生成私钥，对公钥的散列
加密。 私钥存储在 RRSIG 记录中。 解析程序检索 DS 记录及其对应的 RRSIG 记录和公钥。 解
析程序使用公钥对 RRSIG 解密，并将结果与公共 DNSKEY 的散列进行比较，以此验证其是否被更
改。 这将在解析程序与名称服务器之间建立一个信任链。
相关主题

•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

第143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SEC 密钥

•

第143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示例：配置 DNSSEC
支持 DNS 的设备会运行一个 DNS 解析程序（代理），监听环回地址 127.0.0.1 或 ::1。 DNS
解析程序执行 DNSSEC 主机名解析。 用户需要将名称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为 127.0.0.1 或 ::1，
以便 DNS 解析程序将所有 DNS 查询转发到 DNSSEC（而不是 DNS）。 如果未设置名称服务器 IP
地址，则 DNS（而不是 DNSSEC）将处理所有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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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将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为 127.0.0.1：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name-server 127.0.0.1

DNSSEC 功能缺省已启用。 可以通过使用以下 CLI 命令在服务器中禁用 DNSSEC：
[edit ]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disable

相关主题

•

第142页上的DNSSEC 概述

示例：配置 DNSSEC 密钥
可以从文件中加载公钥，也可以从终端复制并粘贴密钥文件。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将密钥保
存到配置中，而不是保存到文件中。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从文件中加载密钥：
[edi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trusted-keys]
#load-key filename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终端加载密钥：
[edi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trusted-keys]
# set key "...pasted-text..."

从文件中或终端加载密钥之后，在 CLI 编辑器中单击 commit（提交）。
相关主题

•

第143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示例：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

要求 (第143页)

•

概述 (第143页)

•

配置 (第144页)

•

验证 (第145页)

要求
设置名称服务器 IP 地址，以便 DNS 解析程序将所有 DNS 查询转发到 DNSSEC（而不是 DN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2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SEC”。

概述
可以配置安全域并为其分配可信任密钥。 启用了 DNSSEC 时，已签名和未签名的响应都可以验
证。
将某个域配置为安全域后，如果启用了 DNSSEC，则针对该域的所有未签名响应将被忽略，服务器
将为未签名的响应向客户端返回 SERVFAIL 错误代码。 如果未将域配置为安全域，则将接受未签
名的响应。
服务器收到签名的响应时，将检查响应中的 DNSKEY 是否与已配置的任一可信任密钥匹配。 如果
找到了匹配项，服务器就会接受该签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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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将 DNS 根区段作为可信任锚点连接到安全域以验证签名的响应。 服务器收到签名
的响应时，会在 DNS 根区段中查询 DS 记录。 系统收到 DS 记录后，会检查该 DS 记录中的
DNSKEY 是否与签名响应中的 DNSKEY 匹配。 如果找到了匹配项，服务器就会接受该签名响应。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ervices
services
services
services

dns
dns
dns
dns

dnssec
dnssec
dnssec
dnssec

secure-domains domain1.net
secure-domains domain2.net
trusted-keys key domain1.net.25633CJ5K3h
dlv domain domain2.net trusted-anchor dlv.isc.org

要配置 DNSSEC 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domain1.net 和 domain2.net 配置为安全域。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secure-domains domain1.ne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secure-domains domain2.net

2.

配置 domain1.net 的可信任密钥。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trusted-keys key "domain1.net.25633CJ5K3h"

3.

将根区段 div.isc.org 作为可信任锚点连接到安全域。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dns dnssec dlv domain domain2.net trusted-anchor
dlv.isc.org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ystem servic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dns {
dnssec {
trusted-keys {
key domain1.net.25633CJ5K3h; ## SECRET-DATA
}
dlv {
domain domain2.net trusted-anchor dlv.isc.org;
}
secure-domains {
domain1.net;
domain2.ne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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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DNSSEC 配置的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第145页)

验证 DNSSEC 配置的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
用途

验证有关 DNSSEC 配置的安全域和可信任密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2页上的DNSSEC 概述

•

第143页上的示例：配置 DNSSEC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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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通讯簿和地址集
•

通讯簿和地址集 (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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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簿和地址集
•

了解通讯簿 (第149页)

•

了解全局通讯簿 (第150页)

•

了解地址集 (第151页)

•

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第151页)

•

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第155页)

•

地址和地址集的限制 (第159页)

了解通讯簿
通讯簿是地址和地址集的集合。 Junos OS 允许配置多个通讯簿。 通讯簿就像在安全策略或 NAT
之类的其他配置中引用的组件（即构建块）。 可以将地址添加到通讯簿中，也可使用缺省情况下
可供每个通讯簿使用的预定义地址。
通讯簿条目包括其信息流获得允许、被阻止、经过加密或经过用户验证的主机和子网的地址。 这
些地址可以是 IPv4 地址、IPv6 地址、通配符地址或域名系统 (DNS) 名称的任意组合。
•

预定义地址 (第149页)

•

通讯簿中的网络前缀 (第149页)

•

通讯簿中的通配符地址 (第150页)

•

通讯簿中的 DNS 名称 (第150页)

预定义地址
可以创建地址，也可以使用以下缺省可用的任意预定义地址：
•

Any—此地址匹配任意 IP 地址。 当此地址在策略配置中用作源地址或目标地址时，它将匹配

任意数据包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

Any-ipv4—此地址匹配任意 IPv4 地址。

•

Any-ipv6—此地址匹配任意 IPv6 地址。

通讯簿中的网络前缀
可以将地址指定为前缀/长度格式中的网络前缀。 例如，1.2.3.0/24 是可接受的通讯簿地址，因
为它可转换成网络前缀。 但是，1.2.3.4/24 是不可接受的通讯簿地址，因为它超出了 24 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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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长度。 任何超出子网长度的项都必须输入为 0（零）。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输入主机名，因
为它可以使用完全的 32 位地址长度。
IPv6 地址前缀是 IPv6 前缀（地址）与前缀长度的组合。 前缀的形式为 ipv6 前缀/前缀长度，
代表一个地址空间块（或网络）。 “ipv6 前缀”变量遵循一般的 IPv6 寻址规则。 “/前缀长
度”变量是一个十进位值，指示形成地址的网络部分的连续高阶位的数量。 例如，
10FA:6604:8136:6502::/64 是一个可能的 IPv6 前缀。 有关 IPv6 地址和地址前缀文本表示方
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RFC 4291，IP 版本 6 寻址架构。

通讯簿中的通配符地址
除了 IP 地址和域名，还可以在通讯簿中指定通配符地址。 通配符地址的表示形式为 A.B.C.D/
通配符掩码。 通配符掩码确定 IP 地址 A.B.C.D 中应忽略的位数。 例如，安全策略中的源 IP
地址 192.168.0.11/255.255.0.255 表示该安全策略的匹配标准可以丢弃 IP 地址中的第三个八
位位组（用符号表示为 192.168.*.11）。 因此，源 IP 地址为 192.168.1.11 和 192.168.22.11
之类的数据包符合该匹配标准。 但是，源 IP 地址为 192.168.0.1 和 192.168.1.21 之类的数
据包就不符合该匹配标准。
通配符地址并非只能用于全八位位组。 可以配置任何通配符地址。 例如，通配符地址 192.168.
7.1/255.255.7.255 表示在进行策略匹配时，仅需要忽略该通配符地址第三个八位位组的前五个
位。 如果通配符地址只能用于全八位位组，则将仅允许四个八位位组分别为 0 或 255 的通配符
掩码。

通讯簿中的 DNS 名称
缺省情况下，可以解析 DNS 的 IPv4 和 IPv6 地址。 如果指定了 IPv4 或 IPv6 地址，则只能
分别使用关键字 ipv4-only 和 ipv6-only 来解析这些地址。
必须为 DNS 服务配置安全设备，才能使用地址条目的域名。 有关 DNS 的信息，请参阅 第141页
上的“DNS 概述”。
相关主题

•

第150页上的了解全局通讯簿

•

第151页上的了解地址集

•

第151页上的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

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了解全局通讯簿
系统上始终有一个名为“全局”的通讯簿。 类似于其他通讯簿，全局通讯簿可以包括 IPv4 地
址、IPv6 地址、通配符地址或域名系统 (DNS) 名称的任何组合。
可以在全局通讯簿中创建地址，也可以使用预定义地址（any、any-ipv4 和 any-ipv6）。 但是，
要使用全局通讯簿中的地址，不需要在其上附加安全区段。 全局通讯簿可用于尚未附加任何通讯
簿的所有安全区段。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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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9页上的了解通讯簿

•

第151页上的了解地址集

•

第151页上的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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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了解地址集
通讯簿可以变大，包含大量地址，从而变得难以管理。 可以创建地址组（称为地址集）来管理大
型通讯簿。 使用地址集，可以按逻辑组来组织地址，然后使用地址组方便地配置其他功能（如策
略和 NAT 规则）。
预定义地址集 any 同时包含 any-ipv4 地址和 any-ipv6 地址，是自动为每个安全区段创建的。
可以使用现有用户创建地址组，也可以创建空地址组，以后用用户填充它们。 在创建地址集时，
可以组合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但地址必须位于同一个安全区段。
还可以在地址集中创建地址集。 这样有助于更有效地应用策略。 例如，如果要将某个策略应用
于两个地址集 set1 和 set2，可以不使用两条语句，而只使用一条语句将该策略应用于一个新地
址集 set3，该新地址集包括地址集 set1 和 set2。
在将地址添加到策略中时，有时同一个地址子集可以出现在多个策略中，从而难以管理策略对每
个地址条目的影响。 在策略中像引用单个通讯簿条目一样引用地址集条目，可以管理少量地址
集，而不是管理大量的单个地址条目。
相关主题

•

第149页上的了解通讯簿

•

第151页上的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

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第159页上的地址和地址集的限制

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可以在通讯簿中定义地址和地址集，然后在配置其他功能时使用它们。 也可以使用缺省可用的预
定义地址 any、any-ipv4 和 any-ipv6。 但是，不能将预定义地址 any 添加到通讯簿中。
在配置了通讯簿和地址集后，可在配置其他功能（如安全策略、安全区段和 NAT）时使用它们。
•

地址和地址集 (第151页)

•

通讯簿和安全区段 (第152页)

•

通讯簿和安全策略 (第152页)

•

通讯簿和 NAT (第154页)

地址和地址集
可以在通讯簿中定义 IPv4 地址、IPv6 地址、通配符地址或域名系统 (DNS) 名称作为地址条目。
下面的示例通讯簿 book1 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地址和地址集。 定义了这些地址和地址集后，可以
在配置安全区段、策略或 NAT 规则时利用它们。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a1 1.1.1.1
user@host# set address a2 1.1.1.4/3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5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address a4 fe80::210:dbff:feff:1000/64
address a5 0001:db8:1::1/127
address bbc dns-name www.bbc.com
address-set set1 address a1
address-set set1 address a2
address-set set1 address a2
address-set set2 address bbc

在定义地址和地址集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地址集只能包含属于同一个安全区段的地址名称。

•

地址名称 any、any-ipv4 和 any-ipv6 是保留名称；不能使用它们创建任何地址。

•

同一个区段中的地址和地址集必须具有不同的名称。

•

地址名称不能与地址集名称相同。 例如，如果用名称 add1 配置地址，就不要使用名称 add1
创建地址集。

•

在删除通讯簿中的单个通讯簿条目时，必须从引用它的所有地址集中删除相应的地址；否则，
系统将导致提交失败。

通讯簿和安全区段
安全区段是具有相同安全要求的接口的逻辑分组。 可以将安全区段连接到包含属于该区段的可寻
址网络和最终主机（以及用户）条目的通讯簿。
一个区段可以同时使用两个通讯簿—全局通讯簿和区段连接到的通讯簿。 如果安全区段未连接到
任何通讯簿，则将自动使用全局通讯簿。 因此，如果区段连接到某个通讯簿，则系统将从这个连
接的通讯簿中查找地址；否则，系统将从缺省全局通讯簿中查找地址。 缺省情况下，全局通讯簿
可供所有安全区段使用；不需要将区段连接到全局通讯簿。
在将安全区段连接到通讯簿时，适用以下指导准则：
•

连接到安全区段的地址符合该区段的安全要求。

•

连接到安全区段的通讯簿必须包含该区段中可到达的所有 IP 地址。

•

配置两个区段之间的策略时，必须为每个区段的通讯簿定义地址。

•

用户定义的通讯簿中的地址的查找优先级高于全局通讯簿中的地址。 因此，对于连接到用户定
义的通讯簿的安全区段，系统将先搜索用户定义的通讯簿；如果未找到任何地址，再搜索全局
通讯簿。

通讯簿和安全策略
在指定策略的匹配标准时，将使用地址和地址集。 在配置策略以允许、拒绝或经通道在各个主机
和子网之间传输信息流之前，必须在通讯簿中为策略构造条目。 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地址（如 IPv4
地址、IPv6 地址、通配符地址和 DNS 名称）定义为安全策略的匹配标准。
策略包含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通过在连接到策略中指定区段的通讯簿中为地址或地址集指定的名
称，可以在策略中引用相应的地址或地址集。
•

152

将信息流发送到某个区段时，将使用信息流的目标区段和地址作为策略中的目标区段和地址匹
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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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个区段发送信息流时，将使用信息流的源区段和地址作为策略中的源区段和地址匹配标准。

可用于安全策略的地址
在配置策略规则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时，可以在 CLI 中键入一个问号以列出可从中选择的所有可
用地址。
不同通讯簿中的不同地址可以使用相同的地址名称。 但是，CLI 仅列出其中的一个地址—具有最
高查找优先级的地址。
例如，假定在两个通讯簿 global 和 book1 中配置了地址。 然后，显示可在策略中配置为源地址
或目标地址的地址（参阅第153页上的表15）。

表15: CLI 中显示的可用地址
配置的地址

CLI 中显示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set global address a1 1.1.2.0/24;
set global address a2 2.2.2.0/24;
set global address a3 3.3.3.0/24;
set book1 address a1 1.1.1.0/24;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p1 match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
Possible completions:
[
Open a set of values
a1
The address in address book book1
a2
The address in address book global
a3
The address in address book global
any
Any IPv4 or IPv6 address
any-ipv4 Any IPv4 address
any-ipv6 Any IPv6 address

本示例中显示的地址表明：
•

用户定义的通讯簿中地址的查找优先级高于全局通讯簿中的地址。

•

全局通讯簿中地址的优先级高于预定义地址 any、any-ipv4 和 any-ipv6。

•

为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地址配置相同的地址名称时，只有基于地址查找的最高优先级地址可用。
在此示例中，CLI 显示 book1 中的地址 a1 (1.1.1.0/24)，因为该地址的查找优先级高于全局
地址 a1 (1.1.2.0/24)。

将策略应用于地址集
在策略中指定地址集时，Junos OS 会自动将策略应用于每个地址集成员，因此不必为每个地址逐
一创建策略。 此外，如果在策略中引用了地址集，则必须首先删除策略中对地址集的引用，才能
删除地址集， 但是可以进行编辑。

注意: 对于每个地址集，系统会为其成员创建单个规则。 对于组中的每个成员以及为
每个用户配置的每项服务，系统会为其创建一个内部规则。 如果在配置通讯簿时不考
虑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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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4页上的图12 显示了策略应用于地址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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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将策略应用于地址集
1

1

通讯簿和 NAT
在通讯簿中定义了地址后，可在源、目标或静态 NAT 规则中指定地址。 在 NAT 规则配置中指定
有意义的地址名称作为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比指定 IP 前缀更简单。 例如，可以不指定
10.208.16.0/22 作为源地址，而指定包含地址 10.208.16.0/22 的地址 local。
此外，也可以在 NAT 规则中指定地址集，以便在一个地址集中添加多个地址，从而可以管理少量
地址集，而不是管理大量的单个地址条目。 在 NAT 规则中指定地址集时，Junos OS 会自动将规
则应用于每个地址集成员，因此不必逐一指定每个地址。

注意: NAT 规则中不支持以下地址和地址集类型：通配符地址、DNS 名称以及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的组合。

在使用 NAT 配置通讯簿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在 NAT 规则中，仅能指定全局通讯簿中的地址。 NAT 不支持用户定义的通讯簿。

•

可以在源 NAT 规则中配置地址集作为源地址名称。 但是，不能在目标 NAT 规则中配置地址集
作为目标地址名称。
以下示例 NAT 语句显示了源 NAT 规则和目标 NAT 规则支持的地址和地址集类型：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c-nat rule src-rule1]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2000::/64
set match source-address-name add1
set match source-address-name add-set1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001::/64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name add2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name add-set2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dst-nat rule dst-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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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

match
match
match
match

source-address 2001::/64
source-address-name add2
source-address-name add-set2
destination-address-name add1

在静态 NAT 规则中，不能配置地址集作为源地址名称或目标地址名称。 以下示例 NAT 语句显
示了静态 NAT 规则支持的地址类型：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stat]
set rule stat-rul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3.3.0/24
set rule stat-rul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name add1

相关主题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通讯簿中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还显示了如何将通讯簿连接到安全区段。
•

要求 (第155页)

•

概述 (第155页)

•

配置 (第156页)

•

验证 (第15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 Juniper Networks 网络通信安全设备。

•

配置服务器和成员设备上的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配置域名系统 (DNS) 服务。 有关 DNS 的信息，请参阅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地址和地址集（参阅第156页上的图13）配置通讯簿以简化公司网络的配置。
您将创建一个通讯簿 Eng-dept，并添加工程部中成员的地址。 您还将创建一个通讯簿 Web 并向
其中添加 DNS 名称。 然后，将安全区段 trust 连接到 Eng-dept 通讯簿，将安全区段 untrust
连接到 Web 通讯簿。 您还将创建地址集，将工程部中的软件地址和硬件地址分组。 您打算在将
来的策略配置中使用这些地址作为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此外，您还向全局通讯簿中添加了一个地址，以供没有连接任何通讯簿的任何安全区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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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Intranet
Untrust

Intranet

Web
Web

SRX

ge-01/0/1

ge-0/0/0
a4
a3
a2
a1
Eng-dept

a1

a2

a3

a4

g030697

Trust

Eng-dep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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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 a1 1.1.1.1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 a2 1.1.1.2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 a3 1.1.1.3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 a4 1.1.1.4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set sw-eng address a1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set sw-eng address a2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set hw-eng address a3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set hw-eng address a4
address-book Eng-dept attach zone trust
address-book Web address Intranet dns-name www-int.juniper.net
address-book Web attach zone untrust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g1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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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进行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配置地址和地址集：
1.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2.

创建一个通讯簿并在其中定义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创建地址集。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address-book Eng-dept ]
address a1 1.1.1.1
address a2 1.1.1.2
address a3 1.1.1.3
address a4 1.1.1.4

address-book Eng-dept]
address-set sw-eng address
address-set sw-eng address
address-set hw-eng address
address-set hw-eng address

a1
a2
a3
a4

将通讯簿连接到某个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Eng-dept]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5.

再创建一个通讯簿并将其连接到某个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Web ]
user@host# set address Intranet dns-name www-int.juniper.net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6.

在全局通讯簿中定义一个地址。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g1 2.2.2.2/2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您的配
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所需的配置，请重复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以更正配置。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0;
}
}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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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Eng-dept {
address a1 1.1.1.1/32;
address a2 1.1.1.2/32;
address a3 1.1.1.3/32;
address a4 1.1.1.4/32;
address-set sw-eng {
address a1;
address a2;
}
address-set hw-eng {
address a3;
address a4;
}
attach {
zone trust;
}
}
Web {
address Intranet {
dns-name www-int.juniper.net ;
}
attach {
zone untrust;
}
}
global {
address g1 2.2.2.2/24;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工作正常。
•

验证通讯簿配置 (第158页)

•

验证全局通讯簿配置 (第158页)

验证通讯簿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所配置通讯簿和地址的信息。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

验证全局通讯簿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在全局通讯簿中配置的地址的信息。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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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 Junos OS 功能支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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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9页上的了解通讯簿

•

第150页上的了解全局通讯簿

•

第151页上的了解地址集

•

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地址和地址集的限制
在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提高了对地址集中地址数量的限制。 现在，地址集中地址的数量
取决于设备，并等于策略支持的地址数量。
第159页上的表16 提供了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允许的地址集数量。

表16: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地址集中的地址数量

相关主题

设备

地址集中的地址数量

缺省值

1024

SRX100 High Memory

1024

SRX100 Low Memory

512

SRX210 High Memory

1024

SRX210 Low Memory

512

SRX240 High Memory

1024

SRX240 Low Memory

512

SRX650

1024

SRX3400

1024

SRX3600

1024

SRX5600

1024

SRX5800

1024

J 系列

1024

•

第151页上的了解地址集

•

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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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安全策略
•

安全策略 (第163页)

•

安全全局策略 (第191页)

•

安全策略时间表 (第199页)

•

安全策略应用 (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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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安全策略
•

安全策略概述 (第163页)

•

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第165页)

•

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第168页)

•

了解自信息流的安全策略 (第169页)

•

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第169页)

•

使用防火墙向导配置策略 (第170页)

•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第170页)

•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第174页)

•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第178页)

•

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第181页)

•

示例：策略重新排序 (第182页)

•

安全策略故障排除 (第183页)

•

监控策略统计信息 (第184页)

•

匹配安全策略 (第185页)

•

了解审核日志的搜索和排序 (第186页)

•

了解数据包流报警和审核 (第187页)

•

示例：在响应策略违规时生成安全报警 (第188页)

安全策略概述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安全网络已成为有互联网连接的企业的关键需求。 在保护企业网络安全之
前，网络安全策略必须罗列出企业中的所有网络资源，并确定这些资源所需的安全级别。 网络安
全策略还要定义安全威胁以及针对此类威胁采取的措施。 Junos OS 状态式防火墙策略为网络管
理员提供了一套工具，可用于为其所在组织实施网络安全。
在 Junos OS 状态式防火墙中，主动安全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
过防火墙传递的内容，以及在信息流通过防火墙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从安全策略的角度
来看，信息流进入一个安全区段，从另一个安全区段退出。 这种 源区段 及 目标区段 的组合称
为 环境。 每个环境都包含一个 经过排序的 策略列表。 每个策略的处理顺序与其在环境中的定
义顺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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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用户界面配置安全策略；安全策略通过定义允许在预定时间从指定 IP 源到指定 IP 目
标的各种信息流，控制从一个区段到另一个区段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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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支持虚拟系统的 J 系列或 SRX 系列设备，在根系统中设置的策略不会影
响在虚拟系统中设置的策略。

J 系列或 SRX 系列设备先检测要求从一个安全区段传递到另一安全区段的所有连接尝试，然后允
许或拒绝这些尝试，以此保证网络安全。
在会话初始化 (session-init) 或会话关闭 (session-close) 阶段，还可以通过安全策略启用日志
记录功能。
•

要查看来自被拒绝连接的日志，需要对 session-init 启用日志。

•

要在会话结束/终止后记录会话日志，需要对 session-close 启用日志。

注意: 会话日志是在流代码中实时启用的，因此会影响用户性能。 如果同时启用
session-close 和 session-init，则与仅启用 session-init 相比，性能将进一步降
低。

缺省情况下，设备会拒绝所有方向（包括区段内和区段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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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最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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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最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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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第165页上的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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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缺省策略
trust

untrust

5:00 AM
7:00 PM
untrust

trust

SMTP

Untrust

Untrust

SRX

Trust
g030677

Trust

SRX

每当数据包尝试从一个区段传递到另一个区段，或在绑定到同一区段的两个接口之间传递时，设
备都会检查允许此类信息流的策略（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和第206页上的“策略应
用集概述”）。 要允许信息流从一个安全区段传递到另一个安全区段—例如，从区段 A 到区段
B）—必须配置一个策略以允许区段 A 向区段 B 发送信息流。 要让信息流以相反方向流动，必
须再配置一个策略以允许从区段 B 到区段 A 的信息流。
要让数据信息流在区段间传递，必须配置防火墙策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

第181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安全策略会对环境（from-zone 到 to-zone）中的传输信息流应用安全规则。 每个策略都通过其
名称进行唯一标识。 通过将信息流在其协议标头中承载的源区段和目标区段、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以及应用与数据平面中的策略数据库匹配，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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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策略都与以下特征关联：
•

源区段

•

目标区段

•

一个或多个源地址名称或地址集名称

•

一个或多个目标地址名称或地址集名称

•

一个或多个应用名称或应用集名称

这些特征称为 匹配标准。 每个策略还有与其关联的操作：允许、拒绝、丢弃、计数、日志记录
和 VPN 通道。 在配置策略、源地址、目标地址和应用名称时，必须指定匹配条件参数。
通过使用通配符条目 any，可以指定使用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配置策略。 如果没有为 IPv6
信息流启用流支持，则 any 将匹配 IPv4 地址。 如果为 IPv6 信息流启用了流支持，则 any 将
匹配 IPv4 和 IPv6 地址。 要为 IPv6 信息流启用基于流的转发，请使用 set security
forwarding-options family inet6 mode flow-based 命令。 也可以为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匹配标准
指定通配符 any-ipv4 或 any-ipv6，以便分别仅包括 IPv4 地址或仅包括 IPv6 地址。
如果为 IPv6 信息流启用流支持，则安全策略中可配置的最大 IPv4 或 IPv6 地址数量取决于以
下匹配标准：
•

Number_of_src_IPv4_addresses + number_of_src_IPv6_addresses * 4 <= 1024

•

Number_of_dst_IPv4_addresses + number_of_dst_IPv6_addresses * 4 <= 1024

采用该匹配标准的理由在于：IPv6 地址使用的内存空间是 IPv4 地址的四倍。

注意: 仅当在设备上启用了对 IPv6 信息流的流支持时，才能使用 IPv6 地址配置安
全策略。

如果不想指定具体的应用，请输入 any 作为缺省应用。 要查找缺省应用，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groups junos-defaults | find applications (predefined applications)。 例如，如果不提
供应用名称，将以通配符（缺省值）作为应用来安装策略。 因此，与指定策略中的其余参数匹配
的任何数据信息流都将匹配策略，而不必考虑数据信息流的应用类型。
信息流匹配的第一个策略的操作会应用于数据包。 如果没有匹配策略，则将丢弃数据包。 对策
略的搜索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的，因此最好将更具体的策略放在靠近列表顶部的位置。 此
外，还应将 IPsec VPN 通道策略放在靠近顶部的位置。 将较普遍的策略（例如，允许特定用户
访问所有互联网应用的策略）放在列表底部。 例如，在分析了所有具体策略之后，并且在允许/
计数/记录合法信息流之前，将 deny-all 或 reject-all 策略放在底部。

注意: 在 Junos OS 版本 10.4 中，增加了对 Junos OS 10.2 版本中增加的 IPv6 地
址的支持，以及对双主动机箱集群配置中 IPv6 地址的支持（现有的支持仅针对主动/
被动机箱集群配置）。

在服务处理单元 (SPU) 处理了防火墙过滤和筛选，并且完成了路由查找之后，将在流处理过程中
查找策略（适用于高端 SRX 系列设备）。 策略查找将确定目标区段、目标地址和出口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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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策略时，适用以下策略规则：
•

安全策略按源区段到目标区段方向配置。 在特定的区段方向下，每个安全策略包含名称、匹配
标准、操作以及其他选项。

•

策略名称、匹配标准和操作是必需的。

•

策略名称是一个关键字。

•

匹配标准中的源地址由来源区段中的一个或多个地址名称或地址集名称组成。

•

匹配标准中的目标地址由目标区段中的一个或多个地址名称或地址集名称组成。

•

匹配标准中的应用名称由一个或多个应用或应用集的名称组成。

•

必须要有以下操作之一：允许、拒绝、放弃、计数或日志记录。

•

启用日志记录时，缺省情况下系统会在会话关闭 (session-close) 时记录。 要在会话创建时进
行日志记录，请使用 session-init 命令。

•

启用计数报警时，可以选择指定报警阈值（以每秒字节数和每分钟千字节数为单位）。

•

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不能指定 global 作为源区段或目标区段：
使用目标区段作为全局区段配置的任何策略必须具有单个目标地址，以指示在策略中配置了静态
NAT 或内向 NAT。

•

在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简化了 NAT 的策略允许选项。 每个策略将根据情况指示允许 NAT
转换、不允许 NAT 转换或无所谓。

•

地址名称不能以下列保留前缀开头。 这些保留前缀仅用于地址 NAT 配置：

•

•

static_nat_

•

incoming_nat_

•

junos_

应用名称不能以 junos_ 保留前缀开头。

了解通配符地址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必须在安全策略中配置的五个匹配标准中的两个。 现在可以为安全策略中的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匹配标准配置通配符地址了。 通配符地址的表示形式为 A.B.C.D/通配符掩码。
通配符掩码确定 IP 地址 A.B.C.D 中应被安全策略匹配标准忽略的位数。 例如，安全策略中的
源 IP 地址 192.168.0.11/255.255.0.255 表示该安全策略的匹配标准可以丢弃 IP 地址中的第
三个八位位组（用符号表示为 192.168.*.11）。 因此，源 IP 地址为 192.168.1.11 和
192.168.22.11 之类的数据包符合该匹配标准。 但是，源 IP 地址为 192.168.0.1 和
192.168.1.21 之类的数据包就不符合该匹配标准。
通配符地址并非只能用于全八位位组。 可以配置任何通配符地址。 例如，通配符地址 192.168.
7.1/255.255.7.255 表示在进行策略匹配时，仅需要忽略该通配符地址第三个八位位组的前五个
位。 如果通配符地址只能用于全八位位组，则将仅允许四个八位位组分别为 0 或 255 的通配符
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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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配符掩码的第一个八位位组应该大于 128。 例如，像 0.255.0.255 或
1.255.0.255 这样的通配符掩码是无效的。

通配符安全策略是一种简单的防火墙策略，可用于允许、拒绝和放弃试图从一个安全区段跨越到
另一个安全区段的信息流。 配置安全策略规则时，不能将通配符地址用于服务，例如入侵检测和
防护 (IDP)、统一威胁管理 (UTM) 和 IP 安全性 (IPsec)。
在设备上配置通配符安全策略会影响性能和内存使用，具体取决于为源区段和目标区段环境配置
的通配符策略的数量。 因此，对于某个特定的源区段和目标区段环境，最多只能配置 480 个通
配符策略。

注意: 本版本不支持 IPv6 通配符地址配置。

有关通配符地址配置语法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Guid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

第181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允许、拒绝或设置两点间指定类型单向信息流通道的策略。
每个策略包括：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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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的唯一名称。

•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例如：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y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untrust

•

一组匹配标准，定义要应用策略规则必须满足的条件。 匹配标准基于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
址和应用。

•

存在匹配项时要执行的一组操作—允许、拒绝或放弃。

•

分析和审核元素—计数、日志记录或结构化系统日志记录。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

第181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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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信息流的安全策略
在设备上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将服务应用于流经设备的信息流。 例如配置 UAC 和 UTM 策略，将
服务应用于瞬时信息流。
自信息流（或主机信息流）是主机入站信息流，即终止于设备的信息流；或者主机出站信息流，
即源自设备的信息流。 现在可以配置策略，对自信息流应用服务了。 像 SSL 堆栈服务之类的服
务（这类服务必须终止来自远程设备的 SSL 连接，并对该信息流执行一些处理）、针对主机入站
信息流的 IDP 服务或者针对主机出站信息流的 IPsec 加密必须通过针对自信息流配置的安全策
略进行应用。
可以为自信息流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对自信息流应用服务。 主机出站策略仅在下列情况下生效：
源自主机设备的数据包通过流传递，此数据包的内向接口设置为本地。
使用自信息流的优势包括：
•

可以利用大多数用于传输信息流的现有策略或流基础结构。

•

不需要单独的 IP 地址来启用任何服务。

•

可以将服务或策略应用于目标 IP 地址为设备上任意接口的任何主机入站信息流。

注意: 可以仅使用相关服务来配置自信息流的安全策略。 例如，它与配置针对主机入
站信息流的 fwauth 服务无关，gprs-gtp 服务与自信息流的安全策略无关。

自信息流的安全策略是在名为 junos-host 区段的新缺省安全区段下配置的。 Junos-host 区段
将属于 junos-defaults 配置，因此用户可将其删除。 现有区段配置（如接口、筛选、tcp-rst
和主机入站信息流选项）对 junos-host 区段无意义。 因此，junos-host 区段没有专用配置。

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才能创建安全策略：
1.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2. 使用策略的地址创建通讯簿。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3.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

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4. 创建策略。 请参阅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第174页上

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以及第178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
以允许或拒绝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5. 创建计划用于策略的时间表。 请参阅第200页上的“示例：配置时间表”。

防火墙策略向导可用于执行基本的安全策略配置。 如需更高级的配置，请使用 J-Web 界面或
CLI。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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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83页上的安全策略故障排除

使用防火墙向导配置策略
防火墙策略向导可用于执行基本的安全策略配置。 如需更高级的配置，请使用 J-Web 界面或
CLI。
要使用防火墙策略向导配置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Configure>Wizards>FW Policy Wizard（配置 > 向导 > 防火墙策略向

导）。
2. 单击“Firewall Wizard”（防火墙向导）按钮以启动该向导。
3. 按向导中的提示操作。

向导页面的左上区域显示您在配置过程中的位置。 该页面的左下区域显示与字段相关的帮助。
单击“Resources”（资源）标题下的链接时，将在浏览器中打开文档。 如果文档是在新选项卡
中打开的，请确保在关闭文档时仅关闭相应的选项卡（而不是浏览器窗口）。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

要求 (第170页)

•

概述 (第170页)

•

配置 (第171页)

•

验证 (第17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和应用集”。

概述
在 Junos OS 中，安全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过设备传递的内容，
以及在信息通过设备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从安全策略的角度来看，信息流进入一个安全
区段，从另一个安全区段退出。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 trust 和 untrust 接口 ge-0/0/2 和
ge-0/0/1。 见第171页上的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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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允许所有信息流

Untrust

SRX

trust

untrust

Trust

此配置示例展示了如何：
•

允许或拒绝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但阻止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

•

允许或拒绝在特定时间从 trust 区段中的某个主机到 untrust 区段中某个服务器的选定信息
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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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then den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和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创建安全策略以拒绝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permit-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ermit-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deny-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deny-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deny-all then deny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注意: 该配置示例是默认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ermit-all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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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ny-all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deny;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ge-0/0/2.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策略配置
用途

验证有关安全策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以显示在该设备上配置的所有安全策略
的摘要。

含义

输出将显示有关在系统上配置的策略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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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

匹配标准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

要求 (第174页)

•

概述 (第174页)

•

配置 (第175页)

•

验证 (第17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和应用集”。

•

允许信任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之间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
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概述
在 Junos OS 中，安全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过设备传递的内容，
以及在信息通过设备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从安全策略的角度来看，信息流进入一个安全
区段，从另一个安全区段退出。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特定的安全策略，仅允许从 trust 区
段中的某个主机到 untrust 区段中某个服务器的电子邮件信息流。 不允许其他信息流。 见第175
页上的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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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允许选定信息流

Untrust

S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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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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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rust
192.168.1.1/32

Trus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mail-untrust 1.1.1.24/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mail-trust 192.168.1.1/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source-address mail-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mail-un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ai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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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选定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和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2.

为客户端和服务器创建通讯簿条目。 此外，还要将安全区段连接到通讯簿。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mail-untrust 1.1.1.24/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mail-trust 192.168.1.1/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3.

定义策略以允许电子邮件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policy permit-mail
policy permit-mail
policy permit-mail
policy permit-mail

trust to-zone untrust]
match source-address mail-trus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mail-untrus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ail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ermit-mail {
match {
source-address mail-trust;
destination-address mail-untrust;
application junos-mail;
}
then {
permit;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interfaces {
ge-0/0/2 {
host-inbound-traffic {

17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七章: 安全策略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mail-untrust 1.1.1.24/32;
attach {
zone untrust;
}
}
book2 {
address mail-trust 192.168.1.1/32;
attach {
zone trust;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策略配置 (第177页)

验证策略配置
用途

验证有关安全策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以显示在该设备上配置的所有安全策略
的摘要。

含义

输出将显示有关在系统上配置的策略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

匹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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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

要求 (第178页)

•

概述 (第178页)

•

配置 (第178页)

•

验证 (第180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通配符地址。 请参阅第167页上的“了解通配符地址”。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和应用集”。

•

允许信任 trust 和 untrust 区段之间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
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

允许 trust 区段与 untrust 区段之间的电子邮件信息流。 请参阅第17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
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概述
在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中，安全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
过设备传递的内容，以及在信息通过设备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从安全策略的角度来看，
信息流进入一个安全区段，从另一个安全区段退出。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特定的安全策略，
仅允许从 trust 区段中的某个主机到 untrust 区段的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不允许其他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wildcard-trust wildcard-address
192.168.0.11/255.255.0.255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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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ource-address wildcard-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分步过程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选定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和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2.

为主机创建一个通讯簿条目，并将通讯簿连接到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wildcard-trust wildcard-address 192.168.0.11/255.255.0.255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3.

定义策略以允许通配符地址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source-address wildcard-trust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ermit-wildcard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ermit-wildcard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ermit-wildcard {
match {
source-address wildcard-trust;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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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
interfaces {
ge-0/0/2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wildcard-trust {
wildcard-address 192.168.0.11/255.255.0.255;
}
attach {
zone trust;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策略配置 (第180页)

验证策略配置

180

用途

验证有关安全策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policy-name permit-wildcard detail 命令以显示有
关在该设备上配置的允许通配符安全策略的详细信息。

含义

输出将显示有关在系统上配置的允许通配符策略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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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匹配标准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7页上的了解通配符地址

•

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

第17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Junos OS 提供一种工具，用于验证策略列表中策略的顺序是否有效。
可能会出现一个策略掩蔽 或“遮盖”另一个策略的现象。 请考虑以下示例：
示例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set then perm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then
deny

示例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mail-untrust 1.1.1.24/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mail-trust 192.168.1.1/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source-address mail-tru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mail-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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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ail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then
permit

在示例 1 和示例 2 中，策略 permit-mail 在策略 permit-all 之后配置，信息流从区段 trust
到区段 untrust。 来自区段 untrust 的所有信息流与第一个策略 permit-all 匹配，并缺省允许。
没有信息流与策略 permit-mail 匹配。
因为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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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纠正前一个示例，只需颠倒策略顺序，将较为具体的策略放在第一
位：
[edit]
user@host# inser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before policy permit-all

在有几十个或几百个策略的情况下，一个策略被另一个策略掩蔽的情况可能不会这么容易检测。
要检查策略是否被遮盖，请输入以下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policy-options <policy-name>

此命令报告遮盖策略和被遮盖的策略。 然后，由管理员负责纠正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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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目的地址及应
用类型五部分元组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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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

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

第17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选定信息流

示例：策略重新排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移动已创建的策略。
•

要求 (第182页)

•

概述 (第183页)

•

配置 (第183页)

•

验证 (第18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182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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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概述
要对策略重新排序以纠正遮盖的情况，只需颠倒策略的顺序，将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放在第一位。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对现有策略重新排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对两个现有策略重新排序：
[edit]
user@host# inser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mail
before policy permit-all

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81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

检查安全策略提交失败 (第183页)

•

验证安全策略提交 (第184页)

•

调试策略查找 (第184页)

安全策略故障排除

检查安全策略提交失败
问题

大多数策略配置失败的情况发生在提交或运行时过程中。
在配置模式下执行 CLI 命令 commit-check 时，会在 CLI 上直接报告提交失败。 这些错误是配
置错误，不修复这些错误将无法提交配置。

解决方案

要修复这些错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检查配置数据。
2. 打开文件 /var/log/nsd_chk_only。 每次执行提交检查时都会覆盖此文件，其中包含详细的

失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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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全策略提交
问题
解决方案

执行策略配置提交时，如果发现系统行为不正确，请按以下步骤解决此问题：
1. 操作性显示命令—对安全策略执行操作性命令，验证输出中显示的信息是否与预期的信息一

致。 否则，需要对配置进行相应的更改。
2. 跟踪选项—在策略配置中设置 traceoptions 命令。 此层次结构下的标志可按照对 show 命令

输出的用户分析进行选择。 如果无法确定使用什么标志，可使用标志选项 all 以捕获所有跟
踪日志。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traceoptions <flag all>

此外，还可以配置可选的文件名以捕获日志。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traceoptions <filename

如果在跟踪选项中指定了文件名，则可在 /var/log/<filename> 中查找日志文件以查明该文件中
是否报告了任何错误。 （如果未指定文件名，则缺省文件名为 eventd。）错误消息会指示失败
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原因。
在配置了跟踪选项之后，必须重新提交导致不正确系统行为的配置更改。

调试策略查找
问题

如果配置正确，但错误地丢弃或允许了某些信息流，则可在安全策略跟踪选项中启用 lookup 标
志。 Lookup 标志会在跟踪文件中记录与查找相关的跟踪。

解决方案
相关主题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traceoptions <flag lookup>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83页上的检查安全策略提交失败

•

第184页上的验证安全策略提交

•

第184页上的调试策略查找

•

第184页上的监控策略统计信息

监控策略统计信息
用途

根据之前配置的策略，监控和记录 Junos OS 允许或拒绝的信息流。

操作

要监控信息流，请启用计数和日志记录选项。
计数—可在单独的策略中配置。 如果启用了计数，则将收集统计信息以获得在指定策略下进入防

火墙的数据包、字节和会话的数量。 对于计数（仅针对数据包和字节），可以指定只要信息流超
过指定阈值就生成报警。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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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记录—在会话初始化 (session-init) 或会话关闭 (session-close) 阶段，还可以通过安全策

略启用日志记录功能。
•

要查看来自被拒绝连接的日志，需要对 session-init 启用日志。

•

要在会话结束/终止后记录会话日志，需要对 session-close 启用日志。

注意: 会话日志是在流代码中实时启用的，因此会影响用户性能。 如果同时启用
session-close 和 session-init，则与仅启用 session-init 相比，性能将进一步降
低。

有关为会话日志收集的信息的详情，请参阅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会话日志条目中提
供的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83页上的安全策略故障排除

•

第183页上的检查安全策略提交失败

•

第184页上的验证安全策略提交

•

第184页上的调试策略查找

匹配安全策略
Show security match-policies 命令可以使用以下匹配标准来解决信息流问题：源端口、目标端

口、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和协议。 例如，如果因为未配置适当的策略或者匹配标准不正确
而未传递信息流，则可使用 show security match-policies 命令脱机工作，确定实际存在问题的
位置。 该命令使用搜索引擎来确定问题，从而使您能够将相应的匹配策略用于信息流。
Result-count 选项指定要显示的策略数量。 列表中第一个启用的策略是应用于所有匹配信息流的

策略。 其下的其他策略被第一个策略“遮盖”，匹配信息流永远不会遇到它们。

注意: Show security match-policies 命令仅适用于安全策略；不支持 IDP 策略。

示例 1：展示安全匹配策
略

user@host> show security match-policies from-zone z1, to-zone z2 source-ip 10.10.10.1 destination-ip
30.30.30.1 source-port 1 destination-port 21 protocol tcp
Policy: p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4
Sequence number: 1
From zone: z1, To zone: z2
Source addresses:
a2: 20.20.0.0/16
a3: 10.10.10.1/32
Destination addresses:
d2: 40.40.0.0/16
d3: 30.30.30.1/32
Application: junos-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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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rotocol: tcp, ALG: ftp, Inactivity timeout: 180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21-21]

示例 2：使用
result-count 选项

缺省情况下，输出列表包含将应用于具有指定特征的信息流的策略。 要列出符合标准的多个策
略，请使用 result-count 选项。 列出的第一个策略始终是将应用于匹配信息流的策略。 如果
result-count 值为 2 到 16，则输出将包括匹配标准的所有策略，数量直至指定的 result-count
。 在第一个策略之后列出的所有策略会被第一个策略“遮盖”，永远不会应用于匹配信息流。
使用此选项可测试新策略的定位，或者解决未按预期应用于特定信息流的策略的问题。
在以下示例中，信息流标准与两个策略匹配。 列出的第一个策略 p1 包含应用于信息流的操作。
策略 p15 被第一个策略遮盖，因此其操作不会应用于匹配信息流。
user@host> show security match-policies source-ip 10.10.10.1 destination-ip 20.20.20.5 source_port
1004 destination_port 80 protocol tcp result_count 5
Policy: p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4
Sequence number: 1
From zone: zone-A, To zone: zone-B
Source addresses:
sa1: 10.10.0.0/16
Destination addresses:
da5: 20.20.0.0/16
Application: any
IP protocol: 1,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1000-103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80-80]
Policy: p15, action-type: deny, State: enabled, Index: 18
Sequence number: 15
From zone: zone-A, To zone: zone-B
Source addresses:
sa11: 10.10.10.1/32
Destination addresses:
da15: 20.20.20.5/32
Application: any
IP protocol: 1,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1000-103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80-80]

有关匹配策略的详细信息以及选项和输出字段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了解审核日志的搜索和排序
审核员会分析审核踪迹、检查审核记录以及删除审核踪迹以进行维护。 搜索和排序功能为审核管
理员提供了一种查看相关审核信息的高效机制。 这有助于审核管理员确定潜在的安全违规，并针
对可能的安全漏洞采取措施。 只有审核管理员才能查看审核日志。 只有 IDS 审核管理员才能查
看 IDS 审核日志。
审核管理员可以配置审核事件，并设置可以指示潜在安全漏洞的阈值。 设备会监控这些事件的发
生情况，并在发生事件或达到设置的阈值之后通知管理员。
管理员可以根据以下条件搜索审核日志数据或将其分组：

186

•

目标主题标识

•

源主题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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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范围、时间、用户标识、主题服务标识符或传输层协议

•

规则标识

•

用户标识

•

网络接口

•

可审核安全事件成功

•

可审核安全事件失败

注意:

相关主题

•

•

当内存中审核事件日志超出了安全管理员配置的限制，设备将向控制台或安全报警
系统发送报警。 然后，设备用新的审核事件日志消息覆盖最老的日志消息。

•

在系统重启过程中，设备会提交包括登录类在内的现有配置。 因此，将会有所有用
户定义类的审核日志条目，指示这些类已被修改。

Junos OS CLI Reference

了解数据包流报警和审核
当数据包因为策略违规而被丢弃时，就会触发报警。 当数据包与丢弃或拒绝策略匹配时，就会发
生策略违规。 当系统监测到以下任一审核事件时，就会生成策略违规报警：
•

指定期间内源网络标识符的策略违规数量

•

指定期间内对目标网络标识符的策略违规数量

•

在指定期间内对某个应用的策略违规数量

•

指定期间内的策略规则或规则组违规

对应于以上四种事件，存在四种类型的报警。 报警基于源 IP、目标 IP、应用和策略。
当数据包遇到丢弃或拒绝策略时，所有已启用报警类型的策略违规计数器会增加。 当任一计数器
在指定期间内达到指定阈值时，就会生成一条报警。 在指定期间之后，策略违规计数器将重置，
重新用于开始另一个计数周期。
要查看报警信息，请运行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 违规计数和报警在系统重启后将消失。
在重启后，违规计数重置为零，报警会从报警队列中清除。
在采取了相应措施之后，可以清除报警。 报警会留在队列中，直到将其清除（或直到重启设备）。
要清除报警，请运行 clear security alarms 命令。 在清除报警之后，后续的一系列流策略违规
可能会导致引发新的报警。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3页上的示例：设置声音警示作为安全报警通知

•

第188页上的示例：在响应策略违规时生成安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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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响应策略违规时生成安全报警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设备以便在发生策略违规时生成系统报警。 缺省情况下，发生策略违规时
不会引发任何报警。
•

要求 (第188页)

•

概述 (第188页)

•

配置 (第188页)

•

验证 (第189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在以下情况下引发的报警：
•

应用大小超过 10240 个单位。

•

源 IP 违规在 20 秒内超过 1000 次。

•

目标 IP 违规在 10 秒内超过 1000 次。

•

策略匹配违规超过 100 次，并且大小为 100 个单位。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application size 10240
source-ip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20
destination-ip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10
policy-match threshold 100 size 10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策略违规报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安全报警。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alarms

2.

指定在发生应用违规时应当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licy]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size 10240

3.

指定在发生源 IP 违规时应当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licy]
user@host# set source-ip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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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在发生目标 IP 违规时应当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licy]
user@host# set destination-ip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10

5.

指定在发生策略匹配违规时应当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licy]
user@host# set policy-match threshold 100 size 1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policy {
source-ip {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20;
}
destination-ip {
threshold 1000;
duration 10;
}
application {
size 10240;
}
policy-match {
threshold 100;
size 10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87页上的了解数据包流报警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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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全局策略
•

全局策略概述 (第191页)

•

示例：配置全局策略 (第192页)

•

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定义策略的最佳实践 (第194页)

•

检查内存状态 (第196页)

全局策略概述
在 Junos OS 状态式防火墙中，安全策略可以对传输信息流执行一些规则，涉及信息流可通过防
火墙传递的内容，以及在信息流通过防火墙传递时需要对其执行的操作。 安全策略要求信息流从
一个安全区段进入，从另一个安全区段流出。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的这种组合称为环境。 每个环
境都包含一个按顺序排列的策略列表。 每个策略的处理顺序与其在环境中的定义顺序相同。
可以通过用户界面配置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可以定义允许在预定时间从特定 IP 源到特定 IP 目
标的各种信息流，以此控制从一个区段到另一个区段的信息流。 这种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有效，但
不够灵活。 例如，如果要对信息流执行操作，但不在意区段（即，希望允许所有信息流访问 DMZ
中的指定服务器），则必须为每个可能的环境配置策略。 为了避免针对每个可能的环境创建多个
策略，可以创建一个全局策略。 全局策略允许灵活地对信息流执行操作，无需限制区段规格。
与其他安全策略不同，全局策略不引用特定的源和目标区段（from-zone 和 to-zone）。 全局策
略可用于根据地址和应用调节信息流，而不考虑信息流的安全区段。 全局策略引用用户定义的地
址或预定义的地址“any”。这些地址可以跨越多个安全区段。 例如，如果要提供出入多个区段
的访问权，则可使用地址“any”（它包含所有区段中的所有地址）创建一个全局策略。 选择
“any”地址时将匹配任何 IP 地址；如果在全局策略配置中使用“any”作为源/目标地址，则将
匹配任何数据包的源/目标地址。
通过匹配信息流在其协议标头中承载的策略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和应用，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与
其他任何安全策略一样，每个全局策略都有以下操作：允许、拒绝、丢弃、日志记录、计数。

注意: 全局策略不支持 VPN 通道，因为 VPN 通道要求特定的区段信息（from-zone
和 to-zone）。

一个逻辑系统中的全局策略位于与其他安全策略不同的独立环境中，并且在策略查找中的优先级
低于普通安全策略。 例如，执行策略查找时，普通安全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全局策略。 因此，在
策略查找中，会先搜索普通安全策略，如果没有匹配项，则执行全局策略查找。
与普通策略类似，环境中的全局策略也是经过排序的，因此第一个匹配的策略将应用于信息流。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9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可以为每个逻辑系统定义全局策略。
相关主题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92页上的示例：配置全局策略

示例：配置全局策略
与 Junos OS 中的其他安全策略不同，全局策略不引用特定的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全局策略引用
预定义地址“any”或者可跨越多个安全区段的用户定义地址。 全局策略可以灵活地对信息流执
行操作，不受任何区段限制。 例如，可以创建一个全局策略，使每个区段中的所有主机都可以访
问公司网站 www.juniper.net。 存在许多安全区段时，使用全局策略是一种便捷方式。 通过匹
配信息流在其协议标头中承载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和应用，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全局策略以拒绝或允许信息流。
•

要求 (第192页)

•

概述 (第192页)

•

配置 (第192页)

•

验证 (第19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检查防火墙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和第168页上的“了解
安全策略元素”。

•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概述
此配置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一个全局策略，完成本来由多个安全策略完成的功能（使用区段）。
全局策略 gp1 允许所有信息流，而策略 gp2 则拒绝所有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1 www.juniper.ne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2 www.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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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policies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gp1
gp1
gp1
gp1
gp2
gp2
gp2
gp2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2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ftp
then den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全局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1 www.juniper.n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2 www.mail.com

2.

创建全局策略以允许所有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3.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gp1
gp1
gp1
gp1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2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gp2
gp2
gp2
gp2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ftp
then deny

创建全局策略以拒绝所有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user@host#set policy

结果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global> 命令确
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 policy: permit-all
Global policies:
Policy: gp1, State: enabled, Index: 4, Scope Policy: 0, Sequence number: 1
Source addresses: server1
Destination addresses: server2
Applications: any
Action: permit
Policy: gp2, State: enabled, Index: 5, Scope Policy: 0, Sequence number: 2
Source addresses: server2
Destination addresses: server1
Applications: junos-ftp
Action: den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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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确认配置运行正常。

验证全局策略配置
用途

验证全局策略 p1 和 p2 的配置符合要求。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y <global>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定义策略的最佳实践
安全的网络对企业至关重要。 为了保护网络安全，网络管理员必须创建一个安全策略，列出企业
中的所有网络资源，以及这些资源所需的安全级别。 安全策略会对环境（from-zone 到 to-zone）
中的传输信息流应用安全规则，并且每个策略都通过其名称进行唯一标识。 通过将信息流在其协
议标头中承载的源区段和目标区段、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以及应用与数据平面中的策略数据库匹配，
对信息流进行分类。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最多支持 1024 个源地址对象、1024 个
目标地址对象和 128 应用对象。 这些对象可在单个策略规则中使用，也可在多个策略定义中使
用。 SRX1400 设备允许定义最多 10,000 个策略规则，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允许 40,000
个，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允许最多 80,000 个策略规则。 但是，您最多可以有 1024 个源
地址或目标地址对象，以及 128 个应用对象，与定义的策略数量无关。
因此，当增加每个规则中的地址和应用数量时，策略定义所用的内存量也会增加，并且有时系统
在策略数量少于 80,000 个的情况下也会耗尽内存。

注意: 我们建议尽可能使用全局策略。 全局策略允许灵活地对信息流执行操作，无需
限制区段规格。

要获取某个策略在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和路由引擎 (RE) 上的实际内存使用情况，需要考虑内
存树的各种组件。 内存树包括以下两个组件：
•

策略环境–用于组织此环境中的所有策略。 策略环境包括源区段和目标区段等变量。

•

策略实体–用于存放策略数据。 策略实体使用策略名称、IP 地址、地址计数、应用、防火墙
认证、WebAuth、IPsec、计数、应用程序服务和 Junos 服务框架 (JSF) 等参数计算内存。

此外，用于存储策略、规则集和其他组件的数据结构在数据包转发引擎和路由引擎上使用不同的
内存。 例如，策略中每个地址的地址名称存储在路由引擎上，但在数据包转发引擎级不分配任何
内存。 类似地，端口范围扩展到前缀和掩码对，并存储在数据包转发引擎上，但在路由引擎上不
分配此类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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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策略配置，策略对路由引擎的影响不同于策略对数据包转发引擎的影响，而且内存是
动态分配的。
此外，“延迟删除”状态也会消耗内存。 在延迟删除状态下，当 SRX 系列设备应用策略更改时，
在新旧策略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会出现短暂的使用高峰。 因此，在短时间内，数据包转发引擎上
会同时存在新旧策略，内存需求最多会增加两倍。
因此，没有绝对的方法可以明确推断任一组件（数据包转发引擎或路由引擎）在任何指定时间点
所用的内存量，因为内存需求取决于具体的策略配置，并且内存是动态分配的。
利用以下策略实施最佳实践，可以更好地使用系统内存以及优化策略配置：
•

将单个前缀用于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例如，不使用 /32 地址以及单独添加每个地址，而是使
用涵盖所需的大多数 IP 地址的大型子网。

•

尽可能使用“any”应用。 每次在策略中定义单个应用时，都可以多使用 52 字节。

•

减少 IPv6 地址的使用量，因为 IPv6 地址消耗的内存更多。

•

减少策略配置中区段对的使用。 每个源区段或目标区段使用大约 16,048 字节的内存。

•

以下参数可以改变指定字节消耗内存的情况：
•

防火墙认证–大约 16 字节或更多（不固定）

•

Web 认证–大约 16 字节或更多（不固定）

•

IPsec–12 字节

•

应用程序服务–28 字节

•

计数–64 字节

•

使用全局策略，因为全局策略可提高所用的源前缀和目标前缀以及应用的内存整体使用率。

•

在编制策略之前及之后检查内存使用情况。

注意: 每个设备的内存需求是不同的。 有些设备缺省支持 512,000 个会话，启动
内存通常占 72% 到 73%。 其他设备最多可以有 1M 个会话，启动内存最多可占
83% 到 84%。 在最坏的情况下，要在 SPU 中支持大约 80,000 个策略，SPU 启动
所占用的 flowd 内核内存最高可达 82%，并且至少要有 170M 字节的可用内存。

相关主题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50页上的了解全局通讯簿

•

第191页上的全局策略概述

•

第192页上的示例：配置全局策略

•

第196页上的检查内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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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存状态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的流实体（例如，策略、区段、地址）
的内存是动态分配的。 但是，有些做法可以帮助监测设备上当前的内存使用情况，并优化参数以
改进系统配置大小；这些做法在策略实施过程中尤其适合。
通过比较策略配置前后的内存值，可以隔离出内存问题。
要检查内存使用情况，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命令检查路由引擎 (RE) 的整体内存使用情况。 此命令的
以下输出显示内存使用率为 39%：
user@host#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Routing Engine status:
Slot 0:
Current state
Master
Election priority
Master (default)
DRAM
1024 MB
Memory utilization
39 percent
CPU utilization:
User
0 percent
Background
0 percent
Kernel
2 percent
Interrupt
0 percent
Idle
97 percent
Model
RE-PPC-1200-A
Start time
2011-07-09 19:19:49 PDT
Uptime
37 days, 15 hours, 44 minutes, 13 seconds
Last reboot reason
0x3:power cycle/failure watchdog
Load averages:
1 minute
5 minute 15 minute
0.22
0.16
0.07

•

使用 show system processes extensive 命令获取有关在路由引擎上运行的进程的信息。
user@host# show system processes extensive
last pid: 13469; load averages: 0.10, 0.12, 0.07
127 processes: 3 running, 97 sleeping, 27 waiting

up 37+15:46:43

11:06:02

Mem: 203M Active, 47M Inact, 107M Wired, 343M Cache, 110M Buf, 282M Free
Swap: 2032M Total, 2032M Free

PID
11
1128
12
1038
1158
1162
1188
1147
1187
1152
1189
1129
14
11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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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THR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PRI
171
97
-20
7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40
96
-68

NICE
52
0
-139
0
0
0
0
0
0
0
0
0
-159
0
-187

SIZE
RES STATE
TIME
WCPU COMMAND
0K
16K RUN
863.7H 96.14% idle
32768K 13852K select 19.1H 1.12% chassisd
0K
16K RUN
473:40 0.00% swi7: clock
0K
16K
369:31 0.00% bcmLINK.0
7288K 3144K select 62:31 0.00% license-check
13684K 6444K select 48:11 0.00% l2ald
19248K 8068K select 47:54 0.00% mib2d
12572K 2592K select 31:20 0.00% shm-rtsdbd
28948K 5944K select 22:15 0.00% pfed
47476K 8104K select 18:28 0.00% idpd
18744K 13684K select 15:53 0.00% snmpd
7684K 3384K select 14:57 0.00% alarmd
0K
16K WAIT
14:29 0.00% swi2: net
2120K
932K select 13:14 0.00% bslockd
0K
16K WAIT
12:40 0.00% irq36: ts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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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root
57 root

1
4
1 -16

0 43320K 10948K kqread
0
0K
16K -

8:41
6:40

0.00% rpd
0.00% schedcpu

在 show system processes extensive 命令中使用 find nsd 选项，可以查看网络安全守护程序
(NSD) 上的内存直接使用情况，其使用中的总内存为 10 MB，CPU 使用率为 0%。
user@host# show system processes extensive | find nsd
1182 root
1 96
0 10976K 5676K select
2:08
1191 root
4
4
0 8724K 3764K select
1:57
1169 root
1 96
0 8096K 3520K select
1:51
1200 root
1
4
0
0K
16K peer_s
1:10
1144 root
1 96
0 9616K 3528K select
1:08
1138 root
1 96
0 6488K 2932K select
1:02
1130 root
1 96
0 7204K 2208K select
1:02
1163 root
1 96
0 16928K 5188K select
0:58
1196 root
1
4
0
0K
16K peer_s
0:54
47 root
1 -16
0
0K
16K sdflus
0:54
1151 root
1 96
0 15516K 9580K select
0:53
900 root
1 96
0 5984K 2876K select
0:41
•

nsd
slbd
jsrpd
peer proxy
lacpd
ppmd
craftd
cosd
peer proxy
softdepflush
appidd
eventd

检查配置文件大小。 在退出 CLI 之前，使用唯一名称保存配置文件。 然后，通过 UNIX 级外
壳中的外壳提示输入 ls -1 filename 命令，检查文件大小（如以下示例输出中所示）：
user@host> start shell
% ls -l config
-rw-r--r-- 1 remote staff

相关主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681 Feb 15 00:43 config

•

第194页上的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定义策略的最佳实践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91页上的全局策略概述

•

第192页上的示例：配置全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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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安全策略时间表
•

安全策略时间表概述 (第199页)

•

示例：配置时间表 (第200页)

•

验证预定的策略 (第202页)

安全策略时间表概述
时间表有一些强大的功能，可以让策略在指定期间激活。 可以为策略处于活动状态的单个（非重
复发生）时隙或重复发生时隙定义时间表。 可以创建与策略无关的时间表，即不能被任何策略使
用的时间表。 但是，如果希望策略在预定时间内处于活动状态，则必须先创建时间表。
时间表超时后，关联的策略将失效，与该策略关联的所有会话也会超时。
如果策略包含对时间表的引用，则该时间表将决定策略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即可用作信息流可
能匹配项的时间。 利用时间表可以限制某个时间段对资源的访问，或者取消限制。
以下准则适用于时间表：

相关主题

•

时间表可以有多个与其关联的策略；但是，一个策略不能与多个时间表关联。

•

策略引用的时间表处于活动状态时，策略也处于活动状态。

•

时间表关闭时，策略将不可用于策略查找。

•

时间表可以配置为以下类型之一：
•

时间表可在由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停止日期和时间指定的单个时隙处于活动状态。

•

时间表可以永远处于活动状态（重复发生），但由每日时间安排指定。 特定日子的时间安排
（时隙）的优先级高于每日时间安排。

•

时间表可以在日子时间安排指定的时隙内处于活动状态。

•

时间表可以有两种时隙的组合（每日时间安排和时隙）。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200页上的示例：配置时间表

•

第202页上的验证预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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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时间表
此示例展示如何配置时间表。
•

要求 (第200页)

•

概述 (第200页)

•

配置 (第200页)

•

验证 (第20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安全策略时间表。 请参阅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在应用此配置之前，配置安全区段。

概述
时间表有一些强大的功能，可以让策略在指定期间激活。 可以为策略处于活动状态的单个（非重
复发生）时隙或重复发生时隙定义时间表。 如果希望策略在预定时间内处于活动状态，则必须先
创建时间表。
要配置时间表，需要为时间表输入有意义的名称以及开始时间和停止时间， 也可附上注释。
在此示例中，将执行以下操作：
•

指定时间表 sch1，该时间表允许使用引用它的策略进行数据包匹配检查，时间为 200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每周除星期日之外的每天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

•

配置另一个时间表 SunHrs，用于在星期日中午到晚上 6 点检查数据包匹配。

•

创建一个策略 abc，并指定匹配条件以及对匹配指定条件的信息流执行的操作。 将两个时间表
绑定到该策略，以允许在指定的周末时间内访问。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chedulers scheduler sch1 start-date 2009-10-01.08:00 stop-date 2010-06-01.21:00
set schedulers scheduler sch1 sunday exclude
set schedulers scheduler SunHrs sunday start-time 12:00 stop-time 18:0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scheduler-name sch1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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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时间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一个时间表。
[edit schedulers ]
user@host# set scheduler sch1 start-date 2009-10-01.08:00 stop-date 2010-06-01.21:00
user@host# set scheduler sch1 sunday exclude

2.

再设置一个时间表。
[edit schedulers]
user@host# set scheduler SunHrs sunday start-time 12:00 stop-time 18:00

3.

指定策略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4.

指定操作。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5.

将时间表与策略关联。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abc ]
user@host# set scheduler-name sch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cheduler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chedulers
scheduler sch1 {
start-date 2009-10-01.08:00 stop-date 2010-06-01.21:00;
sunday exclude;
}
scheduler SunHrs {
sunday {
start-time 12:00 stop-time 18:00;
}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
policy abc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scheduler-name s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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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时间表处于活动状态 (第202页)

•

验证策略 (第202页)

验证时间表处于活动状态
用途

验证时间表是否已启用。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chedulers 命令。

验证策略
用途

验证策略是否有效。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2页上的验证预定的策略

验证预定的策略
用途

显示有关通讯簿和区段的信息。

操作

使用 show schedulers CLI 命令显示有关系统中配置的时间表的信息。 如果确定了某个具体的时
间表，则将仅显示该时间表的详细信息。
user@host# show schedulers
scheduler sche1 {
/* This is sched1 */
start-date 2006-11-02.12:12 stop-date 2007-11-02.12:11;
}
scheduler sche2 {
daily {
all-day;
}
sunday {
start-time 16:00 stop-time 17:00;
}
friday {
exclu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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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r sche3 {
start-date 2006-11-02.12:12 stop-date 2007-11-02.12:11;
daily {
start-time 10:00 stop-time 17:00
}
sunday {
start-time 12:00 stop-time 14:00;
start-time 16:00 stop-time 17:00;
}
monday {
all-day;
}
friday {
exclude;
}
}

含义

相关主题

输出将显示有关系统中配置的时间表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正确配置了每日（重复发生）时间表和一次性（非重复发生）时间表。

•

关联了策略的时间表处于活动状态。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200页上的示例：配置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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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安全策略应用
•

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第205页)

•

策略应用集概述 (第206页)

•

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第206页)

•

定制策略应用 (第208页)

•

策略应用超时 (第212页)

•

了解 ICMP 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15页)

•

ICMP 不可访问错误的缺省行为 (第218页)

•

了解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19页)

•

了解 Microsoft 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0页)

•

了解动态路由协议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1页)

•

了解流视频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2页)

•

了解 Sun RPC 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2页)

•

了解安全和通道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3页)

•

了解与 IP 相关的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4页)

•

了解即时消息传递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4页)

•

了解管理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5页)

•

了解邮件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6页)

•

了解 UNIX 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7页)

•

了解其他预定义策略应用 (第227页)

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应用是信息流的类型，它们有相应的协议标准。 每种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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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它指定应用。
可以从应用簿中选择一个预定义的应用，也可以选择创建的定制应用或应用集。 通过使用 show
application CLI 命令，可以查看可在策略中使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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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每个预定义应用都有一个源端口范围 1–65535，包括整组有效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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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对于任何预定义应
用使用不同的源端口范围，请创建一个定制应用。 有关信息，请参阅第208页上的“了
解定制策略应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206页上的策略应用集概述

策略应用集概述
在创建策略时，必须为其指定应用（即服务），以指示策略适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有时，同样
的应用或其中的部分应用可以出现在多个策略中，使得管理变得困难。 Junos OS 允许创建多组
应用，即 应用集。 通过使用应用集，可以管理少量应用集，而不是大量的单个应用条目，从而
简化流程。
安全策略将应用（或应用集）作为数据包启动会话的匹配标准引用。 如果数据包与策略指定的应
用类型匹配，并且其他所有标准都匹配，则将策略操作应用于数据包。
可以在策略中指定应用集的名称。 在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所有标准都匹配，则应用集中的任何一
个应用都用作有效的匹配标准；any 是缺省应用名称，表示所有可能的应用。
应用是在 .../applications/application/application-name 目录中创建的。 不需要为系统预定义
的任何服务配置应用。
除了预定义服务以外，还可以配置定制服务。 在创建了定制服务以后，可以在策略中引用该定制
服务。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定制应用映射

•

第212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206

•

要求 (第207页)

•

概述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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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207页)

•

验证 (第207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必需的应用。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策略应用集概述”。

概述
可以创建应用集并在策略中引用该集的名称，而不必创建多个单独的应用名称或将多个单独应用
名称添加到策略中。 例如，对于一群员工，可以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已批准应用的应用集。
在此示例中，创建了一个用于登录到 ABC（内部网）区段中的服务器的应用集，以便访问数据库
以及传输文件。
•

在配置的应用集中定义应用。

•

区段 A 中的管理器和区段 B 中的管理器使用这些服务。 因此，为应用集提供一个通用名称，
如 MgrAppSet。

•

为用于电子邮件的应用以及由外部区段中的两个服务器交付的基于 Web 的应用创建一个应用
集。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应用和应用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管理器创建一个应用集。
[edit applications]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et MgrAppSet application junos-ssh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et MgrAppSet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2.

再为电子邮件和“基于 Web 的示例：设置策略应用时间”应用创建一个应用集。
[edit applications]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et WebMailApps application junos-smt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et WebMailApps application junos-pop3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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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策略应用
•

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第208页)

•

定制应用映射 (第208页)

•

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第209页)

•

示例：定义定制 ICMP 应用 (第210页)

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如果不想在策略中使用预定义应用，则可轻松创建定制应用。
可为每个定制应用指定以下属性:

相关主题

•

名称

•

传输协议

•

使用 TCP 或 UDP 的应用的源端口号和目标端口号

•

使用 ICMP 的应用的类型和代码值

•

超时值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定制应用映射

•

第212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

第213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意外情况

•

第209页上的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定制应用映射
应用选项指定映射到策略中引用的第 4 层应用的第 7 层应用。 预定义应用已经有到第 7 层应
用的映射。 但是，对于定制应用，必须将应用明确链接到应用，当希望策略将应用层网关 (ALG)
或深入检查应用于定制应用时尤其如此。

注意: Junos OS 支持多个应用的 ALG，包括 DNS、FTP、H.323、HTTP、RSH、SIP、
Telnet 和 TFTP。

将 ALG 应用于定制应用时，涉及以下两个步骤：

相关主题

208

•

使用名称、超时值、传输协议和源端口及目的端口定义定制应用。

•

配置策略时，引用该应用以及要应用的 ALG 的应用类型。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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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

第212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

第213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意外情况

•

第209页上的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

要求 (第209页)

•

概述 (第209页)

•

配置 (第209页)

•

验证 (第210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创建地址和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以下信息创建一个定制应用：
•

应用的名称，如 cust-telnet。

•

源端口号范围：1 到 65535。

•

接收应用请求的目标端口号范围，如 1 到 65535。

•

应用使用 TCP 协议还是 UDP 协议，或者使用互联网规范定义的其他一些协议。

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进行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
式下使用 CLI 编辑器。”
要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 并指定源端口和目标端口。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telnet]
user@host# set protocol tcp source-port 1–65535 destination-port 23000

2.

指定应用程序处于不活动状态的时间长度。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telnet]
user@host# set inactivity-timeout 1800

3.

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telnet]
user@host# delete protocol tc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protocol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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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命令。

注意: 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如果未设置超时值，则定制应用的超时值为 1800 秒。
如果不希望应用超时，请键入 never。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

第210页上的示例：定义定制 ICMP 应用

示例：定义定制 ICMP 应用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定义定制 ICMP 应用。

210

•

要求 (第211页)

•

概述 (第211页)

•

配置 (第212页)

•

验证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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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请参阅第208页上的“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

了解 ICMP 预定义策略应用。 请参阅第215页上的“了解 ICMP 预定义策略应用”。

概述
Junos OS 支持 ICMP—以及多个 ICMP 消息—作为预定义或定制的应用。 配置定制 ICMP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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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211页上的表17
中所示。

表17: 消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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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定向应用和网络类型的数据报
3 = 重定向应用和主机类型的数据报

11 = 超时代码

0 = 传输中超出生存时间
1 = 超出片段重组时间

Junos OS 支持任何类型或者 0 到 55 范围内的代码。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 ICMP 作为传输协议，定义名为 host-unreachable 的定制应用。 类型为 3
（目标不可访问的应用），代码为 1（主机不可访问的应用）。 将超时值设置为 4 分钟。

注意: 有关 ICMP 类型和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792.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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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定义定制 ICMP 应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应用类型和代码。

1.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host-unreachable]
user@host# set icmp-type 5 icmp-code 0

设置不活动超时值。

2.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host-unreachable]
user@host# set inactivity-timeout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第212页)

•

了解策略应用超时意外情况 (第213页)

•

示例：设置策略应用超时 (第214页)

策略应用超时

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为应用设置的应用超时值决定会话 超时。 可以为预定义应用或定制应用设置超时临界值；可以
使用应用缺省超时，指定定制超时，也可以根本不使用超时。
应用超时值存储在基于根 TCP 和 UDP 端口的超时表中，以及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表中。 设置应
用超时值后，Junos OS 会用新值更新这些表。 应用条目数据库中也有缺省超时值，这些值来自
于预定义的应用。 可以设置超时，但不能更改缺省值。
每个定制应用都可以使用自己的定制应用超时进行配置。 如果使用定制超时配置了多个定制应
用，则每个应用将有自己的定制应用超时。
如果信息流的匹配应用有超时值，则使用该超时值。 否则，查找将按以下顺序继续，直到找到一
个应用超时值：
1. 在基于根 TCP 和 UDP 端口的超时表中搜索超时值。
2. 在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表中搜索超时值。 参见第213页上的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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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
协议

缺省超时（秒）

TCP

1800

UDP

60

ICMP

60

OSPF

60

其它

18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

第213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意外情况

•

第208页上的定制应用映射

•

第209页上的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了解策略应用超时意外情况
设置超时时，请注意以下意外情况：
•

如果某个应用包含多个应用规则条目，则所有规则条目共享同一个超时。 超时表会针对与协议
（对于 UDP 和 TCP—其他协议使用缺省值）匹配的各个规则条目进行更新。 应用超时只需要
定义一次。 例如，如果创建具有两个规则的应用，则以下命令会将这两个规则的超时值都设置
为 20 秒：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inactivity-timeout 2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

application test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1035-1035
application test term test protocol udp
application test term test source-port 1-65535
application test term test destination-port 1111-1111

如果使用定制超时配置了多个定制应用，则每个应用将有自己的定制应用超时。 例如：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ftp-1 protocol tcp source-port 0-65535 destination-port
2121-2121 inactivity-timeout 1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telnet-1 protocol tcp source-port 0-65535 designating-port
2100-2148 inactivity-timeout 20

通过此配置，Junos OS 将对应用组中的目标端口 2121 应用 10 秒超时，对目标端口 2100 应
用 20 秒超时。
•

如果取消设置应用超时，则将使用应用条目数据库中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并将用缺省值来更
新应用条目和基于端口的超时表中的超时值。
如果修改后应用的目标端口与其他应用重叠，则基于协议的缺省超时可能不是所需的值。 在这
种情况下，请重新启动 Junos OS，或者重新设置应用超时，以使所需的超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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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修改了某个预定义应用并重新启动，则修改后的应用可能不是配置中的最后一个应用。 这
是因为预定义应用是在定制应用之前加载的，所以重新启动后，对定制应用进行的任何更改（即
使是先前进行的更改）会显示得晚一些。
例如，假定您创建了以下应用：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my-application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179-179
inactivity-timeout 20

接下来，您修改了预定义应用 BGP 的超时，如下所示：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bgp inactiv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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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P 使用的端口 179 的超时也将更改为 75。 重新启动后，BGP 应用将继续
使用 75 秒超时；作为单个应用，该值取自应用条目数据库。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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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bgp 命令对此
进行验证。
BGP 应用对单个应用无效。 但是，如果将 BGP 或 my_application 添加到应用组中，则会将
60 秒超时值用于目标端口 179。 这是因为应用组超时取自基于端口的超时表（如果设置了该
表）。
因此，为了确保修改预定义应用超时时的可预测性，可以创建类似的应用，例如：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my-bgp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179-179
inactivity-timeout 75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8页上的了解定制策略应用

•

第208页上的定制应用映射

•

第212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

第209页上的示例：添加和修改定制策略应用

示例：设置策略应用超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策略应用超时值。
•

要求 (第214页)

•

概述 (第214页)

•

配置 (第215页)

•

验证 (第215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策略应用超时。 请参阅第212页上的“了解策略应用超时配置和查找”。

概述
应用超时值存储在应用条目数据库中以及相应的基于 vsys TCP 和 UDP 端口的超时表中。 在此
示例中，将设置设备，使 FTP 预定义应用的策略应用超时值为 7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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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用超时值后，Junos OS 会用新值更新这些表。

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策略应用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不活动超时值。

1.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ftp]
user@host# set inactivity-timeout 75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提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了解 ICMP 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 ICMP 预定义应用。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 是 IP 的一部分，提供一种查询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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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建 ICMP、TCP 或 UDP
数据包，以返回含有关于网络的信息 (如该网络的拓扑) 的 ICMP 错误消息，并访问列表过滤特
征。 第215页上的表19 列出了 ICMP 消息名称、对应的代码、类型和说明。

表19: ICMP 消息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ICMP-ANY

all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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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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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ICMP 消息 (续)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ICMP-ADDRESS-MAS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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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求

18

0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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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不可访问错误消息可以消除主机已连
接并在 J 系列或 SRX 系列设备后运行的假定。
允许 ICMP 目标不可访问错误消息时，可以允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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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设置碎片标
志。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内部网络。

ICMP FragmentReassembly

11

1

ICMP 碎片重组超时错误指示重组碎片消息的主机已超
时并放弃数据包。 有时会发送此消息。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外部）传送到可信任（内
部）网络。

ICMP-HOST-UNREACH

3

1

ICMP 主机不可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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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可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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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

•

请求

16

0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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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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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ICMP 消息 (续)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ICMP-PARAMETER-PROBLEM

12

0

当存在不正确的标头参数，并导致数据包被丢弃时，
ICMP 参数问题错误消息会通知您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可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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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不可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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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可信任网络。
允许 ICMP 端口不可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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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不可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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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可信任网络。
如果允许 ICMP 协议不可访问错误，则其他人将可以
确定您的网络中正在运行的协议。

ICMP-REDIRECT

5

0

ICMP 重定向网络错误消息是由 J 系列或 SRX 系列设
备发送的。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互联网传送到可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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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没有用于接受数据
包、将数据包排入队列以及将数据包发送到下一个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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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很拥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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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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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ICMP 消息 (续)
ICMP 消息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ICMP-TIME-EXCEEDED

11

0

ICMP 超出生存时间 (TTL) 错误消息指示数据包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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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拒绝这些消息从可信任网络传送到互联网。

ICMP-TIMESTAMP

13

0

•

请求

14

0

•

回复
8

0

Ping (ICMP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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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是一种实用程序，可以确定某个特定的主机是否
可通过其 IP 地址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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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

•

Forward

30

1

•

Dis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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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访问可信任网
络（内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18页上的ICMP 不可访问错误的缺省行为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ICMP 不可访问错误的缺省行为
对于不同的安全性级别，来自下游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 ICMP 不可访问错误缺省行为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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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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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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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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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全局范围内为每个路由器生成一个 ICMP 不可访问消息。 其余 ICMP 不可到达错误将被丢
弃。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15页上的了解 ICMP 预定义策略应用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互联网相关应用。
第219页上的表20 列出了与互联网相关的预定义应用。 根据网络要求，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这些
应用中的任何应用或所有应用。 每个条目都列出了应用名称、缺省接收端口和应用说明。

表20: 预定义的应用
应用名称

端口

应用说明

AOL

5190-5193

美国在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提供互联网、聊天和即时消息传递服务。

DHCP relay

67（缺省值）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68（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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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服务器）
DNS

53

域名系统将域名转换为 IP 地址。

20（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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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控制）

我们建议拒绝来自不可信任源（互联网）的 FTP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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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
•

FTP-Get

•

FTP-Put

Gopher

我们建议拒绝 Gopher 访问，以避免暴露您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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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将禁止用户查看互联网。
允许 HTTP 应用将允许可信任主机查看互联网。

HTTP-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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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预定义的应用 (续)
应用名称

端口

应用说明

HTTPS

443

使用安全套接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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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FTP) 是一种用于进行简单文件传输的协议。

WAIS

—

广域信息服务器是用于在互联网上查找文档的程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21页上的了解动态路由协议预定义策略应用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 Microsoft 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 Microsoft 应用。
第220页上的表21 列出了预定义的 Microsoft 应用、与每个应用关联的参数以及对每个应用的简
要说明。 参数包括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以及 TCP/UDP 源端口和目标端口。 UUID 是由硬件
地址、时戳和种子值生成的唯一 128 位数字。

表21: 预定义的 Microsoft 应用
应用

参数/UUID

说明

Junos MS-RPC-EPM

135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RPC) 端点映射程
序 (EPM) 协议。

e1af8308-5d1f-11c9-91a4-08002b14a0fa
Junos MS-RPC

220

—

任何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RPC)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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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预定义的 Microsoft 应用 (续)
应用

参数/UUID

说明

Junos MS-RPC-MSEXCHANGE

3 个组成部分

Microsoft Exchange 应用组包括：
•

Junos-MS-RPC-MSEXCHANGE-DATABASE

•

Junos-MS-RPC-MSEXCHANGE-DIRECTORY

•

Junos-MS-RPC-MSEXCHANGE-INFO-STORE

Junos-MS-RPC-MSEXCHANGE-DATABASE

1a190310-bb9c-11cd-90f8-00aa00466520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应用。

Junos-MS-RPC-MSEXCHANGE-DIRECTORY

f5cc5a18-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Microsoft Exchange 目录应用。

f5cc5a7c-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f5cc59b4-4264-101a-8c59-08002b2f8426
Junos-MS-RPC-MSEXCHANGE-INFO-STORE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Microsoft Exchange 信息存储应用。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0f24e8e-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1544f5e0-613c-11d1-93df-00c04fd7bd09
Junos-MS-RPC-TCP

—

Microsoft 传输控制协议 (TCP) 应用。

Junos-MS-RPC-UDP

—

Microsoft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应用。

Junos-MS-SQL

—

Microsoft 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Junos-MSN

—

Microsoft Network Messenger 应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动态路由协议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动态路由协议应用。
根据网络要求，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根据这些动态路由协议生成的消息以及采用这些动态路由协
议的数据包。 第221页上的表22 按名称、端口和说明列出了各个受支持的动态路由协议。

表22: 动态路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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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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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动态路由协议 (续)
动态路由协议

端口

说明

BGP

179

BGP 是一种外部/域间路由协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流视频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流视频应用。
第222页上的表23 按名称列出了各种受支持的流视频应用，表中还包括缺省端口和说明。 根据网
络要求，可以选择允许或拒绝这些应用中的任何应用或所有应用。

表23: 支持的流视频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H.323

TCP 源端口 1-65535；TCP 目标端口 1720、1503、
389、522、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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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P 源端口 1-65535；UDP 源端口 1719
NetMeeting

TCP 源端口 1-65535；TCP 目标端口 1720、1503、
389、522

Microsoft NetMeeting 使用 TCP 来提供互联网上的
电话会议（视频和音频）应用。

UDP 源端口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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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流媒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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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 Sun RPC 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 Sun RPC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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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页上的表24列出了各个 Sun 远程过程调用应用程序层网关 (RPC ALG) 应用名称、参数和全
称。

表24: RPC ALG 应用
应用

程序号

全称

SUN-RPC-PORTMAPPER

111100000

Sun RPC Portmapper 协议

SUN-RPC-ANY

ANY

任何 Sun RPC 应用

SUN-RPC-PROGRAM-MOUNTD

100005

Sun RPC 安装守护程序

SUN-RPC-PROGRAM-NFS

100003

Sun RPC 网络文件系统

1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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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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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安全和通道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安全和通道应用。
第224页上的表25 列出了每个支持的应用，并提供了缺省端口以及对每个条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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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支持的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IKE

UDP 源端口 1-65535；UDP 目标端口 500

互联网密钥协议 (IKE) 是一种用于获取通过认证的密
钥资料以用于 ISAKMP 的协议。

4500（用于 NAT 穿透）
配置自动 IKE 时，可以从三种预定义的“阶段 1”或
“阶段 2”提议中进行选择:
•

标准：AES 和 3DES

•

基本：DES 和两种不同类型的认证算法

•

兼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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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自己的专用网络。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与 IP 相关的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 IP 相关应用。
第224页上的表26 列出了预定义的 IP 相关应用。 每个条目都包含缺省端口以及对应用的说明。

表26: 预定义的 IP 相关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Any

—

任何应用

TCP-ANY

1-65535

使用 TCP TCPMUX 端口 1 的任何协议

UDP-ANY

137

使用 UDP 的任何协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即时消息传递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即时消息传递应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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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页上的表27 列出了预定义的互联网消息传递应用。 每个条目都包含应用的名称、缺省或分
配的端口以及对应用的说明。

表27: 预定义的互联网消息传递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Gnutella

6346（缺省值）

Gnu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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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协议，允许通过网络读写服务器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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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25页上的了解管理预定义策略应用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管理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管理应用。
第225页上的表28 列出了预定义的管理应用。 每个条目都包含应用的名称、缺省或分配的端口以
及对应用的说明。

表28: 预定义的管理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NBNAME

137

NetBIOS 名称应用显示 UDP 端口 137 上发送的所有 NetBIOS 名称数据包。

NDBDS

138

由 IBM 发布的 NetBIOS 数据报应用为通过广播媒体连接的 PC 提供了无连接（数
据报）应用，可以查找资源、启动会话和终止会话。 它是一种不可靠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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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和安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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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预定义的管理应用 (续)
应用

端口

说明

NTP

123

网络时间协议为计算机提供了一种与参考时间同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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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 是一种程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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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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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邮件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邮件应用。
第226页上的表29 列出了预定义的邮件应用。 每一项都包含应用的名称、缺省或分配的端口号以
及对应用的说明。

表29: 预定义的邮件应用
应用

端口

说明

IMAP

143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是一种用于检索邮件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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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预定义的邮件应用 (续)
应用

端口

说明

Mail (SMTP)

25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是用于在服务器之间发送邮件的协议。

POP3

110

邮局协议用于检索电子邮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 UNIX 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预定义的 UNIX 应用。
第227页上的表30 列出了预定义的 UNIX 应用。 每一项都包含应用的名称、缺省或分配的端口以
及对应用的说明。

表30: 预定义的 UNIX 应用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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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其他预定义策略应用
在创建策略时，可以为策略指定其他预定义应用。
第227页上的表31 列出了其他预定义应用。 每个条目都包含应用名称、缺省或分配的端口以及对
应用的说明。

表31: 预定义的其他应用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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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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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预定义的其他应用 (续)
应用

端口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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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式打印机守护程序协议是一种基于 TCP 的协议，用于打印应用。

721-731 源端口号范围
（含 721 和 731）
RADIUS

1812

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应用是一种服务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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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计算机或移动 Juniper Networks 设
备以及与其进行交互变得非常容易。

WHOIS

43

网络目录应用协议是一种查找域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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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P) 使用信号连接控制端口来提供高可用性和流量控
制。

VoIP

—

IP 语音应用组提供互联网上的语音应用，包括 H.323 和会话启动协议 (SIP)。

相关主题

22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05页上的安全策略应用概述

•

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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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应用层网关
•

ALG (第231页)

•

H.323 ALG (第239页)

•

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第271页)

•

SIP ALG (第281页)

•

SCCP ALG (第335页)

•

MGCP ALG (第355页)

•

RPC ALG (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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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ALG
•

ALG 概述 (第231页)

•

了解 ALG 类型 (第232页)

•

了解 VoIP DSCP 重写规则 (第233页)

•

示例：配置 VoIP DSCP 重写规则 (第234页)

•

了解 DNS 修正 (第235页)

•

禁用 DNS 修正（CLI 过程） (第236页)

ALG 概述
应用层网关 (ALG) 是一个软件组件，用于在运行 Junos OS 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管理会
话启动协议 (SIP) 或 FTP 等特定协议。 ALG 模块负责处理应用层感知数据包。
可以通过安全策略中配置的服务或应用程序触发 ALG 功能：
•

服务是一个对象，通过对应用程序服务（如 Telnet、FTP、SMTP 和 HTTP）使用第 4 层信息
（如标准 TCP 和 UDP 端口号与接受的 TCP 和 UDP 端口号）来识别应用协议。

•

应用 指定映射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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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于自定义服务，必须将其明确链接到应用程
序，特别是在希望策略应用 ALG 的情况下。
如果数据包目标为众所周知的端口，用于这些数据包的 ALG 由服务类型触发。 ALG 截取和分析
指定的信息流、分配资源和定义动态策略，以允许该信息流安全通过设备：
1. 数据包到达设备之后，流模块将根据策略中设置的安全规则转发该数据包。
2. 如果发现有策略允许该数据包，将分配关联的服务类型或应用类型，并将为这种类型的信息流

创建会话。
3. 如果为数据包找到了会话，则无需策略规则匹配。 如果这个特定的服务或应用程序类型需要

受支持的 ALG 处理，将触发 ALG 模块。
ALG 还会检查数据包，以便了解数据包负荷中是否嵌入 IP 地址和端口信息，并在必要时执行网
络地址转换 (NAT) 处理。 ALG 还会为 IP 地址和端口号打开一个入口，以允许为会话交换数据。
可将控制会话与数据会话配对，以便得到相同的超时值；这两个会话也可相互独立。
机箱集群支持 ALG。 有关机箱集群的信息，请参阅第1195页上的“机箱集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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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2页上的了解 ALG 类型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85页上的了解 RPC ALG

了解 ALG 类型
Junos OS 支持 IP 语音应用层网关 (VoIP ALG) 和基本数据 ALG。 （请注意，支持的 ALG 类型
很多，具体取决于所用硬件设备。）

VoIP ALG 为 VoIP 信号发送与媒体信息流提供状态式应用层检查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功能。
ALG 检查事务或呼叫的状态，然后根据这些状态转发或丢弃数据包。
Junos OS 支持下列 VoIP ALG：
•

H.323—H.323 ALG 为 H.323 旧版 VoIP 协议提供支持。 该 ALG 可用于保护 IP 电话与多媒
体设备之类终端主机之间的 VoIP 通信。 在此类电话系统中，关守设备管理 VoIP 呼叫的呼叫
注册、许可与呼叫状态。 关守设备可驻留在两个不同的区段中，也可驻留在同一区段中。

•

SIP—SIP ALG 为会话启动协议 (SIP)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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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环境中具有即时消息和应用级灵活性等功能。

•

SCCP — SCCP ALG 为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提供支持。 SCCP 是 Cisco 专有的一个协议，
用于发送呼叫信号。 SCCP 是一个基于呼叫代理的呼叫控制体系结构。 该控制协议使用二进制
编码的帧对发送到众所周知的 TCP 端口号目标的 TCP 帧进行编码，以设置和终止 RTP 媒体会
话。

•

MGCP—MGCP ALG 为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提供支持。 MGCP 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应用层协
议，用于媒体网关与媒体网关控制器 (MGC) 之间的呼叫设置与呼叫控制。 。

Junos OS 还支持下列数据 ALG：

232

•

DNS—提供用于域名系统的 ALG。 DNS ALG 监视 DNS 查询，并在 DNS 标志指示数据包是回复
消息时回复数据包并关闭会话。

•

FTP—提供用于文件传输协议 (FTP) 的 ALG。FTP ALG 监视 PORT、PASV 和 227 命令。 该 ALG
对消息中的 IP 和/或端口执行 NAT，并在必要时在设备上打开入口。

•

TFTP—提供用于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FTP) 的 ALG。 TFTP ALG 处理用于启动请求的 TFTP 数
据包并打开入口，以便允许将来自相反方向的数据包返回给发送该请求的端口。

•

PPTP—提供用于点对点通道协议 (PPTP) 的 ALG。 PPTP 是第 2 层协议，用于通过 TCP/IP 网
络在通道中传输 PPP 数据。 PPTP 客户端可在 Windows 系统上自由使用，并广泛部署用于构
建虚拟专用网 (VPN)。

•

REAL—提供用于实时流协议的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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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RPC—提供用于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的 ALG。

•

SUNRPC—提供用于 SUN 远程过程调用的 ALG。

•

RSH—提供用于远程外壳 (RSH) 的 ALG。 RSH ALG 处理目标为端口 514 的 TCP 数据包，还用
于处理 RSH 端口命令。 RSH ALG 用于对端口命令中的端口执行 NAT，并在必要时打开入口。

•

SQL—提供用于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的 ALG。 SQLNET ALG 用于处理来自服务器端的 SQL TNS
响应帧。 该 ALG 解析数据包并查找 (HOST=ipaddress), (PORT=port) 模式，执行 NAT，并在
TCP 数据通道的客户端打开入口。

•

TALK—提供用于 TALK 协议的 ALG。 TALK 协议对控制通道连接使用 UDP 端口 517 和端口
518。 Talk 程序由服务器与客户端构成。 服务器处理客户端通知并帮助建立 talk 会话。
Talk 服务器有两种类型：ntalk 和 talkd。 TALK ALG 处理 ntalk 和 talkd 这两种格式的数
据包。 还执行 NAT，并在必要时打开入口。

有关如何通过 J-Web 启用和配置上述每一个 ALG 的信息，请在 J-Web 用户界面中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页面，然后单击 Help（帮助）。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85页上的了解 RPC ALG

了解 VoIP DSCP 重写规则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IP 语音应用层网关 (VoIP ALG) 机制修改实时传输协议 (RTP) 数据包的差
异服务代码点 (DSCP) 字段。 VoIP ALG 机制适用于可被 ALG 识别的 RTP 会话。
DSCP 是服务类别 (CoS) 的服务类型字节修改版。 该字节的六个位重新分配用作 DSCP 字段，其
中的每个 DSCP 指定一个特定的单跃点行为，应用于数据包。
要避免网络拥塞导致 VoIP 质量下降，需要使用 RTP 数据包来标记 DSCP 位，以便确保这些数据
包获得较高的路由优先级。 下游路由器可将这些数据包放入优先级较高的队列，以便以更快的速
度转发。 要提供此功能，需要使用单 VoIP 机制来根据特定配置修改 RTP 数据包的 DSCP 字段。
这样可以确保为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传输控制协议 (UDP/TCP) 且遇到 ALG 的所有 RTP 数据包
都分配一个特定的 DSCP 位。
重写规则用于修改外向数据包中的相应 CoS 位，以满足目标对等方的要求。 每个重写规则都会
读取在 VoIP ALG 级别配置的当前 CoS 值。 每个命中了 VoIP ALG 的数据包都会被这个 CoS 值
标记。
此功能支持面向 H323、会话启动协议 (SIP)、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和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的 ALG DSCP 标记。 它为其中每一种协议提供 6 位 DSCP 值配置。 第一个 RTP 数据包
命中 ALG 时，该功能将收到来自配置的 6 位 DSCP 值，并将其设置为该数据包创建的 RTP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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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该首个 RTP 数据包以及通过 RTP 会话的后续 RTP 数据包将根据会话中的 6 位 DSCP 值进
行标记。
相关主题

•

第234页上的示例：配置 VoIP DSCP 重写规则

示例：配置 VoIP DSCP 重写规则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VoIP DSCP。
•

要求 (第234页)

•

概述 (第234页)

•

配置 (第234页)

•

验证 (第234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 SRX210 设备。 此示例假设已启用了 ALG。

概述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四个 ALG DSCP 标记：SIP、H323、MGCP 和 SCCP。 可为每个 ALG DSCP 设
置 6 位 DSCP 值配置。

配置
分步过程

配置 VoIP DSCP 重写规则：
1.

为每个 VoIP ALG 设置 DSCP。
[edi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2.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alg
alg
alg
alg

sip dscp-rewrite code-point 101010
h323 dscp-rewrite code-point 010101
mgcp dscp-rewrite code-point 111000
sccp dscp-rewrite code-point 000111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命令。
相关主题

23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3页上的了解 VoIP DSCP 重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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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DNS 修正
面向 SRX 系列设备的 JUNOS 软件提供域名系统 (DNS) 支持。 DNS ALG 监视 DNS 查询，并在
DNS 标志指示数据包是回复消息时回复数据包并关闭会话。 要配置 DNS ALG，请在 [edit security
alg]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edit security alg dns 语句。
域名系统 (DNS) 在路由类（如 IP）中提供名称到地址的映射。 而网络地址转换器 (NAT) 将尝
试在同一个路由类的全异地址领域中的主机之间提供透明路由。 因此，NAT 将为 DNS 带来一些
问题，需要由 DNS ALG 来处理。 这种问题处理方式称为 DNS 修正。
为了解决 NAT 带来的问题，DNS ALG 功能已经扩展到可以支持静态 NAT，这样就可以通过 DNS
修正来解决此类问题。

注意: 必须在设备上启用 DNS ALG，才能执行 DNS 修正。 在 SRX3400、SRX3600、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启用 DNS ALG 之后，Junos 版本 10.1 中缺省启用了 DNS
修正。

恢复/修正分两个部分执行：
•

数据包运行状况检查

•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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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首先为 DNS 服务器配置静态 NAT。 接下来，如果启用了 DNS ALG，就可以对 DNS 回复中的
A 记录执行公共网络到专用网络和专用网络到公共网络静态地址转换。
DNS ALG 现在还包含一个 maximum-message-length 命令选项，该选项的值范围为 512 到 8192
个字节，缺省值为 512 个字节。 以下条件下，DNS ALG 将不会丢弃信息流：DNS 消息长度超过
了配置的最大长度，域名超过了 255 个字节，或标签长度超过了 63 个字节。 ALG 还将解压缩
域名压缩指针并检索其相关完整域名，然后检查是否存在压缩指针循环；如果存在循环，将丢弃
信息流。

注意: DNS ALG 可转换单个 DNS 回复中的前 32 个 A 记录。 将不处理前 32 个 A
记录之后的 A 记录。 另请注意，DNS ALG 仅支持 IPv4 地址，不支持 VPN 通道。

[Junos OS CLI Reference]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相关主题

•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

第82页上的IPv6 NAT-PT 通信概述

•

第236页上的禁用 DNS 修正（CLI 过程）

禁用 DNS 修正（CLI 过程）
缺省已启用 DNS 修正功能。 可以通过 CLI 禁用 DNS 修正功能。
禁用 DNS 修正：
1. 禁用所有修正功能。

指定 none（无）配置选项。 此命令禁用所有修正功能。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dns doctoring none
2. 禁用 NAT 功能，但保留运行状况检查功能。

指定 sanity-check（运行状况检查）配置选项。 此选项禁用 NAT 功能，但保留运行状况检查
功能。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dns doctoring sanity-check
3.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提交此配置。
4. 在 CLI 中的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dns doctoring 命令以验证配置。 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Junos OS CLI Reference]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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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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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页上的IPv6 NAT 概述

•

第81页上的IPv6 NAT PT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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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H.323 ALG
•

了解 H.323 ALG (第239页)

•

了解 Avaya H.323 ALG (第241页)

•

H.323 ALG 配置概述 (第242页)

•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第243页)

•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第244页)

•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46页)

•

H.323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247页)

•

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关守 (第249页)

•

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外部区段中的关守 (第254页)

•

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内向呼叫 (第259页)

•

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外向呼叫 (第265页)

了解 H.323 ALG
H.323 标准是国际电信同盟 (ITU-T) 制订的一个旧版 IP 语音 (VoIP) 协议。 H.323 包含一套
用于对 VoIP 执行呼叫信号发送和呼叫控制的协议（如 H.225.0 和 H.245）。
H.323 使用 ASN.1 编码格式。 它按照协议 Q.931（端口号为 1720）和 H.245 为数据、视频和
音频流设置动态链接。 H.323 中有三个主要进程：
•

关守发现—端点通过关守发现进程、广播或单播（到已知 IP 和众所周知的 UDP 端口 1719）
查找其关守。 （Junos OS 仅支持单播。）

•

端点注册、许可与状态—端点注册到关守，并要求关守进行管理。 执行调用之前，端点将要求
其关守允许发出调用。 在注册与许可阶段均会使用注册、许可与状态 (RAS) 通道。 传输服务
接入点 (TSAP) 可以是众所周知的 UDP 端口 (1719)，也可以是发现或注册阶段动态分配的端
口。

•

呼叫设置和呼叫控制—可以在一个区段内部或跨两个区段建立呼叫，甚至可以跨多个区段建立
呼叫（多点会议）。 呼叫设置和终止通过呼叫信号发送通道执行，该通道的 TSAP 为众所周知
的 TCP 端口 (1720)。 呼叫控制（包括打开/关闭两个端点之间的媒体通道）通过呼叫控制通
道执行，该通道的 TSAP 是从上一个呼叫信号发送进程动态分配的。 H.245 消息在呼叫控制通
道中使用，使用 ASN.1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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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ITU-T 建议 H.323 中包含有关 H.323 的详细信息。

可通过 H.323 应用层网关 (ALG) 来保护 IP 电话与多媒体设备之类两个终端主机之间的 VoIP
通信。 在此类电话系统中，关守设备管理 VoIP 呼叫的呼叫注册、许可与呼叫状态。 关守设备
可驻留在两个不同的区段中，也可驻留在同一区段中。 （请参见第240页上的图17。）

图17: 用于 VoIP 呼叫的 H.323 ALG

注意: 此插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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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NetMeeting 多媒体设备。

相关主题

24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41页上的了解 Avaya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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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vaya H.323 ALG
H.323 标准是国际电信同盟 (ITU-T) 制订的一个旧版 IP 语音 (VoIP) 协议。 H.323 包含一套
用于对 VoIP 执行呼叫信号发送和呼叫控制的协议（如 H.225.0 和 H.245）。 H.323 标准应用
层网关 (ALG) 的配置过程与专有 Avaya H.323 ALG 的配置过程相同。
但是，Avaya H.323 ALG 有一些特殊功能。 要了解并配置此处列举的 Avaya H.323 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
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Avaya H.323 ALG 特有功能 (第241页)

•

Avaya H.323 ALG 中的呼叫流详细信息 (第241页)

Avaya H.323 ALG 特有功能
下面是 Avaya H.323 的特有功能：
•

H.323 快速连接

•

H.323 非对称媒体

•

呼叫等待

•

呼叫转发

•

语音邮箱

•

呼叫身份识别

•

会议呼叫

Avaya H.323 ALG 中的呼叫流详细信息
•

将电话连接到网络—Avaya 执行 Q.931 设置/连接协商的时间是在电话接入网络时，而不是在
启动呼叫时。

•

创建呼叫—创建了呼叫之后，由于 PBX 已经在电话连接到网络时存储了各电话的功能，所以无
需执行进一步的 Q.931 和 PBX 协商，即可设置呼叫。 它不再与 PBX 交换 Q.931 设置和连接
消息。 电话和 PBX 将交换 H.323 设备消息，以便设置呼叫。

•

注册 CM—创建呼叫之后，Avaya H.323 将在 Avaya 通信管理器 (CM) 中注册。 注册过程类似
常规的 H.323 标准注册过程。

注意: Avaya H.323 ALG 不能定义直接模式和通道模式。

要让呼叫工作，必须为 CM 部署 Avaya 端点。 在呼叫期间，CM 与 Avaya 端点之间将交换 RAS
和 Q.931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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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具有源网络地址转换 (NAT) 池的 Avaya H.323，注册过程只允许该池中包
含一个 IP 地址。

•

设置实时传输协议 (RTP)/实时控制协议 (RTCP) 端口—使用 Q.931 设置、设备和信息消息设
置 RTP/RTCP 端口。 Avaya H.323 会话的层次结构依次为 Q.931、RTP/RTCP、父级和子级。

注意: Avaya 呼叫流过程中不使用 H.245 端口。

•

使用 Avaya H.323 计数器—呼叫和活动呼叫计数器不适用于 Avaya H.323 ALG。 由后面的设
备消息执行呼叫创建与终止。 为呼叫分配资源之后，呼叫和活动呼叫的所有计数器都将递增。
如果为一个呼叫多次分配了资源，属于同一个呼叫且多次经过防火墙的消息将触发计数器的多
次递增。 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呼叫的资源需要多次分配，则属于同一个呼叫且多次经过防火墙
的消息可能会触发计数器的多次递增。
例如，在双区段的示例中，设置和连接消息对将分配一个呼叫消息。 活动呼叫计数器将增加一
次。 设置和连接消息对每次经过防火墙，都将分配一个具有唯一接口和 NAT 的不同呼叫资源。
因此，计数器在三区段场景中将递增两次。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H.323 ALG 配置概述
设备上缺省启用了 H.323 应用层网关 (ALG)—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来启用此 ALG。 但是，可以选
择使用以下说明来优化 H.323 ALG 操作：
1. 指定端点注册条目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表中的保留时间长度。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43页上

的“示例：设置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2. 在小范围或大范围端口上启用媒体信息流。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45页上的“示例：设置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3. 保护 H.323 关守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46页上的“示例：配

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4. 会话处于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时，让未知消息经过。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48页上的“示例：

允许未知 H.323 ALG 消息类型”。

相关主题

24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9页上的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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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4页上的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外部区段中的关守

•

第259页上的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内向呼叫

•

第265页上的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外向呼叫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

了解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第243页)

•

示例：设置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第243页)

了解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当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后的受保护网络中的端点在 H.323
关守中注册时，设备将向包含各端点公共网络到专用网络地址映射的 NAT 表添加一个条目。 由
于有了这些条目，所以受保护网络中的端点可以接收内向呼叫。
可以设置端点注册超时，以便指定端点注册条目在 NAT 表中的保留时间长度。 要确保内向呼叫
服务不中断，请将端点注册超时设置为等于或大于管理员在关守上配置的保持活动值。 取值范围
介于 10 到 50,000 秒之间，缺省值为 3600 秒。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

第243页上的示例：设置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示例：设置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此示例显示如何指定端点注册超时。
•

要求 (第243页)

•

概述 (第243页)

•

配置 (第244页)

•

验证 (第244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概述
可以设置端点注册超时范围，以便指定端点注册条目在 NAT 表中的保留时间长度。 取值范围介
于 10 到 50,000 秒之间，缺省值为 36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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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指定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H323 选项卡。
3. 在“Timeout for endpoints”（端点的超时）框中，键入 500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指定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H.323 ALG，并将端点注册超时设置为 5000 秒。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h323 endpoint-registration-timeout 5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命令和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43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端点注册超时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

了解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第244页)

•

示例：设置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第245页)

了解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媒体源端口功能用于配置设备，以便允许媒体信息流经过小范围或大范围的端口。 缺省情况下，
设备在大范围端口上侦听 H.323 信息流。 如果端口设备允许指定发送端口和侦听端口，您可能
希望缩小设备允许媒体信息流经过的端口范围。 这样可以增强安全性，因为为 H.323 信息流打
开的针孔更小。
相关主题

24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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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5页上的示例：设置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示例：设置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此示例显示如何启用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功能。
•

要求 (第245页)

•

概述 (第245页)

•

配置 (第245页)

•

验证 (第245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概述
媒体源端口功能用于配置设备，以便允许媒体信息流经过小范围或大范围的端口。 缺省情况下，
设备在小范围端口上侦听 H.323 信息流。 此示例显示如何通过启用媒体源端口功能来配置设备，
以便为媒体信息流打开宽关口。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启用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H323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Permit media from any source port（启用允许来自任何源端口的媒体）复选

框。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启用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为 H.323 ALG 禁用媒体源端口来为媒体信息流设置窄关口。
[edit]
user@host# delete security alg h323 media-source-port-any

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命令和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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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44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媒体源端口范围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

了解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46页)

•

示例：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46页)

了解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可以保护 H.323 关守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方法是限制每秒尝试处理的注册、许可与
状态 (RAS) 消息的数量。 H.323 应用层网关 (ALG) 将丢弃超过了您指定阈值的内向 RAS 请求
消息。 取值范围介于每秒 2 到 50,000 个消息之间，缺省值为 10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

第246页上的示例：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示例：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功能。
•

要求 (第246页)

•

概述 (第246页)

•

配置 (第246页)

•

验证 (第247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概述
可以保护 H.323 关守免受 DoS 泛滥攻击，方法是限制每秒尝试处理的注册、许可与状态 (RAS)
消息的范围。 取值范围介于每秒 2 到 50,000 个消息之间，缺省值为 1000。 此示例将内向 RAS
请求消息的数量限制为每秒 5000 个消息。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H323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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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Message flood gatekeeper threshold”（消息泛滥关守阈值）框中，键入 500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配置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 H.323 ALG 配置关守，然后设置阈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h323 application-screen message-flood gatekeeper threshold
5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命令和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46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DoS 攻击保护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H.323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了解 H.323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247页)

•

示例：允许未知 H.323 ALG 消息类型 (第248页)

了解 H.323 ALG 未知消息类型
此功能用于指定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 H.323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不受支持的）消
息。
可以保护 H.323 关守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方法是限制每秒尝试处理的注册、许可与
状态 (RAS) 消息的数量。 H.323 应用层网关 (ALG) 将丢弃超过了您指定阈值的内向 RAS 请求
消息。 取值范围介于每秒 2 到 50,000 个消息之间，缺省值为 1000。
建议不要允许未知消息，因为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可能对
解决不同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允许未知 H.323 消息可以帮助您的网络运行，这
样就可以分析 IP 语音 (VoIP) 信息流来确定丢弃了某些消息的原因。 未知 H.323 消息类型功
能可用于将设备配置为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下均接受包含未知消息类型的 H.323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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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选项仅适用于收到的标识为受支持 VoIP 数据包的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可
识别，将始终被丢弃。 如果数据包识别为受支持的协议，而您已经将设备配置为允许
未知消息类型，消息将不经处理即转发。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

第248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H.323 ALG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未知 H.323 ALG 消息类型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设备配置为在路由模式和 NAT 模式下均允许未知 H.323 消息类型。
•

要求 (第248页)

•

概述 (第248页)

•

配置 (第248页)

•

验证 (第249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概述
此功能用于指定设备如何处理不确定的 H.323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不受支持的）消息。
“Enable Permit NAT applied”（启用允许应用的 NAT）选项和 permit-nat-applied 配置语句
指定如果会话为 NAT 模式，将允许未知消息通过。 “Enable Permit routed”（启用允许路由）
选项和 permit-routed 配置语句指定如果会话为路由模式，将允许未知消息通过。 （透明模式的
会话视为路由模式。）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将设备配置为在路由模式和 NAT 模式下均允许未知 H.323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H323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Permit NAT applied（启用允许应用的 NAT）复选框。
4. 选中 Enable Permit routed（启用允许路由）复选框。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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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将设备配置为在路由模式和 NAT 模式下均允许未知 H.323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会话为 NAT 模式时允许未知消息通过。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h323 application-screen unknown-message permit-nat-applied

指定会话为路由模式时允许未知消息通过。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h323 application-screen unknown-message permit-rout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命令和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47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关守
此示例显示如何设置两个策略，以便允许 H.323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和关守，
以及公共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 (2.2.2.5/32) 之间。
•

要求 (第249页)

•

概述 (第249页)

•

配置 (第250页)

•

验证 (第25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此示例显示如何设置两个策略，以便允许 H.323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和关守，
以及公共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 (2.2.2.5/32) 之间。 与设备的连接可以使用 NAT，也可以不使
用。 参见第250页上的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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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专用区段中的 H.323 关守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set security
set security
set security
IP_Phone
set security
junos-h323
set security
set security
set security
gateway
set security
junos-h323
set security

分步过程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_phone 2.2.2.5/32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way 2.2.2.5/32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application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将设备配置为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专用区段中的关守，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两个地址簿。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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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_phone
2.2.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way 2.2.2.5/32
2.

配置从专用区段到公共区段的策略 P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_Phone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1 then
permit

3.

配置从公共区段到专用区段的策略 P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wa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2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约起见，此显示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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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de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deny;
}
}
}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P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IP_Phone;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P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gateway;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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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H.323 ALG 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信息。

注意: 此 show security 命令的输出中呼叫和活动呼叫的 H.323 计数器不会应用于
H.323 的专用 Avaya 实施。 这是因为电话电源一打开就交换了 Q.931 设置和连接消
息，而呼叫的创建与终止是由设备消息执行的。
为呼叫分配的资源增加时，呼叫和活动呼叫的计数器将增加—即，属于同一个呼叫且
多次通过防火墙的消息将使计数器递增。 这一点适用于需要为一个呼叫多次分配资源
时。 例如，在双区段场景中，设置和连接消息对分配一次呼叫资源，而活动呼叫计数
器则加一。 但是在三区段场景中，设置和连接消息对两次通过防火墙，并且每次分配
不同的呼叫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计数器将递增。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H323（监控>ALG>H323）。 也可以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在 H.245 通道的情况下，收到的 H.245 消息计数器也不准确。 因为 H.245 消息封装在 Q.931
数据包中，所以即使有 H.245 消息，收到的 H.245 消息计数器仍然保持为零。 但是，其它 H245
计数器仍然会体现这些数据包传输。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summary:
Packets received
:
Packets dropped
:
RAS message received
:
Q.931 message received
:
H.245 message received
:
Number of calls
:
Number of active calls
:
H.323 error counters:
Decoding errors
:
Message flood dropped
:
NAT errors
:
Resource manager errors :
H.323 message counters:
RRQ
: 0
RCF
: 0
ARQ
: 0
ACF
: 0
URQ
: 0
UCF
: 0
DRQ
: 0
DCF
: 0
Oth RAS
: 0
Setup
: 0
Alert
: 0
Connect
: 0
CallProd : 0
Info
: 0
RelCmpl
: 0
Facility : 0
Empty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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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C
OLC-ACK
Oth H245

相关主题

: 0
: 0
: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示例：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外部区段中的关守
此示例显示如何设置两个策略，以便允许 H.323 信息流通过内部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与外部区
段中 IP 地址为 2.2.2.5/32 的 IP 电话主机（以及关守）之间。
•

要求 (第254页)

•

概述 (第254页)

•

配置 (第255页)

•

验证 (第25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并配置 Avaya H.323 的所有特有功能。 请参阅 Administrator Guide for Avaya
Communication Manager、 Avaya IP Telephony Implementation Guide和 Avaya Application
Solutions IP Telephony Deployment Guide 网址为 http://support.avaya.com。

•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因为路由模式无需任何类型的地址映射，所以外部区段（也称公共区段）中关守的设备配置通常
与内部区段（也称专用区段）中关守的配置相同。 此示例显示如何设置两个策略，以便允许 H.323
信息流通过内部区段中的 IP 电话主机与外部区段中 IP 地址为 2.2.2.5/32 的 IP 电话主机（以
及关守）之间。 设备可以处于透明或路由模式。 参见第255页上的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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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外部区段中的 H.323 关守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 address-book address IP_Phone 2.2.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2.2.2.1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_Phon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source-address
IP_Phon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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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stination-address
set security policies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分步过程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source-addres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any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application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将设备配置为允许 H.323 ALG 信息流通过外部区段中的关守，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两个地址簿。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 address-book address IP_Phone
2.2.2.5/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2.2.2.10/32

2.

配置从内部区段到外部区段的策略 P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_Phone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1 then
permit

3.

配置策略 P2，以便允许信息流经过内部区段与外部区段的关守之间。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P2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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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策略 P3，以便允许信息流经过内部区段与外部区段之间的电话。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source-address IP_Phone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3 then
permit

5.

配置策略 P4，以便允许信息流经过内部区段的电话与外部区段的关守之间。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P4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约起见，此显示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
policy P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IP_Phone;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policy P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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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
policy P3 {
match {
source-address IP_Phone;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policy P4 {
match {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H.323 ALG 配置 (第258页)

验证 H.323 ALG 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信息。

注意: 此 show security 命令的输出中呼叫和活动呼叫的 H.323 计数器不会应用于
H.323 的专用 Avaya 实施。 这是因为电话电源一打开就交换了 Q.931 设置和连接消
息，而呼叫的创建与终止是由设备消息执行的。
为呼叫分配的资源增加时，呼叫和活动呼叫的计数器将增加—即，属于同一个呼叫且
多次通过防火墙的消息将使计数器递增。 这一点适用于需要为一个呼叫多次分配资源
时。 例如，在双区段场景中，设置和连接消息对分配一次呼叫资源，而活动呼叫计数
器则加一。 但是在三区段场景中，设置和连接消息对两次通过防火墙，并且每次分配
不同的呼叫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计数器将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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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H323（监控>ALG>H323）。 也可以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
在 H.245 通道的情况下，收到的 H.245 消息计数器也不准确。 因为 H.245 消息封装在 Q.931
数据包中，所以即使有 H.245 消息，收到的 H.245 消息计数器仍然保持为零。 但是，其它 H245
计数器仍然会体现这些数据包传输。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summary:
Packets received
:
Packets dropped
:
RAS message received
:
Q.931 message received
:
H.245 message received
:
Number of calls
:
Number of active calls
:
H.323 error counters:
Decoding errors
:
Message flood dropped
:
NAT errors
:
Resource manager errors :
H.323 message counters:
RRQ
: 0
RCF
: 0
ARQ
: 0
ACF
: 0
URQ
: 0
UCF
: 0
DRQ
: 0
DCF
: 0
Oth RAS
: 0
Setup
: 0
Alert
: 0
Connect
: 0
CallProd : 0
Info
: 0
RelCmpl
: 0
Facility : 0
Empty
: 0
OLC
: 0
OLC-ACK
: 0
Oth H245 : 0

相关主题

h323 counters
0
0
0
0
0
0
0
0
0
0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内向呼叫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NAT 与 H.323 ALG，以便启用从公共网络到专用网络的呼叫。
•

要求 (第260页)

•

概述 (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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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261页)

•

验证 (第265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H.323 ALG。 请参阅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概述
在专用区段中包含服务器的双区段场景内，可为内向呼叫使用 NAT，方法是在至公共区段的接口
上配置一个 NAT 池。
在本示例中（见第260页上的图20），IP-Phone1 和名称为 gatekeeper 的服务器位于专用区段中，
而 IP-Phone2 则位于公共区段中。 您将配置一个静态 NAT 规则集和一个源 NAT 池来执行 NAT。
还将创建两个策略，一个针对专用网络到公共网络，一个针对公共网络到专用网络，以便允许 ALG
H.323 信息流在专用区段与公共区段之间传输。

图20: NAT 与 H.323 ALG—内向呼叫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源 NAT：

260

•

创建一个名称为 gatekeeper 的静态 NAT 规则集，该规则集有一个规则称为 gatekeeper，它
匹配来自目标地址为 1.1.1.25/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
转换为专用区段地址 10.1.1.25/32。

•

定义一个名称为 h323-nat-pool 的源 NAT 池，其中包含从 1.1.1.30/32 到 1.1.1.150/32 的
IP 地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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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名称为 h323-nat 且包含规则 h323-r1 的源 NAT 规则集，以便匹配从专用区段到公
共区段且源 IP 地址为 10.1.1.0/24 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将把源地址转换为
h323-nat-pool 中的 IP 地址。

•

为接口 ge-0/0/1.0 中的地址 1.1.1.30/32 到 1.1.1.150/32 配置代理 ARP。 这样系统就可
以响应在接口上为这些地址接收的 ARP 请求。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h323-nat-pool address 1.1.1.30/32 to 1.1.1.15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to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rule h323-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rule h323-r1 then source-nat pool h323-nat-pool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30/32 to 1.1.1.15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配置 NAT 与 H.323 ALG，以便启用从公共网络到专用网络的呼叫：
1.

配置接口。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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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配置区段，并为其分配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创建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zones]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from zone publi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5/32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25/3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25/32

5.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et source pool h323-nat-pool address 1.1.1.30/32 to 1.1.1.150/32
se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se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from zone private
se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to zone public
se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rule h323-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set source rule-set h323-nat rule h323-r1 then source-nat pool h323-nat-pool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30/32 to 1.1.1.150/32

6.

为外向信息流配置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为内向信息流配置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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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
interfaces {
ge-0/0/1.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h323-nat-pool {
address {
1.1.1.30/32 to 1.1.1.150/32;
}
}
address-persistent;
rule-set h323-nat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h323-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0/24;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h323-nat-poo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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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1.1.1.30/32 to 1.1.1.150/32;
}
}
}
static {
rule-set ip-phones {
from zone public;
rule gatekeeper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5/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25/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1.1.1.25/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private-to-public {
match {
source-address [IP-Phone1 gatekeeper];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public-to-private {
match {
source-address IP-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1 gatekeeper];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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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H.323 ALG 状态 (第265页)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265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265页)

验证 H.323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H.323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来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信息。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验证 H.323 ALG 配置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示例：结合使用 NAT 和 H.323 ALG 来启用外向呼叫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静态 NAT 与 H.323 ALG，以便启用从专用网络到公共网络的呼叫。
•

要求 (第265页)

•

概述 (第266页)

•

配置 (第266页)

•

验证 (第270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H.323 ALG 及其进程。 请参阅第239页上的“了解 H.323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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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本示例中（见第266页上的图21），IP-Phone1 和名称为 gatekeeper 的服务器位于专用区段中，
而 IP-Phone2 则位于公共区段中。 您将配置静态 NAT，以便让 IP-Phone1 和 gatekeeper 呼叫
公共区段中的 IP-Phone2。 然后创建名称为 public-to-private 的策略，允许 ALG H.323 信息
流从公共区段传输到专用区段，再创建名称为 private-to-public 的策略，允许 ALG H.323 信
息流从专用区段传输到公共区段。

图21: NAT 与 H.323 ALG—外向呼叫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静态 NAT：
•

创建一个名称为 ip-phones 的静态 NAT 规则集，该规则集有一个规则称为 phone1，它匹配来
自目标地址为 1.1.1.5/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
用区段地址 10.1.1.5/32。

•

再定义一个规则，名称为 gatekeeper，用于匹配来自目标地址 1.1.1.25/32 的公共区段的数
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用区段地址 10.1.1.25/32。

•

为接口 ge-0/0/1 中的地址 1.1.1.5/32 到 1.1.1.25/32 创建代理 ARP。 这样系统就可以响
应在指定接口上为这些地址接收的 ARP 请求。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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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from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5/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5/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rule gatekeep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5/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rule gatekeeper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25/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5/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25/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配置静态 NAT 与 H.323 ALG，以便启用从专用网络到公共网络的呼叫：
1.

配置接口。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创建区段，并为其分配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zones]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配置带规则的静态 NAT 规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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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nat static rule-set ip-phones]
from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5/32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5/32
rule gatekeep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5/32
rule gatekeeper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25/3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 address 1.1.1.5/32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 address 1.1.1.25/32

5.

为内向信息流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为外向信息流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public-to-private]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IP-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gatekeep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323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IP-Phone1 10.1.1.5/32;
address gatekeeper 10.1.1.2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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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IP-Phone2 2.2.2.5/32;
}
interfaces {
ge-0/0/1.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
rule-set ip-phones {
from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5/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5/32;
}
}
rule gatekeeper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5/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25/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1.1.1.5/32;
1.1.1.25/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public-to-private {
match {
source-address IP-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gatekeeper;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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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private-to-public {
match {
source-address [ IP-Phone1 gatekeeper ];
destination-address IP-Phone2;
application junos-h323;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H.323 ALG 状态 (第270页)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270页)

验证 H.323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H.323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h323 counters 命令来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信息。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相关主题

27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验证 H.323 ALG 配置

•

第242页上的H.323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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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第271页)

•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操作 (第272页)

•

示例：配置 IKE 与 ESP ALG (第272页)

•

示例：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 (第277页)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在以下情况下只能用作网络地址转换 (NAT) 设备：安装在 NAT 网关的专
用端上的 VPN 客户端与公共端上的虚拟专用网 (VPN) 网关之间。
将在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交换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和封包安全负荷 (ESP) 信息流。 但是，如
果客户端不支持 NAT 穿透 (NAT-T)，但设备为两个或更多客户端分配了由 NAT 生成的同一个 IP
地址，该设备将无法正确区分和路由返回信息流。

注意: 如果用户希望同时支持具备 NAT-T 功能和不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那么
还需要执行一些配置。 如果有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用户必须启用源 NAT 地址
保持。

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监控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 IKE 信息流，并仅允许任意指定客户端/服
务器对之间执行一次 IKE 第 2 阶段消息交换，而不仅仅是任意客户端与任意服务器之间执行一
次交换。
已经创建了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信息流并增强了 NAT，以便实现以下目的：
•

让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可以通过源 NAT 池传递 IKE 和 ESP 信息流

•

允许将设备配置为不通过 NAT 即返回 NAT 为同一个 IP 地址生成的相同 IP 地址（“地址保
持 NAT”）。 因此，设备可以将客户端的外向 IKE 信息流与其来自服务器的返回信息流关联，
特别是 IKE 会话超时导致需要重新建立时。

•

还允许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生成的 ESP 信息流，特别是在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方向。

•

返回 ESP 信息流匹配以下项：
•

充当源 IP 的服务器 IP 地址

•

充当目标 IP 的客户端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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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中，如果 IKE 对
等方位于协商期间会改变 IKE 数据包源 IP 地址的 NAT 设备之后，涉及 NAT 穿透的
IKE 协商将无法运行。 例如，如果为 NAT 设备配置了 DIP，将改变源 IP，因为 IKE
协议将把 UDP 端口从 500 切换为 4500。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操作
所提出的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信息流将具有以下行为：

相关主题

•

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监控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 IKE 信息流，并且在指定时间内仅允许
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执行一次 IKE 第 2 阶段消息交换。

•

显示第 2 阶段消息时：
•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尚未执行第 2 阶段交换，IKE ALG 将在客户端到服务器和服务器到
客户端方向为相关 ESP 信息流打开入口。

•

如果无法成功打开入口，或者已经执行了第 2 阶段交换，将丢弃第 2 阶段消息。

•

如果 ESP 信息流命中这些入口，将创建会话来捕获后续的 ESP 信息流，并执行正确的 NAT 操
作（为客户端到服务器的信息流转换源 IP 地址，为服务器到客户端的信息流转换目标 IP 地
址）。

•

如果无信息流命中这两个入口或其中之一，入口会自然超时。

•

入口崩溃或超时时，将允许再执行一次 IKE 第 2 阶段交换。

•

IKE ALG 中将不处理浮动端口 4500 上的 IKE NAT-T 信息流。 要为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
和不具备该功能的客户端的混合组合提供支持，用户需要启用源 NAT 地址保持。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271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

第272页上的示例：配置 IKE 与 ESP ALG

•

第277页上的示例：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

示例：配置 IKE 与 ESP ALG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将 IKE 与 ESP ALG 配置为使用源 NAT 池通过 IKE
和 ESP 信息流。

272

•

要求 (第273页)

•

概述 (第273页)

•

配置 (第273页)

•

验证 (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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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为源 NAT 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配置代理 ARP。

•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背后隐含的概念。 请参阅第272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操作”。

概述
在本示例中，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配置为监控 IKE 和 ESP 信息流，并允许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相对端的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交换 IKE 和 ESP 信息流。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源 NAT 池与规则集、如何配置自定义应用程序来支持 IKE 与 ESP ALG，以
及如何将该 ALG 与策略关联。
如果希望为具备 NAT 穿透 (NAT-T) 功能的客户端和不具备该功能的客户端的混合组合提供支持，
必须启用持续源 NAT 转换（这样一旦将特定源 NAT 与给定 IP 地址关联，后续源 NAT 转换就将
使用同一个 IP 地址）。 还必须配置自定义 IKE NAT 穿透应用程序，以便为 UDP 端口 4500 中
的 IKE 和 ESP 封装提供支持。 此配置让 IKE 和 ESP 可以通过启用了 NAT 的设备。

配置
•

配置 NAT 源池和规则集 (第273页)

•

配置自定义应用程序并将其与策略关联 (第274页)

•

为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和不具备此功能的客户端配置 IKE 与 ESP ALG 支持 (第276页)

配置 NAT 源池和规则集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pool1 address 10.10.10.1/32 to 10.10.10.10/32
zones security-zone green address-book address sa1 1.1.1.0/24
zones security-zone red address-book address da1 2.2.2.0/24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green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red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24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24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pool1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源 NAT 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NAT 源池。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pool1 address 10.10.10.1/32 to 10.10.10.10/32

2.

配置安全区段地址簿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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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green address-book address sa1 1.1.1.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red address-book address da1 2.2.2.0/24
3.

创建 NAT 源规则集。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green
to zone red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24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24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pool1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pool1 {
address {
10.10.10.1/32 to 10.10.10.10/32;
}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green;
to zone red;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0/24;
destination-address 2.2.2.0/24;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pool1;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自定义应用程序并将其与策略关联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om-ike-alg source-port 500 destination-port 500 protocol
udp application-protocol ike-esp-na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da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custom-ike-alg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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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自定义应用程序并将其与策略关联，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自定义应用程序。
[edit]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om-ike-alg source-port 500
destination-port 500 protocol udp application-protocol ike-esp-nat

2.

将这个自定义应用程序与策略关联。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sa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da1
match application custom-ike-alg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如果输
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om-ike-alg {
application-protocol ike-esp-nat;
protocol udp;
source-port 500;
destination-port 500;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
security-zone green {
address-book {
address sa1 1.1.1.0/24;
}
}
security-zone red {
address-book {
address da1 2.2.2.0/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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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和不具备此功能的客户端配置 IKE 与 ESP ALG 支持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om-ike-natt protocol udp source-port 4500 destination-port
450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sa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da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custom-ike-nat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为具备 NAT-T 功能的客户端和不具备此功能的客户端配置 IKE 与 ESP ALG 支持：
1.

全局启用持续源 NAT 转换。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2.

配置 IKE NAT-T 应用程序。
[edit]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om-ike-natt protocol udp source-port
4500 destination-port 4500

3.

使用策略关联 NAT-T 应用程序。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sa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da1
match application custom-ike-natt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address-persistent;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reen to-zone red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sa1;
destination-address 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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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 custom-ike-alg custom-ike-natt ];
}
then {
permit;
}
}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与 ESP ALG 自定义应用程序 (第277页)

•

验证 NAT 源池和规则集 (第277页)

验证 IKE 与 ESP ALG 自定义应用程序
用途

验证是否启用了支持 IKE 与 ESP ALG 的自定义应用程序。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

验证 NAT 源池和规则集
用途

验证用于支持 IKE 与 ESP ALG 的 NAT 源池和规则集是否正常工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71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

第277页上的示例：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

示例：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
此示例显示如何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值，以便为该 ALG 留出处理 ALG 状态信息、
ESP 入口和 ESP 会话的时间。
•

要求 (第278页)

•

概述 (第278页)

•

配置 (第278页)

•

验证 (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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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背后隐含的概念。 请参阅第272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操作”。

概述
IKE 与 ESP ALG 用于处理它附加到的任何策略中指定的所有信息流。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 set
security alg ike-esp-nat enable 语句，以便为所有 IPsec 通过信息流禁用当前缺省 IPsec
通过行为，而不考虑策略。
然后设置超时值，以便为 IKE 与 ESP ALG 留出处理 ALG 状态信息、ESP 入口和 ESP 会话的时
间。 在本示例中，将设置 ALG 状态信息的超时。 超时取值范围为 180 到 86400 秒。 缺省超
时为 14400 秒。 然后设置完成了 IKE 第 2 阶段交换之后创建的 ESP 入口的超时。 超时取值
范围为 2 到 30 秒。 缺省超时为 5 秒。 最后，为从 IPsec 入口创建的 ESP 会话设置空闲超
时。 如果没有信息流命中该会话，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该会话将过期。 超时取值范围为 60 到
2400 秒。 缺省超时为 1800 秒。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alg
alg
alg
alg

ike-esp-nat
ike-esp-nat
ike-esp-nat
ike-esp-nat

enable
esp-gate-timeout 20
esp-session-timeout 2400
state-timeout 36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启用 IKE 与 ESP ALG 并设置超时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 IKE 与 ESP ALG。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ike-esp-nat enable

2.

设置 ALG 状态信息的超时。
[edit security alg ike-esp-nat]
user@host# set state-timeout 360

3.

设置完成了 IKE 第 2 阶段交换之后创建的 ESP 入口的超时。
[edit security alg ike-esp-nat]
user@host# set esp-gate-timeout 20

4.

为从 IPsec 入口创建的 ESP 会话设置空闲超时。
[edit security alg ike-esp-nat]
user@host# set esp-session-timeout 2400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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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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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ike-esp-nat {
enable;
state-timeout 360;
esp-gate-timeout 20;
esp-session-timeout 240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和超时设置 (第279页)

验证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和超时设置
用途

验证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是否已启用，该功能的超时设置是否正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ike-esp-nat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271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

第272页上的了解用于 IKE 和 ESP 的 ALG 操作

•

第272页上的示例：配置 IKE 与 ESP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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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SIP ALG (第281页)

•

了解 SIP ALG 请求方法 (第285页)

•

SIP ALG 配置概述 (第286页)

•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第286页)

•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88页)

•

SI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290页)

•

SIP ALG 暂停资源 (第292页)

•

SIP ALG 和 NAT (第293页)

•

验证 SIP ALG 配置 (第330页)

了解 SIP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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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环境中具有即时消息和应用
级灵活性等功能。
Junos OS 支持将 SIP 用作服务，以便根据配置的策略允许和拒绝 SIP。 SIP 是 Junos OS 中的
预定义服务，使用端口 5060 作为目标端口。
SIP 的一项功能是分配会话说明信息和在会话期间协商与修改会话参数。 SIP 还用于终止多媒体
会话，发信号通知建立了呼叫，提供故障指示，以及为端点提供注册方法。
会话说明信息包含在 INVITE 和 ACK 消息之中，用于指出会话的多媒体类型；例如是语音还是视
频。 尽管 SIP 可使用不同的说明协议来说明会话，但 Juniper Networks SIP 应用层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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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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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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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听响应并在响应到达时通知用户的用户代理服务器 (UAS)

定义与特定代理在协商中所扮演角色相关的 UAC 和 UAS。
举例来说，SIP 代理服务器和电话便是 UA。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SIP ALG 操作 (第282页)

•

SDP 会话说明 (第283页)

•

针孔创建 (第283页)

SIP ALG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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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用的传输协议是 UDP 或 TCP。 该媒体流使用传输协议携带数据
（如音频数据）。
缺省情况下，Junos OS 支持 SIP 信号发送消息经过端口 5060。 可配置该端口。 只需创建允许
SIP 服务的策略，软件即会按允许或拒绝来过滤 SIP 信号信息流（像其它任何类型的信息流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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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设备会调用 SIP
ALG。 不能提前知道用于媒体会话的设备传输端口，但是用于 SIP 协商的端口是众所周知的（即
预定义的）。 ALG 注册对来自控制会话的数据包的兴趣（这种数据包可与其它数据包轻松区分）
并检查协商，查找用于媒体会话的传输信息（包括 IP 地址和端口）。

注意: 确定了匹配的端口、传输地址和协议之后，将创建针孔（无论打开针孔时知道
的是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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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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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策略配置为检查 SIP 信息流（或者更恰当地说，如果
策略将一些信息流发送到 SIP ALG 来进行检查），则允许的操作为允许信息流（这时打开相应的
针孔）或拒绝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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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注意: 设备执行 NAT 时，用户代理采用的传输地址不正确。 ALG 根据转换后的端口
和执行 NAT 的设备分配的地址来修改传输地址。 SDP 加密之后，设备不能提取消息
的内容，也不能修改，因此不能更正传输地址。 变通方法是，部署 STUN 协议（需要
NAT 设备执行某种形式的锥形 NAT），从而让客户端确定转换后的地址，并在 SDP 消
息中使用新发现的地址。

NEC SIP 产品仅在某些条件下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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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 会话说明
SDP 会话说明是一种定义良好的格式，用于传达足够的信息来发现和参与多媒体会话。 会话通过
一系列属性/值对进行说明，每行一对。 属性名称为单个字符，后跟“=”和一个值。 用“=*”
指定可选值。 值可以是一个 ASCII 字符串，也可以是空格分隔的一系列特定类型。 属性名称仅
在关联的语法构造内具有唯一性，如仅在会话、时间或媒体内。

注意: 在 SDP 会话说明中，媒体级信息以 m= 字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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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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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type><address-type><connection-address>
目前 Junos OS 仅支持将“IN”（表示互联网）用作网络类型、将“IP4”用作地址类型、将单
播 IP 地址或域名用作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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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port><transport><fmt list>
目前 Junos OS 仅支持将“音频”用作媒体、将“RTP”用作应用层传输协议。 此端口号指示
媒体流的目标端口（原始端口由远程用户代理分配）。 格式列表（fmt 列表）提供了有关媒体
使用的应用层协议的信息。
软件仅为 RTP 和实时控制协议 (RTCP) 打开端口。 每个 RTP 会话都有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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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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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将丢弃数据包并记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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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ALG 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创建针孔。 此信息来源于设备上的 SDP 会话说明和参数：
•

协议—UDP。

•

源 IP—未知。

•

源端口—未知。

•

目标 IP—剖析器从媒体或会话级的 c= 字段中提取目标 IP 地址。

•

目标端口—剖析器从媒体级的 m= 字段中提取 RTP 的目标端口号，然后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RTCP 的目标端口号：

RTP 端口号 + 1
•

生存期—此值指出针孔打开期间允许数据包通过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数据包必须在生
存期到期之前通过针孔。 生存期到期时，SIP ALG 即移除针孔。
一旦数据包在生存期之内通过针孔，SIP ALG 就立即移除数据包来源方向的针孔。
第284页上的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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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图假定设备具有允许 SIP 的策略，因此打开端口 5060 以便 SIP
发出消息。

图22: SIP ALG 呼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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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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以将 SIP
消息（其中的目标 IP 地址为 0.0.0.0）发送到用户 B。 这样做即向用户 B 表示收
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不应发送任何媒体。 如果用户 B 仍然发送媒体，设备即会丢
弃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85页上的了解 SIP ALG 请求方法

•

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了解 SIP ALG 请求方法
会话启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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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字段。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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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K—发出 INVITE 的用户发送 ACK 请求，以确认是否接收到对 INVITE 请求的最终响应。 如
果初始 INVITE 请求不包含会话说明，则 ACK 请求中必须包括它。

•

OPTIONS—用户代理 (UA) 获取有关 SIP 代理功能的信息。 服务器将通过有关支持的方法、会
话说明协议及消息编码的信息予以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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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NCEL—用户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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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终响应，则 CANCEL 请求不起作用。

•

REGISTER—用户向 SIP registrar 服务器发送 REGISTER 请求，将用户的当前位置告知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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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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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bscribe—用于从远程节点请求当前状态和状态更新。

•

Notify—发送此消息以正式通知预订者对其预订进行的更改。

•

Refer—用于通过在请求中提供的联系信息将接受方（通过 Request-URI 标识）指定为第三方。
例如，如果专用网络中的用户 A 将公共网络中的用户 B 指定为同样位于专用网络中的用户 C，
则 SIP 应用层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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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地址转
换 (NAT) 表中并将被重用以执行转换。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285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相关主题

•

Update—用于打开新的或已更新的 SDP 信息的针孔。 将对 Via:、From:、To:、Call-ID:、
Contact:、Route: 和 Record-Route: 包头字段进行修改。

•

1xx, 202, 2xx, 3xx, 4xx, 5xx, 6xx 响应代码—用于指示事务的状态。 将对包头字段进行修
改。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SIP ALG 配置概述
设备上缺省启用了会话启动协议应用层网关 (SIP ALG)—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来启用此 ALG。 但
是，可以选择通过使用以下说明来优化 SIP ALG 操作：
1. 控制 SIP 呼叫活动。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87页上的“示例：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

超时”。
2. 保护 SIP 代理服务器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89页上的“示例：

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3. 会话处于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时，让未知消息通过。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291

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
4. 允许专有 SIP 呼叫流。 相关说明，请参阅：

相关主题

•

第292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J-Web 过程）

•

第293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CLI 过程）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

了解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第286页)

•

示例：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第287页)

了解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功能用于控制会话启动协议 (SIP) 呼叫活动和帮助管理网络资源。
通常，如果一方客户端发送 BYE 或 CANCEL 请求，呼叫随即终止。 SIP 应用层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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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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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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消耗设备上的资源。
一个呼叫可具有一个或多个语音通道。 每个语音通道都有两个会话（或两个媒体流），分别用于
实时传输协议 (RTP) 信息流和实时控制协议 (RTCP) 信号发送。 设备在管理会话时，会将各语
音通道中的会话视为一个组。 超时和呼叫持续时间设置应用于组，而不是应用于各会话。
以下参数控制 SIP 呼叫活动：
•

inactive-media-timeout—该参数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RTP 或 RTCP）信息流时呼叫可以

保持活动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数据包时，便会重
置此超时。 如果静止时间超过了此设置，将关闭 SIP ALG 在防火墙中为媒体打开的临时开口
（针孔）。 缺省设置为 120 秒，取值范围为 10 到 2550 秒。 请注意，超时之后，尽管会移
除媒体的资源（会话和针孔），但呼叫不会终止。
•

maximum-call-duration—此参数设置呼叫的绝对最大长度。 如果呼叫超出了此参数设置，SIP

ALG 将终止呼叫并释放媒体会话。 缺省设置为 43200 秒，取值范围为 180 到 432000 秒。
•

t1-interval—此参数指定端点之间事务的预估往返时间（以秒为单位）。 缺省值为 500 毫秒。

由于许多 SIP 计时器使用 t1-interval 来设置刻度（如 RFC 3261 中所述），所以如果更改
t1-interval 计时器的值，也将调整这些 SIP 计时器。
•

t4-interval—此参数指定消息在网络中的最大保留时间。 缺省值为 5 秒，取值范围为 5 到

10 秒。 由于许多 SIP 计时器使用 t4-interval 来设置刻度（如 RFC 3261 中所述），所以
如果更改 t4-interval 计时器的值，也将调整这些 SIP 计时器。
•

c-timeout—此参数指定代理处的 INVITE 事务超时（以分钟为单位）；缺省值为 3。 由于 SIP

ALG 位于中间，而不是使用 INVITE 事务计时器值 B（该值为 (64 * T1) = 32 秒），所以 SIP
ALG 的计时器值来自代理。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287页上的示例：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示例：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此示例显示如何设置呼叫持续时间和媒体静止超时。

要求
首先请检查用于控制 SIP 呼叫活动的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功能。 请参阅第286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概述
呼叫持续时间和静止媒体超时功能帮助您保持网络资源和最大化吞吐量。
maximum-call-duration 参数设置呼叫可以保持活动的最大允许时间长度。 超过了持续时间时，

SIP ALG 将终止呼叫并释放媒体会话。 呼叫无法正确终止时，此设置还会释放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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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tive-media-timeout 参数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RTP 或 RTPC）信息流时呼叫可以保持活

动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数据包时，便会重置此超时。
如果静止时间超过了此设置，将关闭媒体在防火墙中的 SIP ALG 临时开口（针孔）。 缺省设置
为 120 秒，取值范围为 10 到 2550 秒。 超时之后，尽管会移除媒体的资源（会话和针孔），
但呼叫不会终止。
在该示例中，呼叫持续时间设置为 180000 秒，而媒体静止超时设置为 90 秒。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媒体静止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IP 选项卡。
3. 在“Maximum call duration”（最大呼叫持续时间）字段中，键入 3000。
4. 在“Inactive media timeout”（静止媒体超时）字段中，输入 90。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设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媒体静止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SI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maximum-call-duration 3000

配置 SI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inactive-media-timeout 9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288

•

了解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89页)

•

示例：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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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会话启动协议 (SIP) 代理服务器处理呼叫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重复性 SIP INVITE 请求—该服务器
最初拒绝的请求—的影响。 拒绝服务 (DoS) 保护功能用于配置设备，以便监控 INVITE 请求和
代理服务器对这些请求的回复。 如果回复中包含 3xx, 4xx 或 5xx 响应代码（请参阅 第300页
上的“SIP 响应的类别”），ALG 将把请求的源 IP 地址和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存储到表中。
接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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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设备配置为监控和拒绝对所有代理服务器的重复性 INVITE 请
求，也可以通过指定目标 IP 地址来保护特定代理服务器。 SIP 攻击保护是全局配置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289页上的示例：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示例：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DoS 攻击保护功能。

要求
首先请查看用于控制 SIP 呼叫活动的 DoS 攻击保护功能。 请参阅第289页上的“了解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

概述
SIP 代理服务器处理呼叫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重复性 SIP INVITE 请求—该服务器最初拒绝的请求
—的影响。 DoS 保护功能用于配置设备，以便监控 INVITE 请求和代理服务器对这些请求的回
复。
在本示例中，设备配置为防止单个 SIP 代理服务器 (1.1.1.3) 受到已拒绝对其提供服务的重复
性 INVITE 请求的影响。 数据包在接下来的 5 秒内将被丢弃，然后设备再恢复转发来自这些源
的 INVITE 请求。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IP 选项卡。
3. 在“Enable attack protection”（启用攻击保护）区域中，单击 Selected servers（选定

服务器）选项。
4. 在“Destination IP”（目标 IP）框中，输入 1.1.1.3，然后单击 Add（添加）。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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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要配置 SIP ALG DoS 攻击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设备以保护单个 SIP 代理服务器。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application-screen protect deny destination-ip 1.1.1.3

配置设备的拒绝超时时间。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application-screen protect deny timeout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SI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了解 SI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290页)

•

示例：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 (第291页)

了解 SI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此功能用于指定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会话启动协议 (SIP)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不
受支持的）消息。
建议不要允许未知消息，因为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可能对
解决全异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允许未知的 SIP 消息可以帮助您的网络运行，这
样就可以分析 IP 语音 (VoIP) 信息流来确定丢弃了某些消息的原因。 未知 SIP 消息类型功能
可用于将设备配置为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下均接受包含未知消息类型的 SIP
信息流。

注意: 此选项仅适用于标识为受支持 VoIP 数据包的所接收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可
识别，将始终被丢弃。 如果数据包识别为支持的协议，而您已经将设备配置为允许未
知消息类型，消息将不经处理即转发。

相关主题

29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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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1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
本示例显示如何允许未知消息类型。

要求
首先请查看设备如何处理不确定的 SIP 消息。 请参阅第290页上的“了解 SIP ALG 未知消息类
型”。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设备配置为在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下均允许 SIP 信息流中包含未知消息类型。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不受支持的）消息。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IP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Permit NAT applied（启用允许应用的 NAT）复选框。
4. 选中 Enable Permit routed（启用允许路由）复选框。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允许未知 SIP ALG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将设备配置为允许 SIP 信息流中包含未知消息类型。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application-screen unknown-message permit-nat-applied
permit-rout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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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ALG 暂停资源
•

了解 SIP ALG 暂停资源 (第292页)

•

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J-Web 过程） (第292页)

•

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CLI 过程） (第293页)

了解 SIP ALG 暂停资源
如果用户暂停了呼叫，会话启动协议应用层网关 (SIP ALG) 将释放会话说明协议 (SDP) 媒体资
源，如针孔和转换环境。 如果用户恢复呼叫，一个 INVITE 请求消息将协商新 SDP 提供和应答，
而 SIP ALG 将为媒体流重新分配资源。 即使媒体说明与上一个说明相同，这样也可能导致为媒
体说明生成新的转换后 IP 地址和端口号。 这符合 RFC 3264 采用会话说明协议 (SDP) 的提供/
应答模型。
某些专有 SIP 实施已设计了呼叫流，这样用户代理 (UA) 模块就可以忽略新的 SDP INVITE 提供
并继续使用上一个协商的 SDP 提供。 要使用此功能，必须将设备配置为呼叫暂停时保留 SDP 媒
体资源，以便在呼叫恢复时再次使用这些资源。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292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J-Web 过程）

•

第293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CLI 过程）

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J-Web 过程）
要允许专有 SIP 呼叫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IP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retail hold resource（启用零售暂停资源）复选框。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29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92页上的了解 SIP ALG 暂停资源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293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CLI 过程）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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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CLI 过程）
要允许专有 SIP 呼叫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ip retain-hold-resour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92页上的了解 SIP ALG 暂停资源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292页上的保留 SIP ALG 暂停资源（J-Web 过程）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

了解 SIP ALG 和 NAT (第293页)

•

了解使用 SIP Registrar 和 NAT 的内向 SIP ALG 呼叫支持 (第302页)

•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接口源 NAT (第303页)

•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源 NAT 池 (第308页)

•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静态 NAT (第313页)

•

示例：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和公共区段中的 NAT (第318页)

•

示例：配置三区段 SIP ALG 和 NAT 场景 (第323页)

SIP ALG 和 NAT

了解 SIP ALG 和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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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IP 地址来访问互联网。 对
于外向信息流，NAT 将使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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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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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 与会话启动协议 (SIP) 服务的结合使用较为复杂，因为 SIP 消息在 SIP 包头及 SIP 正文
中均包含 IP 地址。 NAT 与 SIP 服务结合使用时，SIP 包头中包含有关呼叫方和接收方的信息，
而设备将转换这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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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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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墙的公共 IP 地址和端口号。 对于内向消息，
防火墙的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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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层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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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接收到新消息（例如，ACK 或 200 OK）时，ALG
会将“From:、To: 和 Call-ID:”字段与呼叫表加以比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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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实时传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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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丢弃 SIP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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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外向呼叫 (第294页)

•

内向呼叫 (第294页)

•

已转移呼叫 (第295页)

•

呼叫终止 (第295页)

•

呼叫 Re-INVITE 消息 (第295页)

•

呼叫会话计时器 (第295页)

•

呼叫取消 (第295页)

•

分支 (第295页)

•

SIP 消息 (第295页)

•

SIP 包头 (第296页)

•

SIP 正文 (第298页)

•

SIP NAT 场景 (第298页)

•

SIP 响应的类别 (第300页)

外向呼叫
当 SIP 呼叫通过 SIP 请求消息从内部网络到外部网络发起时，NAT 将替换 SDP 中的 IP 地址和
端口号，并将 IP 地址和端口号绑定到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 如果有 Via:、Contact:、
Route: 和 Record-Route: SIP 包头字段，也将把这些字段绑定到防火墙 IP 地址。 ALG 将存储
这些映射，以便在重新传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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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呼叫从公共网络发起并到达公共静态 NAT 地址，或到达设备上的接口 IP 地址。 静态 NAT
是静态配置且指向内部主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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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到内向 SIP 数据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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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为 INVITE），然后基于 SDP 中的信息为外向媒体打开入口。
接收到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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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响应消息则会超时。）
接收到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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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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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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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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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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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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用于终止呼叫。 设备接收到 BYE 消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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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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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的时间。

呼叫 Re-INVITE 消息
Re-INVITE 消息用于向呼叫添加新媒体会话和移除现有媒体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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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使会话超
时。 ALG 从对 INVITE 的 200 OK 响应获取 Session-Expires 值（如果存在），并将此值用于
发出超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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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时间。 这样可确保在发生以
下情况之一时保护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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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始终没有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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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为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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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
通过利用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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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含方法类型、request-URI 及协议版本。 在响应消息中，第一行为状态行，其中包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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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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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开，专用于会话说明信息，此部分是可选的。 Junos OS 目前仅支持 SDP。 SIP 正文包含用
于传输媒体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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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转换的执行方法取决于消息的类型和方向。 消息可以是以下任意类型：
•

入站请求

•

出站响应

•

出站请求

•

入站响应

第296页上的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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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必须确定一些其它信息。 它还必须确定是哪个客
户端发起的呼叫，以及消息是请求还是响应。

表32: 利用 NAT 表请求消息
入站请求

To:

用本机地址替换域

（从公共网络到专用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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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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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利用 NAT 表请求消息 (续)
出站响应

To:

用本机地址替换 ALG 地址

（从专用网络到公共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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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无

（从专用网络到公共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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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站响应

To:

无

（从公共网络到专用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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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分配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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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支持为每个方向协商最多六个 SDP 通道（每个呼叫共计 12 个通道）。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第283页上的“SDP 会话说明”。

SIP NAT 场景
第299页上的图23 和第299页上的图24 显示 SIP 呼叫 INVITE 和 200 OK。 在第299页上的图23
中，ph1 将向 ph2 发送一条 SIP INVITE 消息。 请注意包头字段中的 IP 地址—以粗体显示—
是如何被设备转换的。
INVITE 消息的 SDP 部分指示呼叫方希望接收媒体的位置。 请注意，媒体针孔中包含两个端口号
52002 和 52003，分别用于 RTCP 和 RTP。 Via/Contact 针孔提供了端口号 5060，用于 SIP 信
号发送。
注意观察第299页上的图24 的 200 OK 响应消息中，INVITE 消息中执行的转换是如何反向的。 此
消息中的 IP 地址（公共地址）未进行转换，但入口被打开以允许媒体流访问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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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SIP NAT 场景 1

图24: SIP NAT 场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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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响应的类别
SIP 响应提供有关 SIP 事务的状态信息，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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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继续对请求进行处理。

•

成功 (200 - 299)—已成功接收操作结果，而且能够理解并接受。

•

重新定向 (300 - 399)—需要执行更多操作才能完成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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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0页上的表33 提供当前 SIP 响应的完整列表。

表33: SIP 响应
提示

100 Trying（100 尝试中）

180 Ringing（180 呼叫中）

182 Queued（182 已排队）

183 Session progress（183 会
话进度）

成功

200 OK（200 正常）

202 Accepted（202 已接受）

重新定向

300 Multiple choices（300 多
重选择）

301 Moved permanently（301 永
久移动）

305 Use proxy（305 使用代理）

380 Alternative service（380
可选服务）

300

181 Call is being forwarded
（181 呼叫正在转移）

302 Moved temporarily（302 临
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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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SIP 响应 (续)
客户端错误

400 Bad request（400 请求错
误）

401 Unauthorized（401 未授
权）

402 Payment required（402 需
付款）

403 Forbidden（403 禁止）

404 Not found（404 未找到）

405 Method not allowed（405
不允许方法）

406 Not acceptable（406 不可
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407 需要代理认证）

408 Request time-out（408 请
求超时）

409 Conflict（409 冲突）

410 Gone（410 遗失）

411 Length required（411 需要
的长度）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413 请求实体太大）

414 Request URL too large
（414 请求 URL 太大）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415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

420 Bad extension（420 扩展名
错误）

480 Temporarily not available
（480 暂时不可用）

481 Call leg/transaction does
not exist（481 呼叫路线/事务
不存在）

482 Loop detected（482 检测到
回路）

483 Too many hops（483 跳跃太
多）

484 Address incomplete（484
地址不完整）

485 Ambiguous（485 不明确）

486 Busy here（486 此处正忙）

487 Request canceled（487 请
求已取消）

500 Server internal error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501 Not implemented（501 未实
施）

502 Bad gateway（502 网关错
误）

502 Service unavailable（502
服务不可用）

504 Gateway time-out（504 网
关超时）

505 SIP version not supported
（505 不支持的 SIP 版本）

600 Busy everywhere（600 全域
忙碌中）

603 Decline（603 谢绝）

604 Does not exist anywhere
（604 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488 Not acceptable here（488
此处不可接受）
服务器错误

全局错误

606 Not acceptable（606 不可
接受）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1页上的了解 SIP ALG

•

第302页上的了解使用 SIP Registrar 和 NAT 的内向 SIP ALG 呼叫支持

•

第303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接口源 NAT

•

第308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源 NAT 池

•

第313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静态 NAT

•

第318页上的示例：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和公共区段中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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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3页上的示例：配置三区段 SIP ALG 和 NAT 场景

了解使用 SIP Registrar 和 NAT 的内向 SIP ALG 呼叫支持
会话启动协议 (SIP) 注册提供了一种查找功能，SIP 代理和位置服务器可通过此功能确定用户希
望与之联系的位置。 用户可通过向 registrar 发送 REGISTER 消息来注册一个或多个联系位置。
REGISTER 消息中的 To 和 Contact 字段中包含记录地址统一资源标识符 (URI) 以及一个或多个
联系 URI，如第303页上的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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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将监控外向 REGISTER 消息、对这些地址执行网络地址转换 (NAT)，并将信息存储到“内向
NAT 表”中。 然后，当从网络外部接收到 INVITE 消息时，设备将使用“内向 NAT”表来确定将
INVITE 消息路由到哪一个内部主机。 通过在设备的出口接口上配置接口源 NAT 或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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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源 NAT 足以处理内向呼
叫，但在大型网络或企业环境中，建议建立源 NAT 池。

注意: 使用接口源 NAT 或源 NAT 池的内向呼叫支持仅支持 SIP 和 H.323 服务。对
于内向呼叫，Junos OS 目前仅支持 UDP 和 TCP。 目前也不支持域名解析，因此 URU
必须包含 IP 地址，如第303页上的图25 所示。

30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四章: SIP ALG

图25: 使用 SIP Registrar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接口源 NAT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公共区段接口上配置源 NAT 规则，从而可将 NAT 用于内向 SIP 呼叫。
•

要求 (第303页)

•

概述 (第304页)

•

配置 (第304页)

•

验证 (第308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如何处理 SIP ALG。 请参阅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30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概述
在专用区段中包含 SIP 代理服务器的双区段场景内，可为内向呼叫使用 NAT，方法是在公共区段
或外部区段中的接口上配置一个源 NAT 规则。
在本示例中（见第304页上的图26），phone1 位于专用区段中的 ge-0/0/0 接口上，而 phone2 和
代理服务器则位于公共区段中的 ge-0/0/2 接口上。 您将在公共接口 ge-0/0/2.0 上配置一个源
NAT 规则。

图26: 内向 SIP 呼叫的源 NAT

在本示例中，创建专用和公共区段并将其分配给接口之后，将配置源 NAT 规则集中使用的地址
簿。 然后配置源 NAT，方法是设置称为 sip-phones 的规则集和称为 phone1 的规则，后者匹配
来自源地址 10.1.1.3/32 的所有数据包。
最后将创建安全策略，以便允许所有 SIP 信息流在专用区段与公共区段之间传输。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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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to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公共区段接口上配置源 NAT 规则，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配置区段并将其分配给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3.

配置地址簿并创建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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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rule-set sip-phones to zone public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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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5.

启用持续源 NAT 转换。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address-persistent

6.

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外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user@host#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7.

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内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user@host#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
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1 10.1.1.3/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30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四章: SIP ALG

address proxy 1.1.1.3/32;
address phone2 2.2.2.4/32;
}
interfaces {
ge-0/0/2.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rule-set sip-phones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3/32;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outgo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1;
destination-address [ phone2 proxy ];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incom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 phone2 proxy ];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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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308页)

•

验证 SIP ALG 状态 (第308页)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 SIP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SI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源 NAT 池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外部接口上配置源 NAT 池，以便为内向 SIP 呼叫启用 NAT。
•

要求 (第308页)

•

概述 (第308页)

•

配置 (第309页)

•

验证 (第313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如何处理 SIP ALG。 请参阅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概述
在外部或公共区段中包含 SIP 代理服务器的双区段场景内，可为内向呼叫使用 NAT，方法是在公
共区段的接口上配置一个 NAT 池。
在本示例中（见第309页上的图27），phone1 位于专用区段中，phone2 和代理服务器位于公共区
段中。 将配置一个源 NAT 池来执行 NAT。 还将创建一个规则，以便允许 SIP 信息流从专用区
段传输到公共区段。 这样专用区段中的 phone1 就可以注册到公共区段中的代理服务器上，并且
还将允许内向呼叫从公共区段传输到专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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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内向 SIP 呼叫的源 NAT 池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源 NAT：
•

定义一个名称为 sip-nat-pool 的源 NAT 池，其中包含从 1.1.1.20/32 到 1.1.1.40/32 的
IP 地址。

•

创建一个名称为 sip-nat 且包含规则 sip-r1 的源 NAT 规则集，以便匹配从专用区段到公共
区段且源 IP 地址为 10.1.1.3/24 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将把源地址转换为
sip-nat-pool 中的一个 IP 地址。

•

为接口 ge-0/0/2.0 中的地址 1.1.1.20/32 到 1.1.1.40/32 配置代理 ARP。 这样系统就可以
响应在接口上为这些地址接收的 ARP 请求。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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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ip-nat-pool address 1.1.1.20/32 to 1.1.1.4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nat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nat to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nat rule sip-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nat rule sip-r1 then source-nat pool sip-nat-pool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2.0 address 1.1.1.20/32 to 1.1.1.4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内向呼叫配置源 NAT 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配置区间，并为其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3.

配置地址簿。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配置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pool sip-nat-pool address 1.1.1.20/32 to 1.1.1.40/32

5.

配置包含一个规则的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nat]
user@host#set from zone private
user@host# set to zone public
user@host# set rule sip-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24
user@host# set rule sip-r1 then source-nat pool sip-nat-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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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启用持续 NAT。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address-persistent

7.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2.0 address 1.1.1.20/32 to 1.1.1.40/32

8.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外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then permit

9.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内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1 10.1.1.3/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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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proxy 1.1.1.3/32;
address phone2 1.1.1.4/32;
}
interfaces {
ge-0/0/2.0;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ip-nat-pool {
address {
1.1.1.20/32 to 1.1.1.40/32;
}
}
address-persistent;
rule-set sip-nat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sip-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3/24;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ip-nat-pool;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2.0 {
address {
1.1.1.20/32 to 1.1.1.40/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outgo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1;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incoming {
mat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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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address 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313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313页)

•

验证 SIP ALG 状态 (第313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 SIP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SI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静态 NAT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静态 NAT 映射，以允许专用区段中的呼叫方注册到公共区段中的代理服务
器。
•

要求 (第314页)

•

概述 (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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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315页)

•

验证 (第318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如何处理 SIP ALG。 请参阅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概述
如果 SIP 代理服务器位于外部区段（也称公共区段）中，可在公共接口中配置静态 NAT，以使专
用区段中的呼叫方可注册到该代理服务器。
在本示例中（见第314页上的图28），phone1 位于专用区段中的 ge-0/0/0 接口上，而 phone2 和
代理服务器则位于公共区段中的 ge-0/0/2 接口上。 您将创建一个名称为 incoming-sip 且包含
规则 phone1 的静态 NAT 规则集，以匹配来自目标地址为 1.1.1.3/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用区段地址 10.1.1.3/32。 还将为接口 ge-0/0/2.0
上的地址 1.1.1.3/32 创建代理 ARP。 这样系统就可以响应在接口上为这些地址接收的 ARP 请
求。 最后将创建名称为 incoming 的安全策略，以便允许 SIP 信息流从公共区段传输到专用区
段。

图28: 内向呼叫的静态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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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内向 SIO 呼叫配置静态 NAT 时，请确保为专用区段中的每个专用地址配置
一个公共地址。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from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3/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3/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2.0 address 1.1.1.3/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内向呼叫配置静态 NA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创建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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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3.

为安全区段分配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创建包含一个规则的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5/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from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3/32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3/3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2.0 address 1.1.1.3/32

6.

定义安全策略以便允许内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定义安全策略以便允许外向 SIP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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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1 10.1.1.5/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proxy 1.1.1.3/32;
address phone2 1.1.1.4/32;
}
interfaces {
ge-0/0/2.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
rule-set incoming-sip {
from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3/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3/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2.0 {
address {
1.1.1.3/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incom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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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outgo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1;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proxy];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318页)

•

验证 SIP ALG 状态 (第318页)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 SIP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SI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示例：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和公共区段中的 NAT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IP 代理服务器并在公共区段中配置静态 NAT，以使公共区段
中的呼叫方可注册到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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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第319页)

•

概述 (第319页)

•

配置 (第320页)

•

验证 (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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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如何处理 SIP ALG。 请参阅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概述
如果专用区段中包含 SIP 代理服务器，可在外部（即公共）接口上配置静态 NAT，以使公共区段
中的呼叫方可注册到该代理服务器。
在本示例中（见第319页上的图29），phone1 和 SIP 代理服务器位于专用区段中的 ge-0/0/0 接
口上，而 phone2 则位于公共区段中的 ge-0/0/2 接口上。 您将为代理服务器配置一个静态 NAT
规则，以便让 phone2 可注册到代理服务器，然后创建策略 outgoing，以便让从公共区段传输到
专用区段的 SIP 信息流可让公共区段中的呼叫方注册到代理服务器。 还将配置一个从专用区段
到公共区段的策略 incoming，以便允许 phone1 呼出。

图29: 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和公共区段中的 NAT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 NAT：
•

在代理服务器的 ge-0/0/2 接口上创建静态 NAT，其中包含一个规则集 incoming-sip，该规则
集包含一个规则 proxy，用于匹配来自目标地址为 1.1.1.4/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
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用区段地址 10.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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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配置一个规则集 sip-phones，其中包含规则 phone1，以便为 phone1 到 phone2 的通信启
用接口 NA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0.1.1.5/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to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from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rule 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4/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rule proxy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内向呼叫配置静态 NA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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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为静态 NAT 创建规则集，并为其分配一个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nat static rule-set incoming-sip]
from zone public
rule 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4/32
rule proxy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配置第二个规则集，并为其分配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10.1.1.5/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为外向信息流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going]
user@host#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user@host#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set then permit

7.

为内向信息流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coming]
user@host#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user@host#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user@host#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set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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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1 10.1.1.3/32;
address proxy 10.1.1.5/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2 1.1.1.4/32;
}
interfaces {
ge-0/0/2.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rule-set sip-phones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3/32;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
}
static {
rule-set incoming-sip {
from zone public;
rule proxy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4/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outgo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application junos-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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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incoming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323页)

•

验证 SIP ALG 状态 (第323页)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 SIP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SI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示例：配置三区段 SIP ALG 和 NAT 场景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IP 代理服务器并在公共区段中配置静态 NAT，以使公共区段
中的呼叫方可注册到代理服务器。
•

要求 (第324页)

•

概述 (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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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325页)

•

验证 (第329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如何处理 SIP ALG。 请参阅第293页上的“了解 SIP ALG 和 NAT”。

概述
在三区段 SIP 配置中，SIP 代理服务器通常与呼叫系统和被呼叫系统位于不同区段中。 此类方
案需要更多地址和区段配置与策略，以便确保所有系统均可彼此访问和访问代理服务器。
在本示例中，phone1 位于专用区段中的 ge-0/0/0.0 接口上，phone2 则位于公共区段中的
ge-0/0/2.0 接口上，而代理服务器则位于 DMZ 中的 ge-0/0/1.0 接口上。 将为专用区段中的
phone1 配置静态 NAT 规则。 然后为以下信息流创建策略：从专用区段依次穿越到 DMZ 和专用
区段的信息流、从公共区段依次穿越到 DMZ 和公共区段的信息流，以及从专用区段穿越到公共区
段的信息流。 第324页上的图30 中的箭头表示公共区段中的 phone2 向专用区段中的 phone1 拨
打电话时 SIP 信号发送信息流的流向。 会话启动之后，数据将直接在 phone1 和 phone2 之间
流动。

图30: 代理位于 DMZ 中的三区段 SIP 配置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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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创建一个名称为 incoming-sip 且包含规则 phone1 的静态 NAT 规则集，以便匹配来自目标
地址为 2.2.2.3/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用区段
地址 10.1.1.3/32。

•

为接口 ge-0/0/1.0 上的地址 2.2.2.3/32 创建代理 ARP，以便允许系统响应该地址的接口上
收到的 ARP 请求。

•

再配置一个规则集，其名称为 sip-phones 且包含规则 r1，以便为 phone1 到代理服务器的通
信和 phone1 到 phone2 的通信启用接口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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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dmz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2.2.2.4/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dmz interfaces ge-0/0/1.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to zone dmz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rule r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policy private-to-proxy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policy private-to-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policy private-to-prox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policy private-to-proxy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policy public-to-proxy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policy public-to-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policy public-to-prox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policy public-to-proxy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policy proxy-to-private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policy proxy-to-priv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policy proxy-to-private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policy proxy-to-private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ublic policy proxy-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ublic policy proxy-to-public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ublic policy proxy-to-public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ublic policy proxy-to-public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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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服务器和公共区段中的静态 NA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为安全区段分配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policy private-to-proxy]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公共区段传输到区段 DMZ。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nat source rule-set sip-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dmz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rule r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专用区段传输到区段 DMZ。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zone public address-book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curity-zone dmz address-book address proxy 2.2.2.4/32

为从 phone1 到代理的通信配置接口 NA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2.0
security-zone dmz interfaces ge-0/0/1.0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policy public-to-proxy]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专用区段传输到公共区段。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private-to-public]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1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8.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区段 DMZ 传输到专用区段。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policy proxy-to-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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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9.

set
set
set
set

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区段 DMZ 传输到公共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public policy proxy-to-public]
match source-address prox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ip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
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2.2.2.2/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1 10.1.1.3/3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phone2 1.1.1.4/32;
}
interfa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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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0/0/2.0;
}
}
security-zone dmz {
address-book {
address proxy 2.2.2.4/32;
}
interfaces {
ge-0/0/1.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rule-set sip-phones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dmz;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3/32;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2.2.2.3/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dmz {
policy private-to-proxy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1;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ublic to-zone dmz {
policy public-to-proxy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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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private-to-public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1;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dmz to-zone private {
policy proxy-to-private {
match {
source-address proxy;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application junos-sip;
}
then {
permit;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329页)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329页)

•

验证 SIP ALG 状态 (第330页)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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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 SIP ALG 状态
用途

验证系统上是否启用了 SI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0页上的验证 SIP ALG 配置

•

验证 SIP ALG (第330页)

•

验证 SIP ALG 呼叫 (第330页)

•

验证 SIP ALG 呼叫详细信息 (第331页)

•

验证 SIP ALG 计数器 (第331页)

•

验证 SIP ALG 消息的速率 (第332页)

验证 SIP ALG 配置

验证 SIP ALG
用途

验证 SIP ALG 验证选项。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ip ?
Possible completions:
calls
Show SIP calls
counters
Show SIP counters
rate
Show SIP rate

含义

输出将显示所有 SI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Calls—列出所有 SIP 呼叫。

•

Counters—提供每个 SIP 请求方法和错误类型的响应代码的计数器。

•

Rate—提供 SIP 信号发送消息的速度和周期。

验证 SIP ALG 呼叫
用途

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信息。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SIP>Calls（监控 > ALG > SIP > 调用）。 也可以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call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ip calls
Total number of calls: 1
Call ID: 47090a32@3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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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NVITE

含义

输出将显示所有活动 SIP 呼叫的列表。 验证用户代理服务器 (UAS) 呼叫 ID 与本地和远程标
记，以及呼叫的状态。

验证 SIP ALG 呼叫详细信息
用途

显示有关活动呼叫的地址和 SDP。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SIP>Details（监控 > ALG > SIP > 详细信息）。 也可以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calls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ip calls detail
Total number of calls: 1
Call ID
: 47090a32@30.2.20.5
Method
: INVITE
State
: SETUP
Group ID : 24575

含义

输入将提供有关所有活动 SIP 呼叫的详细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呼叫总数、其 ID 和标记信息，以及状态

•

远程组 ID

•

IP 地址与端口号，以及 SDP 连接与媒体详细信息

验证 SIP ALG 计数器
用途

显示有关 SIP 计数器的信息。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SIP>Counters（监控 > ALG > SIP > 计数器）。 也可以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counter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ip counters
Method
T
1xx
2xx
RT
RT
RT
INVITE
4
4
3
0
0
0
CANCEL
0
0
0
0
0
0
ACK
3
0
0
0
0
0
BYE
3
0
3
0
0
0
REGISTER
7
0
7
0
0
0
OPTIONS
0
0
0
0
0
0
INFO
0
0
0
0
0
0
MESSAGE
0
0
0
0
0
0
NOTIFY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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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x
R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xx
R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xx
R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xx
R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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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K

0
0
0
0
0
0
PUBLISH
0
0
0
0
0
0
REFER
0
0
0
0
0
0
SUBSCRIBE
0
0
0
0
0
0
UPDATE
0
0
0
0
0
0
BENOTIFY
0
0
0
0
0
0
SERVICE
0
0
0
0
0
0
OTHER
0
0
0
0
0
0
SIP Error Counters
----------------------------Total Pkt-in
Total Pkt dropped on error
Call error
IP resolve error
NAT error
Resource manager error
RR header exceeded max
Contact header exceeded max
Call Dropped due to limit
SIP stack error
SIP decode error
SIP unknown method error
RTO message sent
RTO message received
RTO buffer allocation failure
RTO buffer transmit failure
RTO send processing error
RTO receive processing error
RTO receive invalid length
RTO receive call process error
RTO receive call allocation error
RTO receive call register error
RTO receive invalid status error

含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0
:0
:0
:0
:0
:0
:0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输出将提供传输与接收的所有 SIP 响应代码的数量，以及 SIP 错误的数量。 验证以下信息：
•

每个 SIP 请求方法的响应代码的传输次数

•

所有可能错误类型的数量

验证 SIP ALG 消息的速率
用途

显示有关 SIP 消息速率的信息。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SIP>Rate（监控 > ALG > SIP > 速率）。 也可以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ip rate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ip rate
CPU ticks per microseconds is 3735928559
Time taken for the last message is 0 microseconds

33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四章: SIP ALG

Total time taken for 0 messages is 0 microseconds(in less than 10 minutes)
Rate: 3735928559 messages/second

含义

相关主题

输出将提供有关消息的 CPU 用量的信息，以及 SIP 信号发送消息的速度和周期。 验证以下信
息：
•

每 US 的 CPU tick 数

•

上一个消息的通过时间（对于所有消息），以及消息通过网络的速率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86页上的SIP ALG 配置概述

•

第303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接口源 NAT

•

第308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源 NAT 池

•

第313页上的示例：为内向 SIP 呼叫配置静态 NAT

•

第318页上的示例：配置专用区段中的 SIP 代理和公共区段中的 NAT

•

第323页上的示例：配置三区段 SIP ALG 和 NAT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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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SCCP ALG
•

了解 SCCP ALG (第335页)

•

SCCP ALG 配置概述 (第340页)

•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第340页)

•

SC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342页)

•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43页)

•

示例：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第345页)

•

验证 SCCP ALG 配置 (第351页)

了解 SCCP ALG
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是 Cisco 专有的一个协议，用于呼叫信号发送。 SCCP 是一个基于呼
叫代理的呼叫控制体系结构。 该控制协议使用二进制编码的帧对发送到众所周知的 TCP 端口号
目标的 TCP 帧进行编码，以设置和终止 RTP 媒体会话。
和其它呼叫控制协议一样，SCCP 协议用于协商媒体端点参数—特别是媒体终端的实时传输协议
(RTP) 端口号和 IP 地址—方法是将信息嵌入到控制数据包中。 SCCP 应用层网关 (ALG) 解析这
些控制数据包，以便媒体和控制数据包通过系统。
SCCP ALG 还实施呼叫速率限制，以便帮助关键资源免受过载和拒绝服务 (DoS) 攻击。
在 Junos OS 中，SCCP ALG 可实施以下功能：
•

验证 SCCP 协议数据单元

•

转换嵌入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

分配防火墙资源（针孔和入口）以传递媒体

•

让空闲呼叫到期

•

为 SCCP ALG 参数配置 API

•

运行模式 API，用于显示计数器、状态和统计信息

在 SCCP 体系结构中，由称为“呼叫管理器”的代理执行大多数处理任务。 IP 电话（也称为“终
端站”）将运行 S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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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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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ALG 支持以下功能:
•

呼叫从一个 SCCP 客户端经过呼叫管理器发往另一个 S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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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P 语音 (VoIP) 信号发送负荷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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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向 S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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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状态式处理—调用基于 VoIP 的相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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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转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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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SCCP 安全性 (第336页)

•

SCCP 组件 (第336页)

•

SCCP 事务 (第337页)

•

SCCP 控制消息和 RTP 流 (第338页)

•

SCCP 消息 (第339页)

SCCP 安全性
SCCP ALG 包括以下安全功能:
•

对通过 TCP 的 SCCP 控制消息执行状态式检查、验证消息格式，以及验证消息的当前呼叫状
态。 丢弃无效消息。

•

在 Cisco IP 电话与 Cisco 呼叫管理器之间实施安全策略。

•

通过速率限制 ALG 处理的呼叫数量来避免呼叫泛滥。

•

集群部署中出现设备故障时对呼叫执行无缝故障切换，包括正在处理的呼叫。

SCCP 组件
SCCP VoIP 体系结构的基本组件包括：
•

SCCP 客户端 (第336页)

•

呼叫管理器 (第337页)

•

集群 (第337页)

SCCP 客户端
SCCP 客户端在 IP 电话上运行，也称为 终端站，它使用 SCCP 发送信号和进行呼叫。 SCCP 客
户端要进行呼叫，必须首先注册到主呼叫管理器（以及可能有的附属呼叫管理器）。 客户端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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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管理器通过端口 2000 上的 TCP 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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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管理器
呼叫管理器实施 SCCP 呼叫控制服务器软件，可以完全控制 SCCP VoIP 网络中的所有设备和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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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集群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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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管理器可检测到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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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管理器需要使用 H.323 与另一个呼叫管理器通信才能建立呼
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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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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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包括以下进程：
•

客户端初始化 (第337页)

•

客户端注册 (第337页)

•

呼叫设置 (第338页)

•

媒体设置 (第338页)

客户端初始化
要进行初始化，SCCP 客户端需要确定呼叫管理器的 IP 地址、自身的 IP 地址以及 IP 网关和
DNS 服务器的其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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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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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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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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设备
上的策略允许该呼叫，则呼叫管理器将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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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P 控制消息和 RTP 流
第338页上的图31 显示了用于设置和终止 Phone 1 和 Ph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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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呼叫设置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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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消息
第339页上的表34、第339页上的表35、第339页上的表36 和第339页上的表37 列出了四个时间间隔中
设备所允许的 SCCP 呼叫消息 ID。

表34: 工作站发送到呼叫管理器的消息
#define STATION_REGISTER_MESSAGE

0x00000001

#define STATION_IP_PORT_MESSAGE

0x00000002

#define STATION_ALARM_MESSAGE

0x00000020

#define STATION_OPEN_RECEIVE_CHANNEL_ACK

0x00000022

表35: 呼叫管理器发送到工作站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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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6: 呼叫管理器 4.0 消息和 Post Sccp 6.2
#define STATION_REGISTER_TOKEN_REQ_MESSAGE

0x00000029

#define STATION_MEDIA_TRANSMISSION_FAILURE

0x0000002A

#define STATION_OPEN_MULTIMEDIA_RECEIVE_CHANNEL_ACK

0x00000031

表37: 呼叫管理器发送到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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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33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第345页上的示例：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SCCP ALG 配置概述
设备上缺省启用了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SCCP ALG)—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来启用此 ALG。
但是，可以选择通过使用以下说明来优化 SCCP ALG 操作：
1. 保持网络资源和最大化吞吐量。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341页上的“示例：设置 SCCP ALG 静止

媒体超时”。
2. 会话处于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时，让未知消息经过。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342

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SCCP ALG 消息类型”。
3. 保护 SCCP 客户端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 有关说明，请参阅第344页上的“示例：配

置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45页上的示例：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

第351页上的验证 SCCP ALG 配置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

了解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第340页)

•

示例：设置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第341页)

了解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静止媒体超时功能帮助用户保持网络资源和最大化吞吐量。
该参数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信息流时呼叫可以保持活动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每
次呼叫中出现实时传输协议 (RTP) 或实时控制协议 (RTCP) 数据包，都将重置此超时。 如果静
止时间段超过了此设置，将关闭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为媒体打开的入口。 缺省设置为 120
秒，取值范围为 10 到 2550 秒。 请注意，超时之后，尽管会移除媒体的资源（会话和针孔），
但呼叫不会终止。
相关主题

34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41页上的示例：设置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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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置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SC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值。
•

要求 (第341页)

•

概述 (第341页)

•

配置 (第341页)

•

验证 (第341页)

要求
首先请检查用于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信息流时呼叫可保持活动状态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
单位）的参数。 请参阅第340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概述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数据包时，便会重置此超时。 如果静止时间段超过了此设置，将
关闭 SCCP 为媒体打开的入口。 本示例将媒体静止超时设置为 90 秒。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为 SC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CCP 选项卡。
3. 在“Inactive Media Timeout”（静止媒体超时）框中，输入 9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为 SC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ccp inactive-media-timeout 90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40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51页上的验证 SCCP AL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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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了解 SC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342页)

•

示例：允许未知 SCCP ALG 消息类型 (第342页)

了解 SC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为了应对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 的当前发展，您可能希望允许信息流中包含新的 SCCP 消息
类型。 未知 SCCP 消息类型功能可用于将设备配置为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下
均接受包含未知消息类型的 SCCP 信息流。
此功能用于指定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 SCCP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不受支持的）消
息。 建议不要允许未知消息，因为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
可能对解决全异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允许未知的 SCCP 消息可以帮助您的网络运
行，这样就可以分析 IP 语音 (VoIP) 信息流来确定丢弃了某些消息的原因。
请注意，此命令仅适用于标识为受支持 VoIP 数据包的所接收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可识别，将
始终被丢弃。 如果数据包识别为支持的协议，而您已经将设备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消息将
不经处理即转发。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42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SCCP ALG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未知 SCCP ALG 消息类型
本示例显示如何将 SCCP ALG 配置为在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中均允许未知 SCCP 消息类型。
•

要求 (第342页)

•

概述 (第342页)

•

配置 (第343页)

•

验证 (第343页)

要求
首先确定设备是否允许新的和未知的 SCCP 消息类型。 请参阅第342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未知
消息类型”。

概述
此功能用于指定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 SCCP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
（不受支持的）消息，因为未知消息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
可能对解决全异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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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将 SCCP ALG 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CCP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Permit NAT applied（启用允许应用的 NAT）复选框。
4. 选中 Enable Permit routed（启用允许路由）复选框。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将 SCCP ALG 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会话处于 NAT 模式或路由模式，则允许未知消息类型通过。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ccp application-screen unknown-message
permit-nat-applied permit-rout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42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51页上的验证 SCCP ALG 配置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

了解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43页)

•

示例：配置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44页)

了解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可保护瘦客户端控制协议应用层网关 (SCCP ALG) 客户端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方法是
限制这些客户端尝试处理的呼叫数。
如果配置了 SCCP 呼叫泛滥保护，SCCP ALG 将丢弃所有超过所设阈值的呼叫。 取值范围为每客
户端每秒 2 到 1000 个呼叫，缺省值为 2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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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44页上的示例：配置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示例：配置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SCCP ALG 配置连接泛滥保护。
•

要求 (第344页)

•

概述 (第344页)

•

配置 (第344页)

•

验证 (第344页)

要求
首先确定是否保护 SCCP 媒体网关免受 DoS 泛滥攻击。 请参阅第343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概述
在本示例中，设备配置为丢弃每客户端每秒 500 个呼叫以外的所有呼叫。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为 SCCP ALG 配置呼叫泛滥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SCCP 选项卡。
3. 在“Call flood threshold”（呼叫泛滥阈值）框中，键入 50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为 SCCP ALG 配置呼叫泛滥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DoS 攻击保护：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ccp application-screen call-flood threshold 5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命令。
相关主题

34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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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3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DoS 攻击保护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51页上的验证 SCCP ALG 配置

示例：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外向接口上配置静态 NAT，以便允许公共区段中的
呼叫方可注册到专用区段中的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

要求 (第345页)

•

概述 (第345页)

•

配置 (第346页)

•

验证 (第351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对 SCCP ALG 的支持。 请参阅第335页上的“了解 SCCP ALG”。

概述
在本示例中（见第346页上的图32），一个设备充当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和 phone1 连接到专用区段，而 phone2 则连接到公共区段。 将为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配置一个静态 NAT 规则集，这样 phone2 启动时，将联系 TFTP 服务器并获取呼叫
管理器的 IP 地址。 然后创建策略 in-pol，允许 SCCP 信息流从公共区段传输到专用区段， 再
创建策略 out-pol，允许 phone1 呼出。

注意: 建议将 TFTP 服务器配置文件 (sep <mac_addr>.cnf) 中的呼叫管理器 IP 地址
更改为呼叫管理器的 NAT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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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专用区段中的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在本示例中，将如下所示配置 NAT：
•

创建一个名称为 to-proxy 的静态 NAT 规则集，该规则集有一个规则称为 phone2，它匹配来
自目标地址为 1.1.1.2/32 的公共区段的数据包。 为了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
用区段地址 10.1.1.4/32。

•

为接口 ge-0/0/1.0 上的地址 1.1.1.2/32 创建代理 ARP。 这样系统就可以响应在接口上为这
些地址接收的 ARP 请求。

•

再配置一个规则集 phones，其中包含规则 phone1，以便为 phone1 到 phone2 的通信启用接
口 NA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346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phone1 10.1.1.3/32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cm-tftp_server 10.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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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phone2 1.1.1.4/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from zone private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to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proxy from zone public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proxy rule 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proxy rule phone2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2/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m-tftp_serv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c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po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po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po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c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pol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policy tftp-po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policy tftp-po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policy tftp-po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tf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policy tftp-pol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专用区段中的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配置 NA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2.

创建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rivate interfaces ge-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public interfaces ge-0/0/1.0

3.

创建地址簿，并将区段附加到创建的地址簿。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set address phone1 10.1.1.3/32
user@host#set address cm-tftp_server 10.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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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set attach zone private
[edits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set address phone2 1.1.1.4/32
user@host#set attach zone public
4.

为静态 NAT 创建规则集，并为其分配一个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proxy]
user@host# set from zone public
user@host#set rule 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32
user@host#set rule phone2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5.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1.1.1.2/32

6.

为从 phone1 到 phone2 的通信配置接口 NAT。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user@host#set from zone private
user@host#set to zone public
user@host#set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3/32
user@host#set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7.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公共区段传输到专用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8.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专用区段传输到公共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9.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policy out-po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c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 phone1 传输到 CM/TFTP 服务器。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policy in-pol]
match source-address phon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m-tftp_serv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ccp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policy tftp-po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tftp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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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10.1.1.1/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rivate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public {
interfaces {
ge-0/0/1.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phone1 10.1.1.3/32;
address cm-tftp_server 10.1.1.4/32;
attach {
zone private;
}
}
book2 {
address phone2 1.1.1.4/32;
attach {
zone public;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rule-set phones {
from zone private;
to zone public;
rule phon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3/32;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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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
rule-set to-proxy {
from zone public;
rule phone2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4/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1.1.1.2/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ublic to-zone private {
policy in-pol {
match {
source-address phone2;
destination-address cm-tftp_server;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1;
application junos-sc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ublic {
policy out-pol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phone2;
application junos-sc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private to-zone private {
policy tftp-pol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tftp;
}
then {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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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351页)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351页)

•

验证 SCCP ALG (第351页)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
则的信息流。

验证 SCCP ALG
用途

验证是否启用了 SCC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 match sc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验证 SCCP ALG (第351页)

•

验证 SCCP 呼叫 (第352页)

•

验证 SCCP 呼叫详细信息 (第352页)

•

验证 SCCP 计数器 (第353页)

验证 SCCP ALG 配置

验证 SCCP ALG
用途

显示 SCCP 验证选项。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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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ccp ?
Possible completions:
calls
Show SCCP calls
counters
Show SCCP counters

含义

输出将显示所有 SCC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所有 SCCP 呼叫

•

所有 SCCP 呼叫的计数器

验证 SCCP 呼叫
用途

显示所有 SCCP 呼叫的列表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call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ccp calls
Possible completions:
calls
Show SCCP calls
counters
Show SCCP counters
endpoints
Show SCCP endpoints

含义

输出将显示所有 SCC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所有 SCCP 呼叫

•

所有 SCCP 呼叫的计数器

•

有关所有 SCCP 端点的信息

验证 SCCP 呼叫详细信息
用途

显示有关所有 SCCP 呼叫的详细信息。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calls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ccp calls detail
Client IP address: 11.0.102.91
Client zone: 7
CallManager IP: 13.0.99.226
Conference ID: 16789504
Resource manager group: 2048
SCCP channel information:
Media transmit channel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Media transmit channel translated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Media transmit channel pass-through party ID (PPID): 0
Media transmit channel resource ID: 0
Media receive channel address (IP address/Port): 11.0.102.91:20060
Media receive channel translated address (IP address/Port): 25.0.0.1:1032
Media receive channel pass-through party ID (PPID): 16934451
Media receive channel resource ID: 8185
Multimedia transmit channel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Multimedia transmit channel translated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Multimedia transmit channel pass-through party ID (PPID): 0
Multimedia transmit channel resource ID: 0
Multimedia receive channel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Multimedia receive channel translated address (IP address/Port):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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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edia receive channel pass-through party ID (PPID): 0
Multimedia receive channel resource ID: 0
Total number of calls = 1

含义

输出将显示所有 SCC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客户端区段

•

呼叫管理器 IP 地址：13.0.99.226

•

会议 ID

•

资源管理器组

•

SCCP 通道信息

•

呼叫总数

验证 SCCP 计数器
用途

显示所有 SCCP 计数器的列表

操作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Monitor>ALGs>SCCP>Counters（监控 > ALG > SCCP > 计数器）。 也可以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ccp counter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sccp ounters
SCCP call statistics:
Active client sessions
: 0
Active calls
: 0
Total calls
: 0
Packets received
: 0
PDUs processed
: 0
Current call rate
: 0
Error counters:
Packets dropped
: 0
Decode errors
: 0
Protocol errors
: 0
Address translation errors
: 0
Policy lookup errors
: 0
Unknown PDUs
: 0
Maximum calls exceeded
: 0
Maximum call rate exceeded
: 0
Initialization errors
: 0
Internal errors
: 0
Nonspecific error
: 0
No active calls to delete
: 0
No active client sessions to delete : 0
Session cookie create errors
: 0
Invalid NAT cookie detected
: 0

含义

相关主题

输出将显示所有 SCC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SCCP 呼叫统计信息

•

错误计数器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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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

第340页上的SC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45页上的示例：在专用区段中配置 SCCP ALG 呼叫管理器或 TF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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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P ALG
•

了解 MGCP ALG (第355页)

•

MGCP ALG 配置概述 (第360页)

•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第360页)

•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65页)

•

MG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366页)

•

示例：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第368页)

•

示例：使用 MGCP ALG 和 NAT 配置 ISP 托管三区段服务 (第375页)

了解 MGCP ALG
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应用层协议，用于媒体网关与媒体网关控制器 (MGC)
之间的呼叫设置与呼叫控制。
该协议基于主/从呼叫控制体系结构：MG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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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发送数据包和媒体数据包均通过 UDP 传输。 Junos OS 在路由模式和网络
地址转换 (NAT) 模式下支持 MGCP。
MGCP 应用层网关 (ALG) 执行以下过程：
•

执行 IP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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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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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基于 VoIP 的相应状态机器来处理分析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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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 根据现有的路由信息和网络拓扑正确转换负荷中内嵌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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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MGCP 安全性 (第356页)

•

MGCP 中的实体 (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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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 (第357页)

•

响应代码 (第359页)

MGCP 安全性
MGCP ALG 包括下列安全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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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与
RFC 3435 消息格式、事务状态和呼叫状态匹配的 MGCP 数据包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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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策略（信号发送策略）。

•

在网关之间实施安全策略（媒体策略）。

•

逐个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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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每个网关泛滥控制功能相结合，可将破坏限制在受影响的网关之内。

•

逐个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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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CP 中的实体
MGCP 中包含四个基本实体：
•

端点 (第356页)

•

连接 (第356页)

•

呼叫 (第357页)

•

呼叫代理 (第357页)

端点
媒体网关是端点的集合。 端点可以是模拟线路、中继或任何其它接入点。 端点中包含以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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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carding)
$@voiptel.net (any endpoint within the media gateway)
*@voiptel.net (all endpoints within the media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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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C 可指示媒体网关来创建、修改、删除
及审核连接。
连接通过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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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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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
呼叫通过其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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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 呼叫 ID 在 MGC 内具有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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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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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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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e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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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参数名后跟参数值组成。

第357页上的表38 列出了支持的 MGCP 命令，并包含各命令的说明、命令语法和示例。 有关命令
语法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RFC 2234。

表38: MGCP 命令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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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B:
e: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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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MGCP 命令

(续)

命令

说明

命令语法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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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eList] CreateConnection (CallId,
EndpointId, [NotifiedEntity,]
[LocalConnectionOption,] Mode,
[{RemoteConnectionDescriptor |
SecondEndpoindId},]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CRCX 1205 aaln/1@gw-25.att.net MGCP
1.0C: A3C47F21456789F0L: p:10,
a:PCMUM: sendrecvX: 0123456789ADR:
L/hdS: L/rgv=0o=- 25678 753849 IN IP4
128.96.41.1s=-c=IN IP4 128.96.41.1t=0
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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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CX 12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C: A3C47F21456789F0I: FDE234C8M:
recvonlyX: 0123456789AER: L/huS:
G/rtv=0o=- 4723891 7428910 IN IP4
128.96.63.25s=-c=IN IP4
128.96.63.25t=0 0m=audio 3456 RTP/AVP
0

[RemoteConnectionDescriptor,]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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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释放不再保持的连接。

ReturnCode, ConnectionParameters,
[PackageList] DeleteConnection (CallId,
EndpointId, ConnectionId, [NotifiedEntity,]
[encapsulated RQNT,] [encapsulated EPCF])

示例 1：MGC -> MG
DLCX 92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C: A3C47F21456789F0I: FDE234C8

示例 2：MG -> MGC
DLCX 9310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C: A3C47F21456789F0I: FDE234C8E:
900 - Hardware errorP: PS=1245,
OS=62345, PR=780, OR=45123, PL=10,
JI=27, LA=48

RQNT

NotificationRequest 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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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N: ca-new@callagent-ca.att.netX:
0123456789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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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N: ca@ca1.att.net:5678X:
0123456789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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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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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MGCP 命令

(续)

命令

说明

命令语法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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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1：
AUEP 1201 aaln/1@rgw-25.att.net MGCP
1.0F: A, R,D,S,X,N,I,T,O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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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I: 32F345E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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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中移除或放回服务中。

ReturnCode, [NotifiedEntity,] [PackageList]
RestartInProgress (EndpointId, RestartMethod,
[RestartDelay,] [ReasonCode])

RSIP 5200 aaln/1@rg2-25.att.net MGCP
1.0RM: gracefulR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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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跟有零个或多个参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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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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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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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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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 499 指示瞬间错误（最终响应）。

•

500 — 599 指示永久错误（最终响应）。

有关响应代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3661。
对命令的响应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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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68页上的示例：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第375页上的示例：使用 MGCP ALG 和 NAT 配置 ISP 托管三区段服务

MGCP ALG 配置概述
设备上缺省启用了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ALG)—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来启用此 ALG。 但是，可
以选择通过使用以下说明来优化 MGCP ALG 操作：
1. 呼叫无法正确终止时释放带宽。 请参阅第361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2. 控制无任何媒体信息流时呼叫可保持活动状态的时间长度。 请参阅第363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3. 跟踪信号发送信息流并在其超时时予以清除。 请参阅第364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事

务超时”。
4. 保护媒体网关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 请参阅第365页上的“示例：配置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5. 会话处于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时，让未知消息经过。 请参阅第367页上的“示

例：允许未知 MGCP ALG 消息类型”。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68页上的示例：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第375页上的示例：使用 MGCP ALG 和 NAT 配置 ISP 托管三区段服务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360

•

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第361页)

•

示例：设置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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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设置 MG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第363页)

•

示例：设置 MGCP ALG 事务超时 (第364页)

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呼叫持续时间功能用于控制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呼叫活动和帮助管理网络资源。
通常会发出删除连接 (DLCX) 消息来删除连接。 MCGP 应用层网关 (ALG) 截取该消息并删除相应
链接的所有媒体会话。
一个呼叫可具有一个或多个语音通道。 每个语音通道都有两个会话（或两个媒体流），分别用于
实时传输协议 (RTP) 信息流和实时控制协议 (RTCP) 信号发送。 设备在管理会话时，会将各语
音通道中的会话视为一个组。 超时和呼叫持续时间设置应用于组，而不是应用于各会话。
以下参数控制 MGCP 呼叫活动：
•

maximum-call-duration—此参数设置呼叫的绝对最大长度。 如果呼叫超出了此参数设置，MGCP

ALG 将终止呼叫并释放媒体会话。 缺省设置为 43200 秒，取值范围为 180 到 432000 秒。
呼叫无法正确终止时，此设置还会释放带宽。
•

inactive-media-timeout—该参数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RTP 或 RTCP）信息流时呼叫可以

保持活动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数据包时，便会重
置此超时。 如果静止时间段超过了此设置，将关闭 MGCP ALG 为媒体打开的入口。 缺省设置
为 120 秒，取值范围为 10 到 2550 秒。 请注意，超时之后，尽管会移除媒体的资源（会话
和针孔），但呼叫不会终止。

注意: inactive-media-timeout 值应小于 maximum-call-duration 值。

•

transaction-timeout—事务是命令及其必需响应的组合。 例如，从网关到呼叫代理的 NTFY，

或从呼叫代理到网关的“200 OK”（200 正常）。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将跟踪这些事务，
并在其超时时予以清除。 MGCP 事务的超时取值范围为 3 到 50 秒，缺省值为 30 秒。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61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

第363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

第364页上的示例：设置 MGCP ALG 事务超时

示例：设置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MGCP ALG 设置呼叫持续时间。
•

要求 (第362页)

•

概述 (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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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362页)

•

验证 (第362页)

要求
首先确定用于控制 MGCP 呼叫活动和管理其网络资源的参数类型。 请参阅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概述
maximum-call-duration 参数控制 MGCP 呼叫活动和设置呼叫的绝对最大长度。 如果呼叫超出了

此参数设置，MGCP ALG 将终止呼叫并释放媒体会话。 缺省设置为 432000 秒，取值范围为 180
到 432000 秒。 呼叫无法正确终止时，此设置还会释放带宽。 在本示例中，呼叫持续时间设置
为 180000 秒。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设置 MGCP ALG 的呼叫持续时间：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MGCP 选项卡。
3. 在“Maximum call duration”（最大呼叫持续时间）框中，输入 300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设置 MGCP ALG 的呼叫持续时间：
配置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maximum-call-duration 3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命令。
相关主题

36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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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置 MG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MG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值。
•

要求 (第363页)

•

概述 (第363页)

•

配置 (第363页)

•

验证 (第363页)

要求
首先确定用于控制 MGCP 呼叫活动和管理其网络资源的参数类型。 请参阅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概述
inactive-media-timeout 参数控制 MGCP 呼叫活动和指定组中不包含任何媒体（RTP 或 RTPC）信

息流时呼叫可以保持活动的最大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每次呼叫中出现 RTP 或 RTCP 数据
包时，便会重置此超时。 如果静止时间段超过了此设置，将关闭 MGCP ALG 为媒体打开的入口。
缺省设置为 120 秒，取值范围为 10 到 2550 秒。 请注意，超时之后，尽管会移除媒体的资源
（会话和针孔），但呼叫不会终止。 在本示例中，静止媒体超时设置为 90 秒。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为 MG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MGCP 选项卡。
3. 在“Inactive Media Timeout”（静止媒体超时）框中，输入 9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为 MGCP ALG 设置静止媒体超时：
配置 MGCP ALG 静止媒体超时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inactive-media-timeout 9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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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示例：设置 MGCP ALG 事务超时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MGCP ALG 设置事务超时。
•

要求 (第364页)

•

概述 (第364页)

•

配置 (第364页)

•

验证 (第364页)

要求
首先确定用于控制 MGCP 呼叫活动和管理其网络资源的参数类型。 请参阅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概述
transaction-timeout 参数控制 MGCP 呼叫活动，是一种信号发送消息；例如，从网关到呼叫代理

的 NTFY，或从呼叫代理到网关的“200 OK”（200 正常）。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将跟踪这些
事务，并在其超时时予以清除。 MGCP 事务的超时取值范围为 3 到 50 秒，缺省值为 30 秒。
在本示例中，事务超时设置为 20 秒。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为 MGCP ALG 设置事务超时：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MGCP 选项卡。
3. 在“Transaction Timeout”（事务超时）框中，输入 20。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为 MGCP ALG 设置事务超时：
配置 MGCP ALG 事务超时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transaction-timeout 2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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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1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呼叫持续时间和超时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

了解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65页)

•

示例：配置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第365页)

了解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可保护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媒体网关免受拒绝服务 (DoS) 泛滥攻击，方法是限制每秒试图
处理的远程访问服务 (RAS) 消息和连接的数量。
如果配置了 MGCP 消息泛滥保护，MGCP 应用层网关 (ALG) 将丢弃超出所设置阈值的所有消息。
取值范围为每个媒体网关每秒 2 到 50,000 个消息，缺省值为每个媒体网关每秒 1000 个消息。
如果配置了 MGCP 连接泛滥保护，MGCP ALG 将丢弃超出所设置阈值的所有连接请求。 这样就限
制了处理 CreateConnection (CRCX) 命令的速率，从而间接限制了针孔的创建。 取值范围为每个
媒体网关每秒 2 到 10,000 个连接请求，缺省值为 2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65页上的示例：配置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示例：配置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MGCP ALG 配置连接泛滥保护。
•

要求 (第365页)

•

概述 (第365页)

•

配置 (第366页)

•

验证 (第366页)

要求
首先确定是否保护 MGCP 媒体网关免受 DoS 泛滥攻击。 请参阅第36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 MGCP ALG 配置为丢弃每秒 10,000 个请求以外的所有消息请求，以及丢弃每
秒 4000 个以外的所有连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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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为 MGCP ALG 配置连接泛滥保护：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MGCP 选项卡。
3. 在“Message flood gatekeeper threshold”（消息泛滥关守阈值）框中，键入 10000。
4. 在“Connection flood threshold”（连接泛滥阈值）框中，键入 4000。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为 MGCP ALG 配置连接泛滥保护：
配置连接泛滥阈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application-screen message-flood threshold 1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application-screen connection-flood threshold 4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6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DoS 攻击保护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MG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了解 MG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第366页)

•

示例：允许未知 MGCP ALG 消息类型 (第367页)

了解 MG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为了应对媒体网关控制协议 (MGCP) 的现行发展，您可能希望允许信息流中包含新的 MGCP 消息
类型。 未知 MGCP 消息类型功能可用于将 Juniper Networks 设备配置为在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下均接受包含未知消息类型的 MGCP 信息流。
此功能用于指定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 MGCP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
（不受支持的）消息。 未知消息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可
能对解决不同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允许未知的 MGCP 消息可以帮助您的网络运
行，这样就可以分析 IP 语音 (VoIP) 信息流来确定丢弃了某些消息的原因。

36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六章: MGCP ALG

请注意，此命令仅适用于标识为受支持 VoIP 数据包的所接收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可识别，将
始终被丢弃。 如果数据包识别为支持的协议，而您已经将设备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消息将
不经处理即转发。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

第367页上的示例：允许未知 MGCP ALG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未知 MGCP ALG 消息类型
本示例显示如何将 MGCP ALG 配置为在 NAT 模式和路由模式中均允许未知 MGCP 消息类型。
•

要求 (第367页)

•

概述 (第367页)

•

配置 (第367页)

•

验证 (第368页)

要求
首先确定设备是否允许新的和未知的 MGCP 消息类型。 请参阅第366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未知
消息类型”。

概述
此功能用于指定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如何处理不明身份的 MGCP 消息。 缺省行为是丢弃未知
（不受支持的）消息，因为未知消息可能危及安全。 但是，在安全的测试或生产环境中，此命令
可能对解决不同供应商设备的互操作性问题很有用。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将 MGCP ALG 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择 MGCP 选项卡。
3. 选中 Enable Permit NAT applied（启用允许应用的 NAT）复选框。
4. 选中 Enable Permit routed（启用允许路由）复选框。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将 MGCP ALG 配置为允许未知消息类型：
1.

如果会话处于 NAT 模式或路由模式，则允许未知消息类型通过。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gcp application-screen unknown-message permit-nat-applied
permit-ro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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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66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未知消息类型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示例：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

要求 (第368页)

•

概述 (第368页)

•

配置 (第369页)

•

验证 (第37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地址和接口。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地址簿和地址集”。

•

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概述
如果有线宽带服务提供商为家庭用户提供 MGCP 服务，他们将在自己的场地安装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和呼叫代理，在用户家中安装机顶盒。 机顶盒充当用户住所的网关。
创建区段—用户的区段为 external_subscriber，服务提供商的区段为 internal_ca—之后，请
依次配置地址、接口和策略，以便允许端点之间进行信号发送。 请注意，虽然网关经常驻留于不
同的区段（因此需要针对媒体信息流的策略），但本例中的两个网关位于同一子网中。 另请注
意，由于网关之间的 RTP 信息流从不经过设备，所以这种媒体无需任何策略。 见第369页上的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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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subscriber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subscriber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ca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ca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1/24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erfaces ge-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ca interfaces ge-0/0/1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ca-agent 110.1.1.101/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internal-ca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2.2.2.1/24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external-subscribe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ca-to-subscribers match source-address ca-agent-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ca-to-subscriber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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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ca-to-subscribers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ca-to-subscribers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subscriber-to-ca match source-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subscriber-to-ca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a-agent-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subscriber-to-ca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subscriber-to-ca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intra-ca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intra-ca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intra-ca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intra-ca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ra-subscriber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ra-subscribe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ra-subscriber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ra-subscriber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match
match
match
then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使用 MGCP ALG 配置用户家中的媒体网关：
1.

为用户和服务提供商创建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subscriber]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ca]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2.

为创建的区段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3.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subscriber interfaces ge-0/0/0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internal-ca interfaces ge-0/0/1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1/24

配置地址簿，并为其附加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ca-agent 110.1.1.101/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intern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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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2.2.2.1/2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external-subscriber
4.

为从内部区段到外部区段的信息流配置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ca-to-subscribers]
user@host# edit match source-address ca-agent-1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5.

为从外部区段到内部区段的信息流配置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subscriber-to-ca]
user@host# edit match source-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a-agent-1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6.

为两个内部区段之间的信息流创建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policy intra-ca]
user@host# edi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7.

为两个外部区段之间的信息流创建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policy intra-subscriber]
user@host# edi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
policy ca-to-subscribers {
match {
source-address ca-agent-1;
destination-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internal-ca {
policy subscriber-to-ca {
match {
source-address subscriber-s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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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address ca-agent-1;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internal-ca to-zone internal-ca {
policy intra-ca {
match {
s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external-subscriber to-zone external-subscriber {
policy intra-subscriber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MGCP ALG (第372页)

•

验证 MGCP ALG 呼叫 (第373页)

•

验证 MGCP ALG 端点 (第373页)

•

验证 MGCP ALG 计数器 (第374页)

验证 MGCP ALG
用途

验证 MGCP ALG 验证选项。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mgcp ?
Possible completions:
calls
Show MGCP c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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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s
endpoints

含义

Show MGCP counters
Show MGCP endpoints

输出将显示所有 MGCP 验证参数的列表。 验证以下信息：
•

所有 MGCP 呼叫

•

所有 MGCP 呼叫的计数器

•

有关所有 MGCP 端点的信息

验证 MGCP ALG 呼叫
用途

验证有关活动 MGCP 呼叫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all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alls
Endpoint@GW
Zone
d001@101.50.10.1
Trust
Connection Id> 0
Local SDP> o: 101.50.10.1
c: 101.50.10.1/32206
Remote SDP> c: 3.3.3.5/16928
Endpoint@GW
Zone
d001@3.3.3.5
Untrust
Connection Id> 0
Local SDP> o: 3.3.3.5
c: 3.3.3.5/16928
Remote SDP> c: 101.50.10.1/32206

含义

Call ID
10d55b81140e0f76

RM Group
512

x_o: 101.50.10.1
x_c: 101.50.10.1/32206
x_c: 3.3.3.5/16928
Call ID
3a104e9b41a7c4c9

RM Group
511

x_o: 3.3.3.5
x_c: 3.3.3.5/16928
x_c: 101.50.10.1/32206

输出将显示有关所有 MGCP 呼叫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端点

•

区段

•

呼叫标识

•

资源管理器组

验证 MGCP ALG 端点
用途

验证有关 MGCP 端点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endpoint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mgcp endpoints
Gateway: 101.50.10.1 Zone: Trust IP: 101.50.10.1 -> 101.50.10.1
Endpoint
Trans # Call #
Notified Entity
d001
1
1
0.0.0.0/0->0.0.0.0/0
Gateway: 3.3.3.5 Zone: Untrust IP: 3.3.3.5 -> 3.3.3.5
Endpoint
Trans # Call #
Notified Entity
d001
1
1
0.0.0.0/0->0.0.0.0/0

含义

输出将显示有关所有 MGCP 端点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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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端点的网关 IP 地址和区段

•

每个网关的端点标识、事务号、呼叫号及通知实体。

验证 MGCP ALG 计数器
用途

验证有关 MGCP 计数器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ounter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ounters
MGCP counters summary:
Packets received
:284
Packets dropped
:0
Message received
:284
Number of connections
:4
Number of active connections :3
Number of calls
:4
Number of active calls
:3
Number of transactions
:121
Number of active transactions:52
Number of re-transmission
:68
MGCP Error Counters:
Unknown-method
:0
Decoding error
:0
Transaction error
:0
Call error
:0
Connection error
:0
Connection flood drop
:0
Message flood drop
:0
IP resolve error
:0
NAT error
:0
Resource manager error
:0
MGCP Packet Counters:
CRCX
:4
MDCX
:9
DLCX
AUEP
:1
AUCX
:0
NTFY
RSIP
:79
EPCF
:0
RQNT
000-199 :0
200-299 :95
300-999

含义

相关主题

374

:2
:43
:51
:0

输出将显示有关所有 MGCP 计数器的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

MGCP 计数器摘要

•

MGCP 错误计数器

•

MGCP 数据包计数器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

第360页上的MGCP ALG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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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 MGCP ALG 和 NAT 配置 ISP 托管三区段服务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MGCP ALG 和 NAT 配置三区段配置。
•

要求 (第375页)

•

概述 (第375页)

•

配置 (第376页)

•

验证 (第383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NAT 对 MGCP ALG 的支持。 请参阅第355页上的“了解 MGCP ALG”。

概述
如果位于一个地理位置的 ISP 向不同地理位置的两个网络提供服务，通常会使用三区段配置。
在本例中（见第376页上的图34），位于美国西海岸的一家 ISP 为亚洲和旧金山的独立网络中的客
户提供 MGCP 服务。 亚洲客户位于区段 asia-3 中，由 asia-gw 网关提供支持；旧金山客户位
于区段 sf-2 中，由 sf-gw 网关提供支持。 呼叫代理 west-ca 则位于区段 DMZ 中。 第375页上
的表39 中列出了这些网关和呼叫代理，并显示了相应的 IP 地址、接口和区段。

表39: ISP 托管的三区段服务
网关

IP 地址

接口

区段

sf-gw

192.168.3.201

ge-0/0/0

sf-2

asia-gw

3.3.3.101

ge-0/0/1

asia-3

west-ca

10.1.1.101

ge-0/0/2

DMZ

在本示例中，为网关和呼叫代理创建区段并设置地址之后，将把创建的区段关联到接口，然后为
呼叫代理配置静态 NAT，为 sf-2 区段中的 IP 电话到 asia-3 区段中的电话的通信配置源 NAT。
还将配置区段之间的策略，以便允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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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ISP 托管的三区段服务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3.10/24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10/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f-2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asia-3 interfaces ge-0/0/1.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dmz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sf-gw 192.168.3.201/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sf-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asia-gw 3.3.3.101/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asia-3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3 address west-ca 10.1.1.101/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3 attach zone dmz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ip-phone-pool address 3.3.3.2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from zone sf-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to zone asia-3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3.1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 3.3.3.101/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pool ip-phone-pool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callagent from zone asia-3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callagent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3.3.101/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o-callagent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101/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3.3.3.101/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3.3.3.2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policy pol-dmz-to-asia-3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ca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policy pol-dmz-to-asia-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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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policy pol-dmz-to-asia-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policy pol-dmz-to-asia-3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policy pol-asia-3-to-dmz match
source-address asia-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policy pol-asia-3-to-dmz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policy pol-asia-3-to-dmz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policy pol-asia-3-to-dmz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policy pol-sf-2-to-dmz match source-address
sf-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policy pol-sf-2-to-dmz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policy pol-sf-2-to-dmz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policy pol-sf-2-to-dmz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policy pol-dmz-to-sf-2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ca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policy pol-dmz-to-sf-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f-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policy pol-dmz-to-sf-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policy pol-dmz-to-sf-2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policy pol-sf-2-to-asia-3 match
source-address sf-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policy pol-sf-2-to-asia-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policy pol-sf-2-to-asia-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policy pol-sf-2-to-asia-3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policy pol-asia-3-to-sf-2 match
source-address asia-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policy pol-asia-3-to-sf-2 match
destination sf-gw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policy pol-asia-3-to-sf-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policy pol-asia-3-to-sf-2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policy pol-intra-sf-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policy pol-intra-sf-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policy pol-intra-sf-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policy pol-intra-sf-2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policy pol-intra-asia-3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policy pol-intra-asia-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policy pol-intra-asia-3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policy pol-intra-asia-3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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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配置使用 MGCP ALG 和 NAT 的三区段配置：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3.10/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10/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2.

创建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zones]
security-zone sf-2 interfaces ge-0/0/0
security-zone asia-3 interfaces ge-0/0/1
security-zone dmz interfaces ge-0/0/2

创建地址簿，并为其分配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sf-gw 192.168.3.201/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sf-2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asia-gw 3.3.3.101/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asia-3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3]
user@host# set address west-ca 10.1.1.101/32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dmz

4.

创建静态 NAT 规则集，并为其设置匹配条件和操作。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nat static rule-set to-callagent]
from zone asia-3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3.3.101/32
rule phone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1.1.101/32

为接口 ge-0/0/1.0 上的地址 3.3.3.101/3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3.3.3.101/32

6.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pool ip-phone-pool address 3.3.3.20/32

7.

创建源 NAT 规则集，并为其设置匹配条件和操作。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8.

nat source rule-set phones]
from zone sf-2
to zone asia-3
rule phone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3.10/32
rule phon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3.3.3.101/32
rule phone1 then source-nat pool ip-phone-pool

为接口 ge-0/0/1.0 上的地址 3.3.3.20/3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

378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六章: MGCP ALG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1.0 address 3.3.3.20/32
9.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 DMZ 传输到亚洲。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0.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亚洲传输到 DMZ。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1.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policy pol-asia-3-to-sf-2]
match source-address asia-gw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f-gw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在旧金山内的设备上传输。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6.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policy pol-sf-2-to-asia-3]
match source-address sf-gw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亚洲传输到旧金山。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5.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policy pol-dmz-to-sf-2]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ca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f-gw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旧金山传输到亚洲。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4.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policy pol-sf-2-to-dmz]
match source-address sf-gw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 DMZ 传输到旧金山。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3.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policy pol-asia-3-to-dmz]
match source-address asia-gw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从旧金山传输到 DMZ。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2.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policy pol-dmz-to-asia-3]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ca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match application junos-mgcp
then permit

policies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policy pol-intra-sf-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配置策略，以便允许信息流在亚洲内的设备上传输。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policy pol-intra-asia-3]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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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3.10/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3.3.10/24;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2/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f-2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asia-3 {
interfaces {
ge-0/0/1.0;
}
}
security-zone dmz {
interfaces {
ge-0/0/2.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sf-gw 192.168.3.201/32;
attach {
zone s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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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2 {
address asia-gw 3.3.3.101/32;
attach {
zone asia-3;
}
}
book3 {
address west-ca 10.1.1.101/32;
attach {
zone dmz;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ip-phone-pool {
address {
3.3.3.20/32;
}
}
rule-set phones {
from zone sf-2;
to zone asia-3;
rule phon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92.168.3.10/32;
destination-address 3.3.3.101/32;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ip-phone-pool;
}
}
}
}
}
}
static {
rule-set to-callagent {
from zone asia-3;
rule phone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3.3.3.101/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0.1.1.101/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1.0 {
address {
3.3.3.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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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0/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mz to-zone asia-3 {
policy pol-dmz-to-asia-3 {
match {
source-address west-ca;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asia-3 to-zone dmz {
policy pol-asia-3-to-dmz {
match {
source-address asia-gw;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sf-2 to-zone dmz {
policy pol-sf-2-to-dmz {
match {
source-address sf-gw;
destination-address west-ca;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dmz to-zone sf-2 {
policy pol-dmz-to-sf-2 {
match {
source-address west-ca;
destination-address sf-gw;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sf-2 to-zone asia-3 {
policy pol-sf-2-to-asi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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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
source-address sf-gw;
destination-address asia-gw;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asia-3 to-zone sf-2 {
policy pol-asia-3-to-sf-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sia-gw;
destination-address sf-gw;
application junos-mgcp;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sf-2 to-zone sf-2 {
policy pol-intra-sf-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asia-3 to-zone asia-3 {
policy pol-intra-asia-3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MGCP ALG (第384页)

•

验证 MGCP 呼叫 (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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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 MGCP ALG 统计信息 (第384页)

•

验证 MGCP 端点 (第384页)

验证 MGCP ALG
用途

验证是否启用了 MGCP ALG。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status | match mgcp 命令。

验证 MGCP 呼叫
用途

验证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 MGCP 呼叫。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alls 命令。

验证 MGCP ALG 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 MGCP ALG 统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counters 命令。

验证 MGCP 端点
用途

验证 MGCP 端点。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gcp endpoints 命令。

相关主题

38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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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ALG
•

了解 RPC ALG (第385页)

•

Sun RPC ALG (第385页)

•

Microsoft RPC ALG (第389页)

了解 RPC ALG
Junos OS 支持基本的远程过程调用应用层网关 (RPC ALG) 服务。 RPC 是一种协议，该协议允许
在一个地址空间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访问在另一个地址空间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资源，就像这些资
源在第一个地址空间本地。 RPC ALG 负责处理 RPC 数据包。
Junos OS 中的 RPC ALG 支持以下服务和功能：
•

Sun Microsystems RPC 开放网络计算 (ONC)

•

Microsoft RPC 分布式计算环境 (DCE)

•

动态端口协商

•

允许和拒绝特定 RPC 服务

•

静态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源 NAT（不执行端口转换）

•

安全策略中的 RPC 应用程序

如果需要运行 NFS 或 Microsoft Outlook 之类基于 RPC 的应用程序，请使用 RPC ALG。 缺省
已启用 RPC ALG 功能。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231页上的ALG 概述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89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

了解 Sun RPC ALG (第386页)

•

启用 Sun RPC ALG（J-Web 过程） (第386页)

Sun RPC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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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 Sun RPC ALG（CLI 过程） (第387页)

•

Sun RPC 服务和应用程序 (第387页)

了解 Sun RPC ALG
Sun Microsystems 远程过程调用 (Sun RPC)—也称为开放网络计算远程过程调用 (ONC R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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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将 RPC 程序号和版本号映射到传输地址。
Junos OS 支持将 Sun RPC 用作预定义的服务，并根据您配置的安全策略允许和拒绝信息流。 应
用层网关 (ALG)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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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基于程序号的安全策略的实施。 可定义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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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支持对内向和外向请求使用路由模式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
应用程序或 PC 客户端调用远程服务时，需要查找服务的传输地址。 如果使用的是 TCP/UDP，则
地址为端口号。 下面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过程：
1. 客户端将 GETPORT 消息发送到远程机器上的 RPCBIND 服务。 GETPORT 消息包括程序号及试

图调用的远程服务的版本和过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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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必确定服务的端口号。 下面是这种情况下
的过程：
1. 客户端将 CALLIT 消息发送到远程机器上的 RPCBIND 服务。 CALLIT 消息包括程序号及试图

调用的远程服务的版本和过程号。
2. RPCBIND 为客户端调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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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5页上的了解 RPC ALG

•

第386页上的启用 Sun RPC ALG（J-Web 过程）

•

第387页上的启用 Sun RPC ALG（CLI 过程）

•

第387页上的了解 Sun RPC 服务

•

第389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启用 Sun RPC ALG（J-Web 过程）
缺省情况下，Sun RPC ALG 已启用，所以无需任何配置。
要禁用或再次启用 RPC ALG，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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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 Enable SUNRPC（启用 SUNRPC）复选框。
3.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87页上的启用 Sun RPC ALG（CLI 过程）

启用 Sun RPC ALG（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Sun RPC ALG 已启用，所以无需任何配置。
要禁用 Sun RPC ALG，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sunrpc disable

要再次启用 Sun RPC ALG，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delete security alg sunrpc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86页上的启用 Sun RPC ALG（J-Web 过程）

Sun RPC 服务和应用程序
•

了解 Sun RPC 服务 (第387页)

•

自定义 Sun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第388页)

了解 Sun RPC 服务
预定义的 Sun RPC 服务包括：
•

junos-sun-rpc-portmap-tcp

•

junos-sun-rpc-portmap

•

junos-sun-rpc-portmap-udp

可以通过使用以下方法来应用 Sun RPC ALG：
•

•

ALG 缺省应用程序—为策略中的控制和数据连接使用以下预定义应用程序集之一：
•

application-set junos-sun-rpc（用于控制会话）

•

application-set junos-sun-rpc-portmap（用于数据会话）

缺省控制应用程序—通过 junos-sun-rpc 使用预定义控件：
•

为数据创建应用程序 (USER_DEFINED_DATA)。 可创建自己的数据集（如
my_rpc_application_set），并将其用到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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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主题

为策略中的控制和自定义数据应用程序使用预定义应用程序集：
•

junos-sun-rpc

•

USER_DEFINED_DATA

自定义控制和自定义数据应用程序—使用自定义的应用程序：
•

为控制 (USER_DEFINED_CONTROL) 和数据 (USER_DEFINED_DATA) 创建应用程序。

•

在策略中，为控制和自定义的数据应用程序使用用户定义的应用程序集：
•

USER_DEFINED_CONTROL

•

USER_DEFINED_DATA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88页上的自定义 Sun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

第390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服务

自定义 Sun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所有 Sun RPC 应用程序都可以通过使用预定义的应用程序集来自定义。
例如，可将一个应用程序自定义为仅打开控制会话，不允许任何数据会话：
application-set junos-sun-rpc {
application junos-sun-rpc-tcp;
application junos-sun-rpc-udp;
}

在下面的示例中，预定义的应用程序集仅允许数据会话。 如果没有控制会话，它将不起作用：
application-set junos-sun-rpc-portmap {
application junos-sun-rpc-portmap-tcp;
application junos-sun-rpc-portmap-udp;
}

要使用预定义应用程序集自定义所有 Sun RPC 应用程序，请在策略中同时使用两种应用程序集：
application-set [junos-sun-rpc junos-sun-rpc-portmap]

注意: MS RPC 应用程序的自定义方法与 SUN RPC 应用程序相同。

相关主题

38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90页上的自定义 Microsoft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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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RPC ALG
•

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第389页)

•

启用 Microsoft RPC ALG（J-Web 过程） (第389页)

•

启用 Microsoft RPC ALG（CLI 过程） (第390页)

•

Microsoft RPC 服务和应用程序 (第390页)

•

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第391页)

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MS RPC) 是分布式计算环境 (DCE) RPC 的 Microsoft 实施。 和 Sun
RPC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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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定 UUID 将映射到一个传输地址。
运行 Junos OS 的 Junos OS 设备支持将 MS RPC 用作预定义服务，并根据您配置的策略允许和
拒绝信息流。 应用层网关 (ALG) 为 Junipe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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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策略的实施。 可定义安全策略以允许
或拒绝所有 RPC 请求，或者按特定 UUID 号允许或拒绝。 ALG 还支持对内向和外向请求使用路
由模式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模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5页上的了解 RPC ALG

•

第389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J-Web 过程）

•

第390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CLI 过程）

•

第390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服务

•

第386页上的了解 Sun RPC ALG

•

第391页上的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启用 Microsoft RPC ALG（J-Web 过程）
缺省情况下，MS RPC ALG 已启用，所以无需任何配置。
要禁用或再次启用 Microsoft ALG，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ALG（配置 > 安全 > ALG）。
2. 选中 Enable MSRPC（启用 MSRPC）复选框。
3.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9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

第390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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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1页上的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启用 Microsoft RPC ALG（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MS RPC ALG 已启用，所以无需任何配置。
要禁用 Microsoft RPC ALG，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g msrpc disable

要再次启用 Microsoft RPC ALG，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delete security alg msrpc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9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

第389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J-Web 过程）

•

第391页上的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Microsoft RPC 服务和应用程序
•

了解 Microsoft RPC 服务 (第390页)

•

自定义 Microsoft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第390页)

了解 Microsoft RPC 服务
预定义的 MS RPC 服务包括：

相关主题

•

junos-ms-rpc-portmap

•

junos-ms-rpc-portmap-tcp

•

junos-ms-rpc-portmap-udp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9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ALG

•

第390页上的自定义 Microsoft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

第387页上的了解 Sun RPC 服务

自定义 Microsoft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MS RPC 应用程序的自定义方法与 SUN RPC 应用程序相同。
安全策略中的 MS RPC 服务为：

390

•

0e4a0156-dd5d-11d2-8c2f-00c04fb6bcde

•

1453c42c-0fa6-11d2-a910-00c04f990f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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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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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每个号码使用以下语句：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name term term-name uuid hex-number

ALG 基于这四个 UUID 将程序号映射到动态协商的 TCP/UDP 端口，并根据您配置的策略允许或拒
绝服务。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0页上的了解 Microsoft RPC 服务

•

第388页上的自定义 Sun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

第391页上的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验证 Microsoft RPC ALG 表
用途

要验证 Microsoft RPC ALG，请显示 Microsoft 通用唯一标识符与对象 ID (UUID-to-OID) 映射
表。 Microsoft RPC ALG 用于监控 TCP 端口 135 上的数据包。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alg msrpc object-id-map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lg msrpc object-id-map
UUID
OID
1be617c0-31a5-11cf-a7d8-00805f48a135
0x80000020
e3514235-4b06-11d1-ab04-00c04fc2dcd2
0x80000002
67df7c70-0f04-11ce-b13f-00aa003bac6c
0x80000014

注意: Show security alg msrpc object-id-map CLI 命令有一个机箱集群节点选项，
用于允许将输出限制为到特定节点或查询整个集群。 Show security alg msrpc
object-id-map node CLI 命令选项为 <node-id | all | local | primary>。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89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J-Web 过程）

•

第390页上的启用 Microsoft RPC ALG（CLI 过程）

•

第390页上的自定义 Microsoft RPC 应用程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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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用户认证
•

防火墙用户认证 (第395页)

•

Infranet 认证 (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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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防火墙用户认证
•

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第395页)

•

传递认证 (第396页)

•

Web 认证 (第402页)

•

外部认证 (第410页)

•

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第419页)

•

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第421页)

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防火墙用户是网络用户，在启动通过防火墙的连接时，该用户必须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
借助 Junos OS，管理员可以根据防火墙用户的源 IP 地址和其他凭证来限制和允许其访问防火墙
后受保护的资源（不同区段）。

注意: Junos OS 还支持管理员和点对点协议 (PPP) 用户类型。

定义防火墙用户后，可以创建策略，要求用户通过两种认证方案之一对自己进行认证：

相关主题

•

传递认证—一个区段中的主机或用户尝试访问另一个区段中的资源。 必须使用 FTP、Telnet
或 HTTP 客户端来访问受保护资源的 IP 地址并通过防火墙的认证。 设备使用 FTP、Telnet
或 HTTP 收集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然后根据认证结果，系统将允许或拒绝来自用户或主机的后
续信息流。

•

Web 认证—用户尝试使用 HTTP 连接至启用了 Web 认证的设备上的 IP 地址；在这种情形下，
不能使用 HTTP 来获取受保护资源的 IP 地址。 系统将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供设备进行验
证。 根据认证结果，系统将允许或拒绝从用户或主机到受保护资源的后续信息流。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6页上的了解传递认证

•

第402页上的了解 Web 认证

•

第410页上的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

第419页上的了解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

第421页上的了解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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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认证
•

了解传递认证 (第396页)

•

示例：配置传递认证 (第397页)

了解传递认证
使用传递用户认证时，如果用户试图启动有策略要求认证的 HTTP、FTP 或 Telnet 连接请求，则
设备会截取该请求，并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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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核对，以确认其有效性，如第396页上的
图35 中所示。

注意: 应使用 family inet 分配 IPv4 地址。 使用 family inet6 分配 IPv6 地址。
接口可同时配置 IPv4 和 IPv6 地址。 为简洁起见，这些示例仅使用 IPv4 地址。

图35: 用户的策略查找

第396页上的图35 中的步骤如下：
1. 客户端用户将 FTP、HTTP 或 Telnet 数据包发送至 1.2.2.2。
2. 安全设备截取该数据包，注意到其策略要求从本地数据库或外部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并缓冲

该数据包。
3. 设备通过 FTP、HTTP 或 Telnet 提示用户输入登录信息。
4. 用户以用户名和密码回复。
5. 设备在其本地数据库上检查认证用户帐户，或将登录信息发送到策略中指定的外部认证服务

器。
6. 找到有效匹配项（或从外部认证服务器接收到有效匹配的通知）后，设备会通知用户登录成

功。
7. 设备将数据包从其缓冲区转发到其目标 IP 地址 1.2.2.2。

设备对特定源 IP 地址的用户进行认证后，接下来会允许来自同一地址其他任何用户的信息流—
就像要求通过传递进行认证的策略中所指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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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发起信息流，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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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对安全性的要求高于便利性时，建议使用传递用户认证方法。 此认证方法仅
适用于与触发该方法的策略相匹配的会话和子回话。 如果谨慎操作，可以将此方法应
用于面向互联网的链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402页上的了解 Web 认证

•

第397页上的示例：配置传递认证

示例：配置传递认证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防火墙配置传递认证。
•

要求 (第397页)

•

概述 (第397页)

•

配置 (第397页)

•

验证 (第401页)

要求
开始前，请定义防火墙用户。 请参阅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概述
当客户端尝试使用 FTP、Telnet 或 HTTP 访问另一区段中的目标时，将发生传递防火墙用户认
证。 认证成功后，防火墙将作为 FTP、Telnet 或 HTTP 服务器的代理，这样它就可以先对用户
进行认证，然后再允许到防火墙后实际 FTP、Telnet 或 HTTP 服务器的访问。 第397页上的图36
显示了此示例中使用的拓扑。

图36: 配置传递防火墙认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1/24
interfaces ge-5/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30.30.1/24
access profile FWAUTH client FW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default-profile FW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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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telnet banner success "WELCOME TO JUNIPER TELNET
SESSIO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T-ZONE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ZONE interfaces ge-5/0/0.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then permi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client-match FWClient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传递认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两个接口并向其分配 IP 地址。

注意: 对于此示例，可以选择向接口分配两个地址。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5/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30.30.1/24
2.

为 FWClient1 用户创建 FWAUTH 访问配置文件，指定用户密码，然后为 Telnet 会话定义
成功标题。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access profile FWAUTH client FW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default-profile FWAUTH
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telnet banner success "WELCOME
TO JUNIPER TELNET SESSION"

3.

配置安全区段。

注意: 对于此示例，可以选择为安全区段配置第二个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T-ZONE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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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ZONE interfaces ge-5/0/0.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将安全策略 P1 分配至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then permi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client-match FWClient1

5.

使用 Telnet 对 host2 认证 FWClient1 防火墙用户。
regress@FWClient1# run telnet 30.30.30.2
Trying 30.30.30.2...
Connected to 30.30.30.2.
Escape character is '^]'.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Username: FWClient1
Password:***
WELCOME TO JUNIPER TELNET SESSION
Host1 (ttyp0)
login: regress
Password:
--- JUNOS 10.1R1.1 built 2009-10-12 13:30:18 UTC
%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以下命令，确认配置：
•

show interfaces

•

show access

•

show security zones

•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为简约起见，此 show 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20.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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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e-5/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0.30.30.1/24;
}
}
}
...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FWAUTH {
authentication-order password;
client FWClient1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XHhxVYGDkf5F"; ## SECRET-DATA
}
}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pass-through {
default-profile FWAUTH;
telnet {
banner {
success "WELCOME TO JUNIPER TELNET SESSION";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
}
security-zone UT-ZONE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host-inbound-traffic {
protocols {
all;
}
}
}
}
}
security-zone T-ZONE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5/0/0.0 {
host-inbound-traf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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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s {
all;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
policy P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
then {
permit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pass-through {
client-match FWClient1;
}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防火墙用户认证并监控认证表中的用户和 IP 地址 (第401页)

验证防火墙用户认证并监控认证表中的用户和 IP 地址
用途

显示防火墙认证用户历史记录，并验证认证成功和登录失败的防火墙用户数。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 show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how
show
show
show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history identifier 1
users
users identifier 3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History of firewall authentication data:
Authentications: 2
Id Source Ip Date Time Duration Status User
1 20.20.20.2 2010-10-12 21:24:02 0:00:24 Failed FWClient1
2 20.20.20.2 2010-10-12 21:24:48 0:00:22 Success FWClient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identifier 1
Username: FWClient1
Source IP: 2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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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 state: Success
Authentication method: Pass-through using Telnet
Access start date: 2010-10-12
Access start time: 21:24:02
Duration of user access: 0:00:24
Source zone: UT-ZONE
Destination zone: T-ZONE
Access profile: FWAUTH
Bytes sent by this user: 0
Bytes received by this user: 2660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users
Firewall authentication data:
Total users in table: 1
Id Source Ip Src zone Dst zone Profile Age Status User
4 20.20.20.2
UT-ZONE T-ZONE
FWAUTH
1 Success

FWClient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users identifier 3
Username: FWClient1
Source IP: 20.20.20.2
Authentication state: Success
Authentication method: Pass-through using Telnet
Age: 3
Access time remaining: 9
Source zone: UT-ZONE
Destination zone: T-ZONE
Access profile: FWAUTH
Interface Name: ge-0/0/1.0
Bytes sent by this user: 0
Bytes received by this user: 152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396页上的了解传递认证

•

了解 Web 认证 (第402页)

•

示例：配置 Web 认证 (第404页)

Web 认证

了解 Web 认证
Web 认证是传递认证之外的另一种认证方法。 从客户端浏览器指向启用了 Web 认证的设备上的
IP 地址，而不是指向要连接至的资源。 这将启动到设备上的 IP 地址（承载 Web 认证功能）的
HTTP 会话。 然后，设备将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将结果缓存在设备中。 之后，当信息流遇
到 Web 认证策略，系统将根据之前的 Web 认证结果允许或拒绝访问，如第403页上的图37 中所
示。

注意: 应使用 family inet 分配 IPv4 地址。 使用 family inet6 分配 IPv6 地址。
接口可同时配置 IPv4 和 IPv6 地址。 为简洁起见，这些示例仅使用 IPv4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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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Web 认证示例

请遵循以下 Web 认证准则：
•

可保留本地数据库作为缺省 Web 认证服务器，也可为角色选择外部认证服务器。 缺省 Web 认
证配置文件决定用户使用本地数据库还是外部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 访问配置文件存储用户的
用户名和密码，或指向存储此类信息的外部认证服务器。

•

Web 认证地址必须与要用来承载该地址的接口处于相同的子网内。 例如，如果希望认证用户使
用通过 ethernet3（IP 地址为 1.1.1.1/24）的 Web 认证进行连接，则可将 Web 认证的 IP
地址指定在 1.1.1.0/24 子网内。

•

可将 Web 认证地址设置在与任意物理接口或虚拟安全接口 (VSI) IP 地址所处的相同子网内。
（有关不同类型接口的信息，请参阅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

可将 Web 认证地址设置于多个接口上。

•

设备对特定源 IP 地址的用户进行认证后，接下来会允许来自同一地址其他任何用户的信息流
—就像要求通过 Web 认证进行认证的策略中所指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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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用 Web 认证后，任何前往该 IP 地址的 HTTP 信息流都将打开 Web 认证登录页面，而不是
管理员登录页面。 禁用此选项将显示管理员登录页面（假定已启用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HTTP]）。

•

如果地址用于 Web 认证，建议使用单独的主 IP 地址或首选 IP 地址。

注意: 如果客户端设备紧邻安全网关且非常确定客户端设备不是多用户主机，则建议
采用 Web 认证方法。 此认证方法最适用于无线链路和 DMZ，或者会议室链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396页上的了解传递认证

•

第404页上的示例：配置 Web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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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Web 认证
此示例显示当信息流遇到启用 Web 认证的策略时，如何启用 Web 认证并设置允许用户进行访问
的策略。
•

要求 (第404页)

•

概述 (第404页)

•

配置 (第405页)

•

验证 (第40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定义防火墙用户。 请参阅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将 Web 认证 HTTP 标志添加到接口地址层次结构下，以启用 Web 认证。

概述
要启用 Web 认证，必须指定承载 HTTP 会话的设备的 IP 地址。 如果访问受保护资源的防火墙
用户希望通过直接访问 Web 服务器或 Web 认证来进行认证，则使用这些设置。 以下说明显示当
信息流遇到已启用 Web 认证 (Policy-W) 的策略时，如何设置允许 FWClient1 用户进行访问的
策略。 （请参阅第404页上的图38。）在此示例中，FWClient1 已通过 Web 认证登录页面进行认
证。
FWClient1 防火墙用户执行以下操作来获得认证：
a. 先将浏览器指向 Web 认证 IP (20.20.20.1) 以获得认证
b. 启动访问 policy-W 策略所指定资源的信息流

图38: Web 认证示例

当按这些说明所述配置设备且用户成功通过认证后，将显示第405页上的图39 中所示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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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Web 认证成功标题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1/24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3/24 web-authentication http
set interfaces fe-5/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30.30.1/24
set access profile WEBAUTH client FW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WEBAUTH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banner success "WEB AUTH LOGIN SUCCESS"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T-ZONE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ZONE interfaces ge-5/0/0.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then permi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client-match FWClient1
se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http interface ge-0/0/1.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Web 认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两个接口并向其分配 IP 地址。

注意: 对于此示例，可以选择向接口分配两个地址。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3/24
web-authentication http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5/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30.30.1/24
2.

为 FWClient1 用户创建 WEBAUTH 访问配置文件，指定用户密码，然后定义成功标题。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profile WEBAUTH client FW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WEBAUTH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405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banner success "WEB AUTH
LOGIN SUCCESS"
3.

配置安全区段。

注意: 对于此示例，可以选择为安全区段配置第二个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T-ZONE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ZON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ZONE interfaces ge-5/0/0.0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将安全策略 P1 分配至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policy P1 then permi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client-match FWClient1

5.

激活设备上的 HTTP 守护程序。
[edit]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http interface ge-0/0/1.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以下命令，确认配置：
•

show interfaces

•

show access

•

show security zones

•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show system services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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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约起见，此 show 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
ge-0/0/1{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20.20.20.1/24 {
address 20.20.20.3/24 {
web-authentication http;
}
}
}
}
fe-5/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0.30.30.1/24;
}
}
}
...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WEBAUTH {
client FWClient1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XHhxVYGDkf5F"; ## SECRET-DATA
}
}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web-authentication {
default-profile WEBAUTH;
banner {
success "WEB AUTH LOGIN SUCCESS";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
}
security-zone UT-ZONE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host-inbound-traffic {
protocols {
al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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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zone T-ZONE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5/0/0.0 {
host-inbound-traffic {
protocols {
all;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from-zone UT-ZONE to-zone T-ZONE {
policy P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web-authentication {
client-match FWClient1;
}
}
}
}
}
}
user@host# show system services
...
ftp;
ssh;
telnet;
web-management {
http {
interface g-0/0/1.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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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防火墙用户认证并监控认证表中的用户和 IP 地址
用途

显示防火墙认证用户历史记录，并验证认证成功和登录失败的防火墙用户数。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 show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how
show
show
show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history identifier 1
users
users identifier 3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History of firewall authentication data:
Authentications: 1
Id Source Ip Date Time Duration Status User
5 20.20.20.2
2010-04-24 01:08:57 0:10:30
Success

FWClient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history identifier 1
Username: FWClient1
Source IP: 20.20.20.2
Authentication state: Success
Authentication method: Web-authentication
Access start date: 2010-10-12
Access start time: 21:24:02
Duration of user access: 0:00:24
Source zone: N/A
Destination zone: N/A
Access profile: WEBAUTH
Bytes sent by this user: 0
Bytes received by this user: 2660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users
Firewall authentication data:
Total users in table: 1
Id Source Ip Src zone Dst zone Profile Age Status User
4 20.20.20.2
N/A N/A
WEBAUTH
1 Success
FWClient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irewall-authentication users identifier 3
Username: FWClient1
Source IP: 20.20.20.2
Authentication state: Success
Authentication method: Web-authentication
Age: 3
Access time remaining: 9
Source zone: N/A
Destination zone: N/A
Access profile: WEBAUTH
Interface Name: ge-0/0/1.0
Bytes sent by this user: 0
Bytes received by this user: 152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02页上的了解 Web 认证

•

第421页上的了解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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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认证
•

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第410页)

•

示例：配置 RADIUS 和 LDAP 用户认证 (第411页)

•

示例：配置 SecurID 用户认证 (第415页)

•

示例：删除 SecurID 节点机密文件 (第418页)

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AAA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额外的用户访问保护和控制：
•

认证确定防火墙用户。

•

授权确定防火墙用户可进行的操作。

•

记账确定防火墙用户在网络中进行的操作。

可以单独使用认证，或与授权和记账一起使用。 授权始终要求用户先进行认证。 可以单独使用
记账，或与认证和授权一起使用。
收集到用户的凭据后，将使用防火墙用户认证进行处理，该认证支持以下类型的服务器：
•

本地认证和授权

•

RADIUS 认证和授权（与 Juniper Steel-Belted Radius 服务器兼容）

•

仅 LDAP 认证（支持 LDAP 版本 3 并与 Windows AD 兼容）

•

仅 SecurID 认证（使用 RSA SecurID 外部认证服务器）

注意: Junos OS 还支持使用本地、RADIUS 和 TACACS+ 服务器进行管理认证。 有关
管理认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 SecurID 用户认证 (第410页)

了解 SecurID 用户认证
SecurID 是一种认证方法，允许用户输入静态或动态密码作为其凭据。 动态密码是用户 PIN 和
随机生成的令牌（有效期很短，约 1 分钟）的组合。 静态密码是在 SecurID 服务器上为用户设
置的。 例如，SecurID 服务器管理员可能为丢失其 SecurID 令牌的用户设置临时的静态密码。
当用户尝试访问受策略保护的资源，且在配置文件 authentication-order 参数中将 SecurID 配
置为要使用的唯一认证模式或第一个模式时，设备会将用户凭据转发至 SecurID 服务器进行认
证。 如果用户输入了有效值，则系统会允许用户访问请求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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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ecurID 服务器包括一个功能，如果用户重复提供错误的凭据，则会向用户显
示质询。 但是，Junos OS 不支持质询功能。 相反，SecurID 服务器管理员必须重新
同步该用户的 RSA 令牌。

对于 SecurID，应在 SecurID 服务器上配置有关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信息，然后此信息将
导出至称为 sdconf.rec 的文件。
要在设备上安装 sdconf.rec 文件，必须使用带外方法，例如 FTP。 将该文件安装到不会定期删
除其中文件的目录下。 请勿将其放到临时目录下。 例如，可以将其安装在
/var/db/secureid/server1/sdconf.rec 下。
sdconf.rec 文件包含的信息可向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提供 SecurID 服务器的地址。 当配置

SecurID 服务器用作外部认证服务器时，无需显式配置此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411页上的示例：配置 RADIUS 和 LDAP 用户认证

•

第415页上的示例：配置 SecurID 用户认证

•

第418页上的示例：删除 SecurID 节点机密文件

示例：配置 RADIUS 和 LDAP 用户认证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设备进行外部认证。
•

要求 (第411页)

•

概述 (第411页)

•

配置 (第412页)

•

验证 (第415页)

要求
开始前，请创建认证用户组。

概述
可以将多个用户帐户放在一起组成用户组，然后存储在本地数据库或 RADIUS、LDAP 或 SecurID
服务器上。 当在策略中引用认证用户组和外部认证服务器时，匹配该策略的信息流将调用认证检
查。
此示例显示如何访问配置用于外部认证的配置文件 Profile-1。 访问配置文件中配置了两台
RADIUS 服务器和一台 LDAP 服务器。 但是，认证顺序仅指定了 RADIUS 服务器，所以如果 RADIUS
服务器认证失败，则防火墙用户认证不成功。 不可访问本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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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防火墙客户端通过 RADIUS 服务器认证，则 RADIUS 服务器返回的组成员
VSA 应包含 RADIUS 服务器配置或访问配置文件 Profile-1 中的 alpha、beta 或
gamma 客户端组。 访问配置文件存储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或指向存储此类信息的外
部认证服务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alph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bet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amm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alph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bet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2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3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client Client-4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alph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bet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amma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session-options client-idle-timeout 255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session-options client-session-timeout 4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ldap-options base-distinguished-name
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ldap-options search search-filter sAMAccountName=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ldap-options search admin-search distinguished-name
cn=administrator,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ldap-options search admin-search password juniper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ldap-server 3.3.3.3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radius-server 4.4.4.4 secret juniper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radius-server 4.4.4.4 retry 10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radius-server 5.5.5.5 secret juniper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设备进行外部认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RADIUS 服务器指定为外部认证顺序。
[edit]
user@host#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2.

配置 Client1-4 防火墙用户，并将 Client-1 和 Client-2 防火墙用户分配至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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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3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4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3.

在会话选项中配置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amm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idle-timeout 255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session-timeout 4

4.

配置 LDA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服务器选项。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user@host# set ldap-options base-distinguished-name
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user@host# set ldap-options search search-filter sAMAccountName=
user@host# set ldap-options search admin-search password juniper
user@host# set ldap-options search admin-search distinguished-name
cn=administrator,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user@host# set ldap-server 3.3.3.3

5.

配置两台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user@host# set radius-server 4.4.4.4 secret juniper
user@host# set radius-server 4.4.4.4 retry 10
user@host# set radius-server 5.5.5.5 secret juniper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41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
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Profile-1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client Client-1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gamma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jpimT9A0REyn6yl";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2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IMVRyK7-w4oG-d";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3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GfUkPn/tB1h9C";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4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JuZi.FnC0OR/9"; ## SECRET-DATA
}
}
session-options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gamma ];
client-idle-timeout 255;
client-session-timeout 4;
}
ldap-options {
base-distinguished-name 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search {
search-filter sAMAccountName=;
admin-search {
distinguished-name cn=administrator,cn=users,dc=junos,dc=juniper,dc=net;
password "$9$PfF/O1hleWB1X7"; ## SECRET-DATA
}
}
}
ldap-server {
3.3.3.3;
}
radius-server {
4.4.4.4 {
secret "$9$Q5WMF3/At0IRc"; ## SECRET-DATA
retry 10;
}
5.5.5.5 {
secret "$9$YUg4JUDHmPT"; ## SECRET-DATA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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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415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10页上的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示例：配置 SecurID 用户认证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 SecurID 配置为外部认证服务器。
•

要求 (第415页)

•

概述 (第415页)

•

配置 (第415页)

•

验证 (第417页)

•

故障排除 (第418页)

要求
开始前，请创建认证用户组。

概述
SecurID 是一种认证方法，允许用户输入静态或动态密码作为其凭据。 动态密码是用户 PIN 和
随机生成的令牌（有效期很短，约 1 分钟）的组合。 静态密码是在 SecurID 服务器上为用户设
置的。 例如，SecurID 服务器管理员可能为丢失其 SecurID 令牌的用户设置临时的静态密码。.
当用户尝试访问受策略保护的资源，且在配置文件 authentication-order 参数中将 SecurID 配
置为要使用的唯一认证模式或第一个模式时，设备会将用户凭据转发至 SecurID 服务器进行认
证。 如果用户输入了有效值，则系统会允许用户访问请求的资源。
指定 Server-1 用作 SecurID 服务器，其配置文件驻留在设备上的
/var/db/securid/Server-1/sdconf.rec 文件中。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et access securid-server Server-1 configuration-file
"/var/db/securid/Server-1/sdconf.rec"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authentication-order secu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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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Profile-2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2
client Client-2
client Client-2
client Client-3
client Client-4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alpha
client-group beta
client-group gamma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client-group alpha
client-group beta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client-group alpha
client-group beta
client-group gamma
client-idle-timeout 255
client-session-timeout 4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将 SecurID 配置为外部认证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对于 Profile-2 配置文件，将 SecurID 配置为要用于外部认证的服务器。
[edit]
user@host# set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authentication-order securid

要在多个配置文件中共享单个 SecurID 服务器，对于每个配置文件，请将
authentication-order 参数设置为包括 securid 作为认证模式。
2.

配置 Client1-4 防火墙用户，并将 Client-1 和 Client-2 防火墙用户分配至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amm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2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3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4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3.

在会话选项中配置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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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alph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bet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amma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idle-timeout 255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session-timeout 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
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Profile-2
authentication-order securid;
client Client-1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gamma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jpimT9A0REyn6yl";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2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IMVRyK7-w4oG-d";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3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GfUkPn/tB1h9C";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4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JuZi.FnC0OR/9"; ## SECRET-DATA
}
}
session-options {
client-group [ alpha beta gamma ];
client-idle-timeout 255;
client-session-timeout 4;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417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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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故障排除
•

动态 VPN 配置中认证未成功故障排除 (第418页)

动态 VPN 配置中认证未成功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设备未在动态 VPN 配置中找到客户端地址。
1. 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设备主机名、域搜索和名称服务器。

[edit system]
user@host# set host-name srx101.uaclab.net
user@host# set domain-search uaclab.net
user@host# set name-server 10.204.91.25
2. 验证设备主机名是否在 RSA 服务器上得到解析。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10页上的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

第418页上的示例：删除 SecurID 节点机密文件

示例：删除 SecurID 节点机密文件
此示例显示如何删除节点机密文件。
•

要求 (第418页)

•

概述 (第418页)

•

配置 (第419页)

•

验证 (第419页)

要求
开始前，请确认有必要删除 SecurID 节点机密文件。

概述
当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最初与 SecurID 服务器成功通信时，系统将自动创建节点机密文件。
该文件的创建是软件成功验证第一个用户后，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与 SecurID 服务器之间握
手的结果。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和 SecurID 服务器之间所有后续的通信都依赖于此机密来表
示两个节点之间的信任，而不用就每个认证请求重复进行握手。
正常情况下，不应删除节点机密文件。 在极少数必须这么做的情况下，例如调试严重问题，可以
使用 clear 命令删除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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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删除该文件，必须取消选中 SecurID 服务器上的一个复选框来表示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与 SecurID 服务器的节点机密文件不再存在。 否则，认证尝试将失
败。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删除节点机密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 clear 命令删除节点机密文件。 在后续用户认证过程中，设备将重新建立与 SecurID
服务器的共享机密，并重新创建节点机密文件。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lear network-access
命令删除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 securid-node-secret-file。

1.

user@host> clear network-access securid-node-secret-file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network-access securid-node-secret-file 命令，确认删除。 如
果输出不显示，请重复此示例中的说明进行更正。

2.

user@host> show network-access securid-node-secret-file

验证
输入 show network-access securid-node-secret-file 命令，验证删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10页上的了解外部认证服务器

•

第415页上的示例：配置 SecurID 用户认证

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

了解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第419页)

•

示例：为客户端组配置本地用户 (第420页)

了解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要管理防火墙用户数，可以创建用户或客户端组，并将相关信息存储在本地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或者外部 RADIUS 或 LDAP 服务器上。
客户端组是客户端所属组的列表。 当客户端空闲超时，仅会在外部认证服务器的响应中不返回值
的情况下使用客户端组（例如，LDAP 服务器不返回此类信息）。
RADIUS 服务器使用 Juniper VSA (46) 将客户端的组信息发送至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相
关策略的 client-match 部分接受的字符串可以为客户端所属的用户名或组名。
之所以不同类型客户端（管理客户端除外）只有一个数据库，是基于单个客户端可以是多种类型
的假定。 例如，防火墙用户客户端也可以是 L2TP 客户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420页上的示例：为客户端组配置本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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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为客户端组配置本地用户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配置文件中为客户端组配置本地用户。
•

要求 (第420页)

•

概述 (第420页)

•

配置 (第420页)

•

验证 (第421页)

要求
开始前，创建访问配置文件。 请参阅示例：配置访问配置文件。

概述
客户端组是客户端所属组的列表。 当客户端空闲超时，仅会在外部认证服务器的响应中不返回值
的情况下使用客户端组（例如，LDAP 服务器不返回此类信息）。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称为 Managers 的配置文件中为客户端组 G1、G2 和 G3 配置本地用户
Client-1。 在此示例中，已为客户端配置客户端组。 如果未定义客户端的客户端组，则使用
access profile session-options 层次结构下的客户端组。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access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Managers
Managers
Managers
Managers
Managers
Managers
Managers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client Client-1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1
client-group G2
client-group G3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client-group G1
client-group G2
client-group G3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配置文件中配置客户端组的本地用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防火墙用户并向其分配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Managers]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1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2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client-group G3
user@host# set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pwd

2.

在会话选项中配置客户端组。
[edit access profile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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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1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2
user@host# set session-options client-group G3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access profile Manager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
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Managers
client Client-1 {
client-group [ G1 G2 G3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jpimT9A0REyn6yl"; ## SECRET-DATA
}
}
session-options {
client-group [ G1 G2 G3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421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19页上的了解用于防火墙认证的客户端组

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

了解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第421页)

•

示例：自定义防火墙认证标题 (第422页)

了解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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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阅第421页上的图40。）

图40: 标题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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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成功登录到 Web 认证地址后，在浏览器屏幕的顶部显示，如第421页上的图40 中所示

•

在针对用户的 Telnet、FTP 或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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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定义出现在标题上的消息，使其更适合
使用设备的网络环境。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395页上的防火墙用户认证概述

•

第422页上的示例：自定义防火墙认证标题

示例：自定义防火墙认证标题
此示例显示如何自定义显示在浏览器中的标题文本。
•

要求 (第422页)

•

概述 (第422页)

•

配置 (第422页)

•

验证 (第423页)

要求
开始前，创建访问配置文件。 请参阅示例：配置访问配置文件。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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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示例显示如何更改显示在
浏览器中的标题，用以在用户通过 Web 认证成功登录后表示用户已通过认证。 新消息是“Web
authentication is successful”。如果认证失败，则新消息为“Authentication failed”。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successful”

分步过程

pass-through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pass-through ftp banner fail “ Authentication failed”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web-authentication banner success “ Web authentication is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自定义显示在浏览器中的标题文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通过 FTP 进行传递认证失败时的标题文本。
[edit]
user@host#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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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ftp banner fail "
Authentication failed"

指定 Web 认证成功时的标题文本。

2.

[edit]
user@host# set access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user@host# set access web-authentication banner success " Web authentication is
successfu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
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pass-through {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ftp {
banner {
fail "Authentication failed";
}
}
}
web-authentication {
default-profile Profile-1;
banner {
success "Web authentication is successful";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423页)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确定任何问题。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log messages 命令和 show log dc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1页上的了解防火墙认证标题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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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Infranet 认证
•

UAC 和 Junos OS (第425页)

•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通信 (第427页)

•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第429页)

•

Junos OS 执行器和 IPsec (第432页)

•

Junos OS 执行器和 Infranet 代理端点安全 (第440页)

•

Junos OS 执行器和捕获门户 (第440页)

•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故障切换 (第447页)

•

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第425页)

•

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CLI 程序） (第427页)

UAC 和 Junos OS

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统一访问控制 (UAC) 部署使用以下组件来保证网络安全，并确保仅合格的最终用户能访问受保护
的资源：
•

IC 系列 UAC 设备—IC 系列设备是网络中的策略决策点。 它使用认证信息和策略规则来确定
是否提供对网络上个别资源的访问。 可以在网络中部署一个或多个 IC 系列设备。

注意: 对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中统一访问控制 (UAC) 联系间隔和超时值的任何
更改要在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下次与 IC 系列设备重新连接后才会生效。

•

Infranet 执行器—Infranet 执行器是网络中的策略执行点。 它从 IC 系列设备接收策略，并
使用这些策略中定义的规则确定是否允许端点访问资源。 应将 Infranet 执行器部署在要保护
的服务器和资源之前。

•

Infranet 代理—Infranet 代理是直接在网络端点（例如用户的计算机）上运行的客户端组件。
该代理检查端点是否符合主机检查程序策略中指定的安全标准，并将相关合规信息转发至
Infranet 执行器。 然后，Infranet 执行器根据合规性结果允许或拒绝端点访问。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可以作为 UAC 网络中的 Infranet 执行器。 具体地说，它作为第 3 层
执行点，使用从 IC 系列设备推送下来的 IP 策略控制访问。 部署在 UAC 网络中的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称为 Junos OS 执行器。 请参阅第426页上的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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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将 Junos 安全设备集成到统一访问控制网络中

注意: 可以将 Junos OS 执行器与 IC 系列设备和安全访问设备用于 IF-MAP Federation
网络中。 在联合网络中，非直接连接至 Junos OS 执行器的多个 IC 系列设备和安全
访问设备可访问受安全设备保护的资源。 不用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执行 IF-MAP
Federation 配置任务。 应在可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动态创建认证表条目的 IC 系
列设备上配置策略。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相关主题

42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27页上的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CLI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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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CLI 程序）
Junos OS 安全策略强制执行针对传输信息流的规则，定义哪些信息流可以通过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这些策略控制从一个区段 (from-zone) 进入并从另一个区段 (to-zone) 离开的信息流。
要使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成为 UAC 部署中的 Junos OS 执行器，必须：
•

确定 UAC 信息流要经过的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还需要接口列表，包括其所处的区段。 IC 系
列 UAC 设备使用目标区段来匹配其在 IC 系列设备上配置的 IPsec 路由策略。

•

确定 Junos OS 安全策略包括这些区段，并为这些策略启用 UAC。

准备工作：
1. 配置 UAC 信息流要通过其进入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的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将具有相同安全要求的接口分组到区段中。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3. 创建安全策略来控制通过安全区段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

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要通过 Junos OS 安全策略配置 UAC，请输入以下配置语句：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name to-zone zone-name policy match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ac-policy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通信
•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 (第427页)

•

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CLI 程序） (第428页)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
当配置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与 IC 系列 UAC 设备进行连接时，SRX 设备或 J 系列设备将按
以下方式与 IC 系列设备建立安全通信：
1. IC 系列设备向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提供其服务器证书。 如果进行了相关配置，SRX 系列

或 J 系列设备将验证该证书。 （服务器证书验证不是必需的，但是，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
可以验证该证书来实施额外的信任。）
2.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与 IC 系列设备使用专有的质询-响应认证来执行相互认证。 出于安

全原因，发送至 IC 系列设备的消息中不会包括密码。
3. 成功认证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后，IC 系列设备会向其发送用户认证和资源访问策略信息。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利用此信息来充当 UAC 网络中的 Junos OS 执行器。
4. 此后，IC 系列设备与 Junos OS 执行器就可以通过 SSL 连接相互自由通信。 相关通信由称

为 Junos UAC 执行器协议 (JUEP)的专有协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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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28页上的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CLI 程序）

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CLI 程序）
要配置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充当 UAC 环境中的 Junos OS 执行器，并由此强制执行 IC 系列
UAC 设备策略，必须指定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应连接至的 IC 系列设备。
准备工作：
1. 通过相关 Junos OS 安全策略启用 UAC。 请参阅第427页上的“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

（CLI 程序）”。
2. （可选）将 IC 系列设备服务器证书导入至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并为签署该证书的证书

授权机构 (CA) 创建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52页上的“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3. 在 IC 系列设备上设置用户角色、认证和授权服务器以及认证领域，以配置用户认证和授权。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4. 在 IC 系列设备上配置资源访问策略来指定允许或拒绝哪些端点访问受保护资源。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要配置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作为 Junos OS 执行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应连接至的 IC 系列设备。
•

要指定 IC 系列设备主机名，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

要指定 IC 系列设备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address
ip-address

注意: 配置到多个 IC 系列设备的访问时，必须逐一单独定义。 例如：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1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2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3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1
address 10.10.10.1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2
address 10.10.10.2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IC3
address 10.10.10.3

请确保所有 IC 系列设备属于同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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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缺省情况下，IC 系列设备应选择端口 11123。 要确定此缺省值是否已更
改，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2. 指定 IC 系列设备应连接至的 Junos OS 接口：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interface
interface-name
3. 指定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应用于启动与 IC 系列设备的安全通信的密码：

注意: 对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中统一访问控制 (UAC) 联系间隔和超时值的任
何更改要在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下次与 IC 系列设备重新连接后才会生效。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password
password
4. （可选）指定设备应用于与 IC 系列设备进行 SSL 通信的证书的相关信息。
•

要指定设备应使用的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server-certificate-subject certificate-name

•

要指定与证书关联的 CA 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franet-controller hostname ca-profile
ca-profile

注意: IC 系列设备服务器证书可由中间 CA 签发。 共有两类 CA—根 CA 和中间 CA。
中间 CA 是根 CA 的次级，可向公开密钥基础结构 (PKI) 层次中的其他 CA 签发证
书。 因此，如果证书是由中间 CA 签发的，则需要在证书链中指定完整的 CA 配置文
件列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第430页)

•

使用仅测试模式测试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访问决定（CLI 程序） (第431页)

•

验证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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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当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自身成功成为 Junos OS 执行器后，将按以下方式保证信息流的安全：
1. 首先，Junos OS 执行器使用适当的 Junos OS 安全策略处理信息流。 安全策略 使用标准（例

如信息流源 IP 地址或一天之中收到信息流的时间）来确定是否应允许信息流通过。
2. 根据 Junos OS 安全策略确定信息流可以通过后，Junos OS 执行器将该信息流映射至认证表

条目。 Junos OS 执行器使用流中第一个数据包的 IP 地址来创建映射。

认证表条目 包含已成功建立 UAC 会话的用户的源 IP 地址和用户角色。 用户角色 根据类型
（例如“工程”或“营销”）或状态（例如“正在运行防病毒软件”）等标准标识一组用户。
Junos OS 执行器根据存储在相应认证表条目中的认证结果确定是否允许或拒绝信息流通过。
当设备刚开始相互连接时以及在整个会话期间（根据需要），IC 系列 UAC 设备将认证表条目
推入 Junos OS 执行器。 例如，当用户的计算机不符合端点安全策略时、更改用户角色的配
置时，或者为应对安全问题（例如网络中感染病毒）而禁用 IC 系列设备上的所有用户帐户
时，IC 系列设备可能会将更新的认证表条目推送至 Junos OS 执行器。
如果 Junos OS 执行器因认证表条目丢失而丢弃数据包，则设备会向 IC 系列设备发送消息，
从而有可能调配新的认证表条目，并将其发送至 Junos OS 执行器。 此过程称为 动态认证表
调配。
3. 当 Junos OS 执行器根据认证表条目确定信息流可以通过时，它会将该信息流映射至资源。

Junos OS 执行器使用流中指定的目标 IP 地址来创建映射。 然后设备使用认证表条目中指定
的资源及用户角色来将信息流映射至资源访问策略。

资源访问策略 指定您希望根据用户角色来控制其访问的特定资源。 例如，可以创建以下资源
访问策略：仅允许用户角色为“工程”或“正在运行防病毒软件”的用户访问“仅工程”服务
器。 或者可以创建：允许用户角色为“未运行防病毒软件”的用户访问有防病毒软件可供下
载的“修复”服务器。
当设备刚开始相互连接以及在修改 IC 系列设备上的资源访问策略配置时，IC 系列设备会将
资源访问策略推送至 Junos OS 执行器。
如果 Junos OS 执行器因“deny”策略丢弃数据包，它会向 IC 系列设备发送消息，该设备转
而向端点的 Odyssey 访问客户端（如适用）发送消息。 （IC 系列设备不会向无代理客户端
发送“deny”消息。）
4. 当 Junos OS 执行器根据资源访问策略确定信息流可以通过时，它将使用 Junos OS 策略中定

义的其余应用服务处理该信息流。 Junos OS 执行器按以下顺序运行其余服务：入侵检测和防
护 (IDP)、URL 过滤和应用层网关 (ALG)。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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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2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431页上的使用仅测试模式测试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访问决定（CLI 程序）

•

第431页上的验证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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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仅测试模式测试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访问决定（CLI 程序）
当配置处于仅测试模式下后，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会让所有 UAC 信息流通过，无论 UAC 策略
的设置如何。 设备记录 UAC 策略的访问决定，但不强制执行，所以能在不阻碍信息流的情况下
测试实施。
准备工作：
1. 通过相关 Junos OS 安全策略启用 UAC。 请参阅第427页上的“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

（CLI 程序）”。
2. 将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配置为 Junos OS 执行器。 参见第428页上的“配置 Junos OS 执

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CLI 程序）”。
3. 如果连接至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请启用故障切换选项。 参见第448页上的“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故障切换选项（CLI 程序）”。
要激活或禁用仅测试模式，请输入以下配置语句：
user@host#

相关主题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test-only-mode (true | fals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30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第431页上的验证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验证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显示来自 Junos OS 执行器的 IC 系列 UAC 设备认证表条目 (第431页)

•

显示来自 Junos OS 执行器的 IC 系列 UAC 设备资源访问策略 (第431页)

显示来自 Junos OS 执行器的 IC 系列 UAC 设备认证表条目
用途

显示从 IC 系列 UAC 设备配置的认证表条目摘要。

操作

输入 show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authentication-table CLI 命令。

显示来自 Junos OS 执行器的 IC 系列 UAC 设备资源访问策略
用途

显示从 IC 系列 UAC 设备配置的 UAC 资源访问策略摘要。

操作

输入 show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policies CLI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30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第431页上的使用仅测试模式测试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访问决定（CLI 程序）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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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执行器和 IPsec
•

了解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实施 (第432页)

•

示例：将设备配置为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 (CLI) (第433页)

了解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实施
要将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配置为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必须：
•

包括在安全 IKE 网关下配置的身份。 身份是类似于“gateway1.juniper.net”的字符串，其
中 gateway1.juniper.net 因 IKE 网关不同而有所区别。 （身份指定信息流要进入的通道。）

•

包括预共享的种子。 这将从远程用户的完整身份为“阶段 1”凭证生成预共享密钥。

•

包括 RADIUS 共享机密。 这将使 IC 系列 UAC 设备能够从 Junos OS Infranet 执行器接受
RADIUS 数据包，进行扩展认证 (XAuth)。

当在 IC 系列设备、Odyssey 访问客户端以及 SRX 或 J 系列设备之间配置 IPsec 时，应注意以
下是从 IC 系列设备到 Odyssey 访问客户端所支持的 IKE（或“阶段 1”）提议方法或协议配
置：
•

IKE 提议：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必须指定 pre-shared-keys）

•

IKE 策略：

•

•

mode aggressive（必须使用积极模式）

•

pre-shared-key ascii-text key（仅支持 ASCII 文本预共享密钥）

IKE 网关：动态
•

hostname identity（必须为网关指定唯一的身份）

•

ike-user-type group-ike-id（必须指定 group-ike-id）

•

xauth access-profile profile（必须指定 xauth）

以下是从 IC 系列设备到 Odyssey 访问客户端所支持的 IPsec（或“阶段 2”）提议方法或协议
配置。
•

IPsec 提议：protocol esp（必须指定 esp）

•

IPsec VPN：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必须指定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注意:

432

•

每个 from-zone 到 to-zone 安全策略仅支持一个 IPsec VPN 通道。 这是 IC 系
列设备上的限制。

•

使用 Junos OS 安全策略可定义多个由不同源地址和/或目标地址来区别的策略。
但是，IC 系列设备无法区分此类配置。 如果以这种方式启用多个策略，IC 系列设
备可能会确定错误的 IKE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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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30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433页上的示例：将设备配置为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 (CLI)

示例：将设备配置为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 (CLI)
要配置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作为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设置系统和系统日志信息：

system {
host-name test_host;
domain-name test.juniper.net;
host-name test_host;
root-authentication {
encrypted-password "$1$uhqXoD0T$6h26f0xXExOqkPHQLvaTF0";
}
services {
ftp;
ssh;
telnet;
web-management {
http {
interface ge-0/0/0.0;
}
}
}
syslog {
user * {
any emergency;
}
file messages {
any critical;
authorization info;
}
file interactive-commands {
interactive-commands error;
}
}
max-configurations-on-flash 5;
max-configuration-rollbacks 5;
license {
autoupdate {
url https://ae1.juniper.net/junos/key_retrieval;
}
}
ntp {
boot-server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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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1.2.3.4;
}
}

注意: 在 SRX 系列设备上，出厂缺省允许的最大备份配置数为 5。 因此，可以有
1 个活动配置和最多 5 个回滚配置。 增加此备份配置数将导致磁盘存储空间的使
用量和提交时间增加。
要修改出厂缺省配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root@host# set system max-configurations-on-flash number
root@host# set system max-configuration-rollbacks number

其中 max-configurations-on-flash 表示要存储在配置分区中的备份配置数，
max-configuration-rollbacks 表示最大的备份配置数。

2.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接口：

interfaces {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64.75.135/16;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00.54.1/16;
}
}
}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10.101.54.1/16;
}
}
}
3.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路由选项：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0.64.0.1;
route 10.11.0.0/16 next-hop 10.64.0.1;
route 172.0.0.0/8 next-hop 10.64.0.1;
route 10.64.0.0/16 next-hop 10.64.0.1;
}
}
4.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安全选项：

security {
i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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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options {
file ike;
flag all;
}
proposal prop1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pol1 {
mode aggressive;
proposals prop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YS4ZjmPQ6CuTz6Au0cSvWLxNbiHm";
}
gateway gateway1 {
ike-policy pol1;
dynamic {
hostname gateway1.juniper.net;
connections-limit 1000;
ike-user-type group-ike-id;
}
external-interface ge-0/0/0;
xauth access-profile infranet;
}
gateway gateway2 {
ike-policy pol1;
dynamic {
hostname gateway2.juniper.net;
connections-limit 1000;
ike-user-type group-ike-id;
}
external-interface ge-0/0/0;
xauth access-profile infranet;
}
}
5.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 IPsec 参数：

ipsec {
proposal prop1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time-seconds 86400;
}
policy pol1 {
proposals prop1;
}
vpn vpn1 {
ike {
gateway gateway1;
ipsec-policy pol1;
}
}
vpn vp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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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
gateway gateway2;
ipsec-policy pol1;
}
}
}
6.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筛选选项：

screen {
ids-option untrust-screen {
icmp {
ping-death;
}
ip {
source-route-option;
tear-drop;
}
tcp {
syn-flood {
alarm-threshold 1024;
attack-threshold 200;
source-threshold 1024;
destination-threshold 2048;
queue-size 2000;
timeout 20;
}
land;
}
}
}
7.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区段：

zones {
security-zone trust {
tcp-rst;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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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s {
ge-0/0/1.0;
}
}
security-zone zone101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2.0;
}
}
}
8.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 UAC 策略：

policies {
inactive: from-zone trust to-zone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inactive: policy default-permit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inactive: policy default-deny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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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vpn1;
}
application-services {
uac-policy;
}
}
log {
session-init;
session-close;
}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log {
session-init;
session-close;
}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zone101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vpn2;
}
application-services {
uac-policy;
}
}
log {
session-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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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close;
}
}
}
policy tes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default-policy {
deny-all;
}
}
}
9.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 RADIUS 服务器认证访问：

access {
profile infranet {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radius-server {
10.64.160.120 secret "$9$KBoWX-YgJHqfVwqfTzCAvWL";
}
}
}
10. 使用以下配置语句配置 UAC 服务：

services {
unified-access-control {
inactive: infranet-controller IC27 {
address 3.23.1.2;
interface ge-0/0/0.0;
password "$9$Wjl8X-Vb2GDkev4aGUHkuOB";
}
infranet-controller prabaIC {
address 10.64.160.120;
interface ge-0/0/0.0;
password "$9$jdkmT69pRhrz3hrev7Nik.";
}
traceoptions {
flag all;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32页上的了解使用 IPsec 的 Junos OS 执行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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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执行器和 Infranet 代理端点安全
•

了解使用 Infranet 代理与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第440页)

•

配置使用 Infranet 代理与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第440页)

了解使用 Infranet 代理与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按以下方式，Infranet 代理可从启动通信的端点开始，帮助保证网络中信息流的安全：
1. 直接在端点上运行的 Infranet 代理检查端点是否符合统一访问控制 (UAC) 主机检查程序策

略。 可以在 UAC 主机检查程序中使用多种标准来确定合规性。 例如，可以配置主机检查程
序策略来确认端点已运行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或者端点未运行指定类型的恶意软件或进程。
2. Infranet 代理将合规性信息传输至 Junos OS 执行器。
3. Junos OS 执行器根据主机检查程序合规性结果允许或拒绝端点访问网络上的资源。

因为 Infranet 代理直接在端点上运行，所以可以使用 Infranet 代理随时检查端点的安全合规
性。 例如，当用户尝试登录 IC 系列 UAC 设备时，可以要求 Infranet 代理立即发送合规性结
果—Infranet 代理向 IC 系列设备返回积极的合规性结果后，用户方可看到登录页面。 还可以
配置 Infranet 代理在用户登录后或在用户会话期间定期检查合规性。
如果运行 Infranet 代理的端点具有适当的访问权限，它们会自动将其合规性结果发送至 IC 系
列设备，然后 IC 系列设备将相应地更新认证表条目并推送至 Junos OS 执行器。 Junos OS 执
行器支持与 Odyssey 访问客户端和“无代理”Infranet 代理的连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0页上的配置使用 Infranet 代理与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配置使用 Infranet 代理与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要将 Infranet 代理集成到 Junos OS-UAC 部署中，无需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进行任何特殊配
置。 只需按照对其他 OS-UAC 部署的处理方式，创建安全策略来允许访问相应端点。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440页上的了解使用 Infranet 代理和 Junos OS 执行器的端点安全

Junos OS 执行器和捕获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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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第441页)

•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第442页)

•

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第443页)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九章: Infranet 认证

•

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第445页)

•

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第446页)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在统一访问控制 (UAC) 部署中，用户可能不会注意到，必须先登录至 IC 系列 UAC 设备进行认
证和端点安全检查，之后才会被允许访问 Junos OS 执行器后面的受保护资源。 要帮助用户登录
IC 系列设备，可以配置捕获门户功能。 使用捕获门户功能可以在 Junos OS 执行器中配置策略，
自动将发往受保护资源的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或 Junos OS 执行器中配置的 URL。
可以为使用源 IP 执行和/或 IPsec 执行的部署配置捕获门户。
第441页上的图42 显示了 Junos OS 执行器上启用的捕获门户功能。 系统自动将访问受保护资源
的用户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
1. 用户使用浏览器指向受保护资源。
2. Junos OS 执行器确定用户未通过认证，并将相关请求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或另一台服务器。
3. 用户输入其 Infranet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4. IC 系列设备将用户凭证传递至认证服务器。
5. 认证后，IC 系列设备将用户重定向至其希望访问的受保护资源。

图42: 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启用捕获门户功能

Junos

5

5

3

Infranet
缺省情况下，Junos OS 执行器会对用户输入的受保护资源 URL 执行编码，并将其转发至 IC 系
列设备。 IC 系列设备使用受保护资源 URL 帮助用户导航至受保护资源。 IC 系列设备如何使用
受保护资源 URL 取决于用户的端点是否运行 Odyssey 访问客户端或 Junos Pulse。 如果用户端
点未运行 Odyssey 访问客户端或 Junos Pulse（即采用无代理或 Java 代理配置），IC 系列设
备将自动打开新浏览器窗口，并在用户登录后使用 HTTP 访问受保护资源。 如果端点使用 Ody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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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客户端，IC 系列设备将在用户登录后自动打开的网页中插入超文本链接。 然后，用户必须
在同一浏览器窗口中单击该超文本链接，通过 HTTP 方式访问受保护资源。
Junos OS 执行器仅针对 HTTP 信息流支持捕获门户功能。 如果尝试使用 HTTPS 或非浏览器应用
（例如电子邮件应用）访问受保护资源，则 Junos OS 执行器不会重定向相关信息流。 当使用
HTTPS 或非浏览器应用时，必须先手动登录 IC 系列设备，然后再尝试访问受保护资源。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

第443页上的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

第445页上的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

第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要配置捕获门户功能，应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安全策略，然后指定捕获门户安全策略的重
定向选项。 可以选择将信息流重定向至外部服务器或 IC 系列 UAC 设备。 还可以选择重定向所
有信息流或者仅未认证信息流。

相关主题

442

•

将信息流重定向至外部 Web 服务器—可以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将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外部
Web 服务器，而不是 IC 系列设备。 例如，可以将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一个网页，向用户说
明他们必须先登录 IC 系列设备，然后才能访问受保护资源。 还可以在该网页上包括到 IC 系
列设备的链接，帮助用户登录。

•

重定向未认证信息流—如果部署使用仅源 IP 或者源 IP 和 IPsec 的组合，请选择此选项。
Junos OS 执行器将明文信息流从未认证用户重定向至当前连接的 IC 系列设备，或者重定向至
在重定向 URL 中指定的 IP 地址或域名。 当用户登录至 IC 系列设备且用户的端点系统达到
IC 系列设备安全策略的要求后，Junos OS 执行器将允许用户的明文信息流通过源 IP 部署。
对于 IPsec 部署，Odyssey 访问客户端会在用户和 Junos OS 执行器之间创建 VPN 通道。 然
后，Junos OS 执行器应用 VPN 策略，允许加密的信息流通过。

•

重定向所有信息流—如要将所有信息流重定向至在重定向 URL 中指定的 URL，请选择此选项。

•

通过多台 IC 系列设备重定向信息流—可以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配置多台 IC 系列设备，但
在任何给定时间内仅能与一台 IC 系列设备连接。 如果与 IC 系列设备的连接断开，则 Junos
OS 执行器会尝试连接至下一台配置的 IC 系列设备。 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确定在任何给定
时间哪台 IC 系列设备与 Junos OS 执行器连接。 要确保 Junos OS 执行器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连接的 IC 系列设备，请配置缺省重定向 URL 或在 URL 中配置 %ic-ip% 选项。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

第443页上的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

第445页上的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

第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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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在此示例中，您在要保护的数据中心
资源前面部署 Junos OS 执行器，并在该执行器上配置捕获门户功能。 然后，Junos OS 执行器
会自动将发往受保护资源的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 UAC 设备，进行认证。
•

要求 (第443页)

•

概述 (第443页)

•

配置 (第443页)

•

验证 (第44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在网络中部署 IC 系列设备，这样用户就可以访问相关设备。 使用 IC 系列设备上的内部端口
连接用户、Junos OS 执行器（此示例中为 SRX210 设备）和认证服务器。 请参阅第428页上的
“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之间的通信（CLI 程序）”。

•

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设置区段和接口。 确保最终用户与受保护资源处于不同的安全区段中。
例如，数据中心中的受保护资源配置在可信任区段中，而用户在不可信任区段中。 请参阅第129
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将单个用户添加到外部认证服务器或本地认证服务器。 为各个用户设置角色和领域。 可以根
据网络安全需求调配对受保护资源的访问。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希望通过确保仅合规和通过认证的用户获得访问权限，来保护可信任区段免受 LAN
用户的威胁。 每个月都有新用户加入网络。 您希望在系统中配置捕获门户，这样系统就会自动
将未认证用户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而无需要求新用户记住登录 IC 系列设备。
本主题中的配置说明介绍如何创建称为 my-policy 的安全策略，指定此策略的匹配条件，指定捕
获门户策略作为 UAC 策略的一部分，以及设置标准来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 在此示
例中，策略 my-policy：
•

指定匹配条件，来包括任何从之前配置的 trust 区段到之前配置的另一个 untrust 区段的信息
流。

•

指定捕获门户策略，称为 my-captive-portal-policy，作为 UAC 策略的一部分。

•

将重定向信息流标准指定为 unauthenticated。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y-polic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ource-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y-policy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ac-policy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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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redirect-traffic
unauthenticated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导航 CLI 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策略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y-policy]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ource-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2.

指定包含在 UAC 策略中的捕获门户策略，以应用至与安全策略中指定条件匹配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y-policy]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ac-policy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3.

将所有未认证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
[edi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user@host# set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redirect-traffic
unauthenticated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未
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上任何其他配置均以省略号
(...) 代替。
[edit]
user@host# show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
redirect-traffic unauthenticated;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my-polic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ac-policy {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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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完成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捕获门户策略 (第445页)

验证捕获门户策略
用途

验证是否已创建捕获门户。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

第4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

第445页上的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

第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缺省情况下，配置完捕获门户策略后，Junos OS 执行器使用 HTTPS 将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当
前连接的 IC 系列 UAC 设备。 为执行重定向，Junos OS 执行器使用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配置
IC 系列设备实例时指定的 IP 地址或域名。 Junos OS 执行器用于缺省重定向的 URL 格式是：
https://%ic-ip%/?target = %dest-url%
&dest-ip = %dest-ip%

&enforcer = %enforcer-id%

&policy = %policy-id%

如果将 Junos OS 执行器配置为与集群中的多台 IC 系列设备配合工作，且当前的 IC 系列设备
断开连接，Junos OS 执行器会自动将 HTTP 信息流重定向至其配置列表中的下一活动 IC 系列设
备。 Junos OS 执行器一次只能将信息流重定向至一台 IC 系列设备。
否则，浏览器会在用户登录时显示证书警告。 除以下情况外，无需覆盖缺省的重定向目标：
•

为 IC 系列设备集群使用了 VIP，且 Junos OS 执行器配置为连接至 IC 系列设备的物理 IP
地址。

•

希望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Web 服务器，而不是 IC 系列设备。

•

如果由于站点的分隔 DNS 或 IP 路由限制，Junos OS 执行器为 IC 系列设备使用不同于端点
的地址，则必须指定端点须用来访问 IC 系列设备的域名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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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捕获门户将 IC 系列 UAC 设备 URL 配置为目标，则仅使用 HTTPS 来
重定向信息流。

第446页上的表40 中列出了可以在重定向 URL 字符串中配置的不同选项。

表40: 重定向 URL 字符串选项
URL 字符串

说明

%dest-url%

指定用户尝试访问的受保护资源。

%enforcer-id%

指定由 IC 系列设备分配至 Junos OS 执行器的 ID。

%policy-id%

指定用于重定向信息流的捕获门户安全策略的加密策略 ID。

%dest-ip%

指定用户尝试访问的受保护资源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ic-ip%

指定 Junos OS 执行器当前连接至的 IC 系列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

第4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

第443页上的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

第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示例：配置捕获门户的重定向 URL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信息流重定向至当前连接的 IC 系列 UAC 设备，或者重定向至在重定向 URL
中指定的 IP 地址或域名。 建议采用缺省配置，即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进行认证。
•

要求 (第446页)

•

概述 (第446页)

•

配置 (第447页)

•

验证 (第447页)

要求
指定重定向 URL 前，请确保配置捕获门户策略。 有关创建捕获门户策略的信息，请参阅第443页
上的“示例：在 Junos OS 执行器上创建捕获门户策略”。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将 URL 配置为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并在认证后自动将信息流转发至
受保护资源。 本主题中的配置说明介绍如何将 URL 设置为 https://my-web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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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信息流重定向至当前连接的 IC 系列设备，或者重定向至在重定向 URL 中指定的 IP 地址
或域名。 建议采用缺省配置，即将信息流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进行认证。
如果需要覆盖缺省的重定向目标，可以指定重定向选项的任意组合：
•

https://IP 或域名/URL path/target=%dest-url%— 通过 IC 系列设备或 Web 服务器认证后，
自动将用户转发至受保护资源。 Junos OS 执行器将 %dest-url% 参数替换为受保护资源的
URL，然后将受保护资源的 URL 以加密形式转发至 IC 系列设备。

•

https://IP 或域名/target=URL path— 通过 IC 系列设备或 Web 服务器认证后，自动将用户
转发至指定 URL。

•

https://IP 或域名/URL path— 将用户重定向至 IC 系列设备认证页面，但在认证后不将其转
发至受保护资源。 用户必须手动打开新浏览器窗口，并在登录后重新输入受保护资源的 URL。

•

redirect-all— 将所有信息流重定向至在重定向 URL 中指定的 URL。

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导航 CLI 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上捕获门户功能的重定向 URL，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预配置捕获门户策略的重定向 URL。

1.

[edi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user@host# set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redirect-url
https://192.168.0.100/target=my-website.com

完成设备配置后，请提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captive-portal
my-captive-portal-policy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25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环境中的 UAC

•

第4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

•

第4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上的捕获门户配置

•

第445页上的了解捕获门户重定向 URL 选项

Junos OS 执行器和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故障切换
•

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与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之间的通信 (第448页)

•

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故障切换选项（CLI 程序） (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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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与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之间的通信
可以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与高可用性配置中的多台 IC 系列 UAC 设备（称为“IC 系列设备集
群”）配合工作。 Junos OS 执行器一次只与一台 IC 系列设备通信，其余 IC 系列设备用于故
障切换。 如果无法连接至添加到集群中的第一台 IC 系列设备，Junos OS 执行器会重新尝试连
接至这台设备。 然后故障切换至集群中的其他 IC 系列设备。 它会不断尝试连接至集群中的 IC
系列设备，直至发生连接。
当无法建立与 Infranet 执行器的连接时，Junos OS 执行器将保留其所有的现有认证表条目和统
一访问控制 (UAC) 策略，并执行指定的超时操作。 超时操作包括：
•

close—关闭现有会话，并阻止任何接后续信息流。 这是缺省选项。

•

no-change—保留现有会话并要求对新会话进行认证。

•

open—保留现有会话并允许新会话访问。

当 Junos OS 执行器重新建立与 IC 系列设备的连接后，IC 系列设备会将存储在 Junos OS 执行
器上的认证表条目和 UAC 策略与存储在 IC 系列设备上的认证表条目和策略进行比较，并根据需
要进行调解。

注意: Junos OS 执行器上配置的 IC 系列设备应是同一 IC 系列设备集群中的成员。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

第430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第430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策略执行

•

第448页上的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故障切换选项（CLI 程序）

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故障切换选项（CLI 程序）
要配置 IC 系列 UAC 设备故障切换处理，必须配置 Junos OS 执行器连接至 IC 系列设备集群。
Junos OS 执行器一次只与这些 IC 系列设备之一进行通信，将其他设备用于故障切换处理。
准备工作：
1. 通过相关 Junos OS 安全策略启用 UAC。 参见 第427页上的“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

（CLI 程序）”。
2. 将 SRX 系列或 J 系列设备配置为 Junos OS 执行器。 配置过程中，定义 Junos OS 执行器

应连接至的 IC 系列设备集群。 请参阅第427页上的“在 Junos OS 环境中启用 UAC（CLI 程
序）”。
要配置故障切换处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Junos OS 执行器应期望从 IC 系列设备收到指示活动连接的心跳信号的频率（以秒为单

位）：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interval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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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 Junos OS 执行器应考虑当前连接超时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timeout seconds
3. 指定当 Junos OS 执行器到 IC 系列设备集群的连接超时时，它对所有当前及后续信息流会话

的处理方式：
user@host# set services unified-access-control timeout-action (close | no-change |
ope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48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执行器与 IC 系列 UAC 设备集群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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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虚拟专用网
•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第453页)

•

证书公开密钥密码术 (第637页)

•

动态 VPN (第663页)

•

组 VPN (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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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

VPN 概述 (第453页)

•

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第459页)

•

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第466页)

•

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第468页)

•

了解互联网密钥交换版本 2 (第469页)

•

基于路由的 VPN (第470页)

•

基于策略的 VPN (第503页)

•

集中星型 VPN (第520页)

•

NAT 穿透 (第551页)

•

使用 VPN 向导配置 IPsec VPN (第600页)

•

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第600页)

•

IPv6 IPsec 配置概述 (第604页)

•

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第605页)

•

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第607页)

•

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第623页)

•

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 的虚拟路由器支持 (第624页)

•

示例：在虚拟路由器中配置 st0 接口 (第625页)

•

了解虚拟路由器限制 (第629页)

•

了解 VPN 报警和审核 (第629页)

•

示例：配置 FIPS 自检 (第631页)

•

示例：设置声音警报作为安全报警的通知 (第633页)

•

示例：生成安全报警以响应潜在的违反情况 (第634页)

VPN 概述
虚拟专用网 (VPN) 提供了通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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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站点到站点 VPN），或者链接远程拨号用户和 LAN。 在这两点间流
动的信息流经共享的资源，例如，路由器、交换机以及其他组成公共 WAN 的网络设备。 要在流
经 WAN 时确保 VPN 通信的安全性，则两个参与方必须创建一个“IP 安全性 (IPsec)”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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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术语 通道 并不表示通道模式（请参阅第459页上的“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
理”）。 而是指 IPsec 连接。

IPsec 是一系列用于在 IP 数据包层用密码保护通信的相关协议。 IPsec 还提供用于安全关联
(SA) 和密钥分配的手动和自动协商方法，包括在解释域 (DOI) 中为其收集的所有属性。 IPSec
DOI 是一个文档，其中包含成功协商 VPN 通道所需的所有安全参数定义—特别是 SA 和 IKE 协
商所需的所有属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407 和 RFC 2408。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IPsec VPN 拓扑 (第454页)

•

比较基于策略的 VPN 与基于路由的 VPN (第454页)

•

安全关联 (第455页)

•

IPsec 密钥管理 (第456页)

•

IPsec 安全协议 (第457页)

•

IPsec 通道协商 (第458页)

•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的分布式 VPN (第459页)

IPsec VPN 拓扑
以下是 Junos 操作系统 (OS) 支持的部分 IPsec VPN 拓扑：
•

站点到站点 VPN—将组织中的两个站点连接起来，并允许站点间安全通信。

•

集中星型 VPN—在企业网络中将分支机构连接到公司办公室。 还可以利用此拓扑通过经集线器
发送信息流来将末端连接起来。

•

远程访问 VPN—允许在家工作或差旅途中的用户连接至公司办公室及其资源。 此拓扑有时称为
end-to-site tunnel。

比较基于策略的 VPN 与基于路由的 VPN
第454页上的表41 汇总了基于策略的 VPN 与基于路由的 VPN 之间的差异。

表41:

比较基于策略的 VPN 与基于路由的 VPN

基于策略的 VPN

基于路由的 VPN

在基于策略的 VPN 中，通道被视为一个对象，与源、目标、应用
和操作一起构成用于允许 VPN 信息流的通道策略。

在基于路由的 VPN 中，策略不明确引用 VPN 通道，

通道策略按名称引用具体的 VPN 通道。

路由根据目标 IP 地址确定通过通道发送哪些信息流。

可创建的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数受限于设备支持的通道数。

可创建的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数受限于设备支持的 st0 接口（对于点
对点 VPN）数或通道数，以较低者为准。

使用基于策略的 VPN 时，尽管可以创建多个引用同一 VPN 通道
的通道策略，但每个通道策略对都会与远程对等方创建单独的
IPsec SA。 每个 SA 都计为单独的 VPN 通道。

因为路由（而不是策略）决定哪些信息流通过通道，所以单个 SA 或
VPN 可以支持多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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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比较基于策略的 VPN 与基于路由的 VPN (续)

基于策略的 VPN

基于路由的 VPN

在基于策略的 VPN 中，操作必须是允许，且必须包括通道。

在基于路由的 VPN 中，信息流的调整与其传输方式无直接关联。

基于策略的 VPN 中不支持动态交换路由信息。

基于路由的 VPN 支持通过 VPN 通道动态交换路由信息。 可以在绑定到
VPN 通道的 st0 接口上启用动态路由协议实例（例如 OSPF）。

如果需要提供比路由所能提供的更高精确性来指定发送至通道的
信息流，则最佳选择是使用基于策略的 VPN 与安全策略。

基于路由的 VPN 使用路由指定发送至通道的信息流；策略并不明确引用
VPN 通道。

利用基于策略的 VPN 通道，可将通道视为策略结构中的元素。

当安全设备执行路由查找来查找要通过其将信息流发送至某地址的接口
时，它将找到通过安全通道 (st0) 接口的路由。
利用基于路由的 VPN 通道，可将通道视为传输信息流的方式，并将策略
视为允许或拒绝传输该信息流的方法。

安全关联
安全关联 (SA) 是 VPN 参与方之间用于确保信道安全的方法和参数的单向协议。 对于双向通信，
必须至少有两个 SA，每个方向一个。 通过 SA，IPsec 通道可提供以下安全功能：
•

隐私（通过加密）

•

内容完整性（通过数据认证）

•

发送方认证和—如果使用证书—不可否认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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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则可以认证该数据包，
而不应用任何加密。 另一方面，如果仅关注隐私保护，则可以对数据包加密，而不应用任何认证
机制。 或者，可以同时加密和认证该数据包。 大多数网络安全设计者都选择加密、认证，以及
对其 VPN 信息流进行回放攻击保护。
IPsec 通道包含一对单向 SA—每个通道方向一个 SA —指定安全参数索引 (SPI)、目标 IP 地址
以及采用的安全协议（认证包头 [AH] 或封装安全负荷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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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设备始终使用通道模式。 （请参阅第459页上的“通道模
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

密钥管理方法（手动密钥或自动密钥 IKE）。 （请参阅第456页上的“IPsec 密钥管理”。）

•

SA 寿命。

对于入站信息流，Junos OS 使用以下三项查找 SA：
•

目标 IP 地址。

•

安全协议，AH 或 ESP。 （参见第457页上的“IPsec 安全协议”。）

•

安全参数索引 (SPI) 值。

对于出站 VPN 信息流，策略将调用与 VPN 通道关联的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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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密钥管理
密钥的分配和管理对于成功使用 VPN 很关键。 Junos OS 支持 IPsec 技术通过三种密钥创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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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阶段 1 和阶段 2 提议配置过程中，可以选择密钥创建机制 ，也称为认证方法。 请参阅第458
页上的“IPsec 通道协商”。

注意: 目前动态 VPN 功能不支持手动密钥创建和带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手动密钥 (第456页)

•

自动密钥 IKE (第456页)

•

Diffie-Hellman 交换 (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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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小型静态网络（密钥的分配、维
护和跟踪都不困难），这是可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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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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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最初分配密钥时一样，需面对同样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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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安全关联。 Junos OS 中将此自动通
道协商称为“自动密钥 IKE”，并支持带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和带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
•

带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通过带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来认证 IKE 会话中的参
与方时，各方都必须预先配置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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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钥会增加信息流开销，因此，过于频繁地
更改密钥会降低数据传输效率。

注意: 预共享密钥是用于加密和解密的密钥，参与方双方在开始通信前都必须拥有
此密钥。

•

456

带证书的自动密钥 IKE—当在“自动密钥 IKE”协商过程中使用证书对参与方进行认证时，双
方都生成一个公钥/私钥对，同时获得证书。 只要双方都信任发行证书授权机构 (CA)，参与方
就可检索对等方的公钥并验证对等方的签名。 没有必要对密钥和 SA 进行跟踪，IKE 将自动跟
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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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e-Hellman 交换
Diffie-Hellman (DH) 交换允许参与方生成一个共享的机密值。 该技术的优点在于它允许参与方
在未受保护的介质上创建密码值，但不通过网络传递该密码值。 共有 5 个 DH 组；Junos OS 支
持 1、2、5 和 14。 在各组计算中所使用的主要模数的大小都不同，如下所述：
•

DH 组 1—768 位模数

•

DH 组 2—1024 位模数

•

DH 组 5—1536 位模数

•

DH 组 14—2048 位模数

注意: “DH 组 1”的安全强度不高；因此不建议使用。

模数越大，就认为生成的密钥越安全；但是，模数越大，密钥生成过程就越长。 由于每个 DH 组
的模数都有不同的大小，因此参与方必须同意使用相同的组。

注意: 如果配置多个（最多四个）阶段 1 协商提议，请在所有的提议中使用相同的
DH 组。 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阶段 2 协商的多个提议。

IPsec 安全协议
IPsec 使用两种协议以保护 IP 层的通信：
•

认证包头 (AH)—认证 IP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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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及认证其内容）的安全协议。

可以在阶段 2 提议配置过程中选择安全协议—也称为认证和加密算法。 请参阅第458页上的“IPsec
通道协商”。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AH 协议 (第457页)

•

ESP 协议 (第458页)

AH 协议
认证包头 (AH) 协议提供验证内容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数据包来源的方法。 可以通过校验和来认
证此数据包，该校验和使用密钥和 MD5 或 SHA-1 散列功能通过散列信息认证代码 (HMAC) 计算
得出。
•

消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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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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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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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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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执行成
本可以忽略不计。

注意: 有关 MD5 散列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1321 和 RFC 2403。 有关 SHA
散列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404。 有关 HMA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104。

ESP 协议
“封装安全性负荷”(ESP) 协议提供了确保隐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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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包头和负荷），然后将新的 IP 包头附加到刚加
密的数据包上。 新 IP 包头中包含通过网络路由受保护数据所需的目标地址。 （请参阅第459页
上的“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利用 ESP，可加密并认证、仅加密或仅认证。 对于加密，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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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的增强版本，在其中使用 168 位密钥应用三次初始 DES 算法。 DES
的性能更好，但是对于许多机密或敏感资料传输，却被视为不可接受。

•

高级加密标准 (AES)—一种新兴的加密标准，当全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都采用此标准时，将提
供与其他设备之间更强的互操作性。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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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即使可以选择 NULL 用于加密，但经证实，在此类情况下 IPsec 易受攻击。
因此，建议选择加密算法，以获得最大安全性。

IPsec 通道协商
要建立自动密钥 IKE IPsec 通道，需要进行两个阶段的协商：
•

在阶段 1，参与方要建立一个将在其中协商 IPSec 安全关联 (SA) 的安全通道。

•

在阶段 2，参与方协商用于加密和认证用户数据连续交换的 IPsec SA。

对于手动密钥 IPsec 通道，由于已预先定义所有 SA 参数，因此无需协商要使用哪些 SA。 事实
上，该通道已建立。 当信息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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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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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 IKE 网关地址可以位于任何虚拟路由 (VR) 实例中。 VR 是在 IKE 阶段 1 和阶段 2 协商
过程中确定的。 IKE 提议中不必配置 VR。 如果 IKE 网关接口从一个 VR 移至另一个，将清除
现有 IKE 网关的 IKE 阶段 1 和阶段 2 协商，并执行新的阶段 1 和阶段 2 协商。

注意: 跨 VR 配置的、IPsec VPN 通道的本地 IP 地址和远程网关 IP 地址的组合必
须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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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回传接口用作 IKE 网关外部接口时，IKE 协商的物理接口应在同一 VR 中。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的分布式 VPN
在 SRX3000 和 SRX5000 系列中，IKE 为 IPsec 提供通道管理并认证终端实体。 IKE 执行
Diffie-Hellman (DH) 密钥交换来生成网络设备间的 IPsec 通道。 IKE 生成的 IPsec 通道用于
加密、解密和认证 IP 层中网络设备间的用户信息流。
VPN 的创建方式是在平台的多个服务处理单元 (SPU) 中分发 IKE 和 IPsec 工作负荷。 IKE 工
作负荷的分发基于通过 IKE 数据包的 4 元组（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和 UDP 端口）生成的
密钥。 工作负荷的分发方式是根据在给定时间的组成，逻辑分配锚定 SPU 并将逻辑 SPU 映射至
物理 SPU。 这样的分发可以防止由于热插拔或 SPC 故障导致设备中的 SPU 数目和组成发生更
改。 设备中 SPU 与路由引擎通信，生成分布式 VPN。
在 IPsec 中，采用分发 IKE 的相同算法分发工作负荷。 给定 VPN 通道终止点对的阶段 2 SA
由特定 SPU 独有，属于此阶段 2 SA 的所有 IPsec 数据包都将转发至该 SA 的定位 SPU，进行
IPsec 处理。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466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

第468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

第520页上的了解集中星型 VPN

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IPsec VPN 通道包括通道设置和应用的安全。 通道设置过程中，对等方建立安全关联 (SA)，以
定义可确保它们之间信息流安全的参数。 （请参阅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建立通道后，
IPsec 通过应用通道设置过程中由 SA 定义的安全参数来保护两个通道端点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在 Junos OS 实施中，IPsec 在通道模式下应用，该模式支持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和认证包头
(AH) 协议。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第459页)

•

IKE 数据包处理 (第461页)

•

IPsec 数据包处理 (第464页)

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IPSec 在两种模式之一下运行—传输或通道。 当通道两端均是主机时，可使用任一模式。 当至
少有一个通道端点是安全网关（例如，Junos OS 路由器或防火墙）时，就必须使用通道模式。
对于 IPsec 通道，Juniper Networks 设备始终在通道模式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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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道模式下，整个初始 IP 数据包—负荷和包头—都封装在另一个 IP 负荷中，并附加了一个
新包头，如第460页上的图43 中所示。 可以对整个初始数据包进行加密、认证，或者既加密又认
证。 使用认证包头 (AH) 协议时，也可以对 AH 和新包头进行认证。 使用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协议时，也可对 ESP 包头进行认证。

图43: 通道模式

在站点到站点 VPN 中，新包头中使用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外向接口的 IP 地址。 见第460页上
的图44。

图44: 通道模式下的站点到站点 VPN

在拨号 VPN 中，通道的 VPN 拨号客户端上没有通道网关，通道直接扩展到客户端本身（请参阅
第461页上的图45）。 这种情况下，在从拨号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包上，新包头和已封装的初始包头
具有相同的 IP 地址：即客户端计算机的地址。

注意: 一些 VPN 客户端，例如动态 VPN 客户端和 Netscreen-Remote，使用虚拟内部
IP 地址（也称为“附着地址”）。 使用 Netscreen-Remote 可定义虚拟 IP 地址。
动态 VPN 客户端使用 XAuth 配置交换过程中分配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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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数据包包头中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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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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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通道模式下的拨号 VPN

IKE 数据包处理
当明文数据包到达要求通道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且不存在针对该通道的活动阶段 2 SA，
Junos OS 将开始 IKE 协商并丢弃该数据包。 IP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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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负荷中，存在封装有 ISAKMP (IKE) 数据包的 UDP 段。
IKE 数据包的格式在阶段 1 和阶段 2 中相同。参见第462页上的图46。
同时，源主机已再次发送已丢弃的数据包。 通常，当第二个数据包到达时，IKE 协商已完成，
Junos OS 会在转发该数据包之前通过 IPsec 对该数据包及会话中的所有后续数据包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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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IKE 数据包（对于阶段 1 和阶段 2）

“下一负荷”字段中包含可表示以下负荷类型之一的数字：

462

•

0002—SA 协商负荷包含阶段 1 或阶段 2 SA 的定义。

•

0004—提议负荷可以是阶段 1 或阶段 2 提议。

•

0008—转换负荷在提议负荷中封装，而提议负荷在 SA 负荷中封装。

•

0010—密钥交换 (KE) 负荷包含执行密钥交换所必需的信息，如 DH 公开值。

•

0020—标识 (IDx) 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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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阶段 1 中，IDii 表示发起方 ID，而 IDir 表示响应方 ID。

•

在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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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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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随机信息。

•

0800—通知负荷。

•

1000—ISAKMP 删除负荷。

•

2000供应商 ID (VID) 负荷可包含在阶段 1 协商中的任意位置。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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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463页上的图47 中所示。

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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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包头”字段中的值标明。 值 0000
表示最后一个 ISAKMP 负荷。 有关示例，请参阅第463页上的图48。

图48: 具有通用 ISAKMP 负荷的 ISAKM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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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数据包处理
完成 IKE 协商且两个 IKE 网关已建立阶段 1 和阶段 2 安全关联 (SA) 后，所有后续数据包都
使用通道进行转发。 如果阶段 2 SA 在通道模式下指定了封装安全性协议 (ESP)，则数据包看来
将类似第464页上的图49 中所示。 设备将两个附加包头添加到由启动主机发送的初始数据包中。

注意: 有关 ESP 的信息，请参阅 第458页上的“ESP 协议”。 有关通道模式的信息，
请参阅第459页上的“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如第464页上的图49 中所示，由启动主机构建的数据包包括负荷、TCP 包头和内部 IP 包头 (IP1)。

图49: IPsec 数据包—通道模式下的 ESP

由 Junos OS 添加的路由器 IP 包头 (IP2) 包含远程网关的 IP 地址（作为目标 IP 地址）和本
地路由器的 IP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Junos OS 还在外部和内部 IP 包头之间添加了 ESP
包头。 ESP 包头包含有关允许远程对等方在接收到数据包时对其进行相应处理的信息。 如第465
页上的图50 中所示。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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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外部 IP 包头 (IP2) 和 ESP 包头

“下一包头”字段表明了负荷字段中的数据类型。 在通道模式下，此值为 4，表示负荷中包含一
个 IP 数据包。 见第466页上的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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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内部 IP 包头 (IP1) 和 TC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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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66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

第468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

第520页上的了解集中星型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自动密钥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由如何认证和保护通道的提议交换组成。 参
与方将交换可接受的安全服务的提议，例如：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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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算法—数据加密标准 (DES)、三重数据加密标准 (3DES) 和高级加密标准 (AES)。 （请参
阅 第457页上的“IPsec 安全协议”。）

•

认证算法—消息摘要 5 (MD5 ) 和安全散列算法 (SHA-1)。 （请参阅 第457页上的“IPsec 安
全协议”。）

•

Diffie-Hellman (DH) 组。 （请参阅 第457页上的“Diffie-Hellman 交换”。）

•

预共享密钥或 RSA/DSA 证书。 （请参阅 第456页上的“IPsec 密钥管理”。）

当通道的两端均同意接受并处理所提出的至少一组阶段 1 安全参数时，一个成功的阶段 1 协商
将结束。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最多支持四个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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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提供以下预定义的阶段 1 提议：
•

标准—pre-g2-aes128-sha 和 pre-g2-3des-sha

•

兼容—pre-g2-3des-sha、pre-g2-3des-md5、pre-g2-des-sha 和 pre-g2-des-md5

•

基本—pre-g1-des-sha 和 pre-g1-des-md5

也可以定义定制的阶段 1 提议。
阶段 1 交换可能发生在主模式或积极模式下。 可以在 IKE 策略配置过程中选择模式。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主模式 (第467页)

•

积极模式 (第467页)

主模式
在主模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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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1 和 2）—提出并接受加密和认证算法。

•

第二次交换（消息 3 和 4）—执行 DH 交换，发起方和接受方各提供一个伪随机号码。

•

第三次交换（消息 5 和 6）—发送并验证发起方和接受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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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参与方的身份就
会加密，不会以明文的方式传输。

积极模式
在积极模式下，发起方和接受方实现与主模式相同的目标，但仅进行两次交换，总共有三条消息：
•

第一条消息—发起方提出安全关联 (SA)，发起 DH 交换，并发送伪随机号码及其 IKE 身份。

•

第二条消息—接受方接受 SA，认证发起方，发送一个伪随机号码、其 IKE 身份以及接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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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送发起方的证书（如果使用证书）。

由于参与方的身份是在明文中交换的（在前两条消息中），积极模式不提供身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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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拨号 VPN 用户使用预共享密钥协商自动密钥 IKE 通道时，必须使用积极模
式。 因此，必须始终在积极模式下使用动态 VPN 功能。 另请注意，拨号 VPN 用户
可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全限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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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68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在参与方建立了一个已认证的安全通道后，它们将继续执行阶段 2。在此阶段中，它们将协商安
全关联 (SA) 以保护要通过 IPsec 通道传输的数据。
与阶段 1 过程相似，参与方交换提议以确定要在 SA 中应用的安全参数。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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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向前保密 (PFS)，提议中还可指定一个 Diffie-Hellman (DH) 组。
不管在阶段 1 中使用何种模式，阶段 2 总是在快速模式中运行，并且包括三条消息的交换。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最多支持四个阶段 2 协商的提议，允许定义对一系列通道参数的可接受
限制程度。 Junos OS 提供以下预定义的阶段 2 提议：
•

标准—g2-esp-3des-sha 和 g2-esp-aes128-sha

•

兼容—nopfs-esp-3des-sha、nopfs-esp-3des-md5、nopfs-esp-des-sha 和 nopfs-esp-des-md5

•

基本—nopfs-esp-des-sha 和 nopfs-esp-des-md5

也可以定义自定义的阶段 2 提议。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代理 ID (第468页)

•

完全向前保密 (第469页)

•

回放攻击保护 (第469页)

代理 ID
在阶段 2 中，对等方交换代理 ID。 代理 ID 包含本地和远程 IP 地址前缀。 两个对等方的代
理 ID 必须匹配，这意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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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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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向前保密
PFS 是一种用于派生出阶段 2 密钥并与前述密钥无关的方法。 也可以由阶段 1 提议创建密钥
（SKEYID_d 密钥），从该密钥中派生出所有阶段 2 密钥。 SKEYID_d 密钥能够以最少的 CPU 处
理时间来生成阶段 2 密钥。 可惜的是，如果某个未授权方获得 SKEYID_d 密钥的访问权，所有
加密密钥将泄漏。
PFS 通过对每个阶段 2 通道强制产生新的 DH 密钥交换来解决此安全风险。 尽管在启用 PFS
后，阶段 2 中的重定密钥过程可能需要稍长时间，但使用 PFS 更安全。

回放攻击保护
当未经授权的人截取一系列数据包并在以后使用它们对系统进行泛滥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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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提供回放攻击保护功能，让设备检查每一
个 IPsec 数据包，以查看以前是否收到过该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超出指定的序列范围，Junos
OS 将拒绝这些数据包。 使用此功能不需要协商，因为数据包总是和序列号一起发送。 可以选择
校验或不校验序列号。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了解互联网密钥交换版本 2
互联网密钥交换版本 2 (IKEv2) 是对等设备之间安全密钥交换的下一代标准，在 RFC 4306 中定
义。 此版本提供 IKEv2 以保证 IPsec 信息流的安全。
网关配置用于区分 IKEv1 和 IKEv2。 远程对等方可配置为 IKEv1 或 IKEv2。 当对等方配置为
IKEv2 后，如果其发起 IKEv1 协商，则无法回滚至 IKEv1。 缺省的版本值是“v1-only”。 Junos
OS 11.3 及更高版本支持版本“v2-only”。
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nam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版本配置语句配置 IKEv2。 要在 CLI
中查看版本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user@host>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

user@host>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使用版本 2 较使用版本 1 的优势如下：
•

简化现有 IKEv1
•

单个 RFC，包括 NAT-T、EAP 和远程地址获取

•

8 个初始交换替换为单个 4 消息交换

•

减少 IPSEC SA 设置的等待时间并提高连接建立速度。

•

提高应对 DOS 攻击的稳健性。

•

通过使用序列号、确认和纠错提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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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兼容性

•

简单的加密机制

•

信息流选择器协商：

•

•

IKEv1：响应方只能发送是/否

•

IKEv2：添加了协商功能

可靠性
•

所有消息都是请求/响应。

•

发起方负责在未收到响应时重新传输。

IKEv2 包括以下支持：

相关主题

•

基于路由的 VPN

•

站点到站点 VPN

•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活跃度检查）

•

机箱集群

•

基于证书的认证

•

Diffie Hellman (DH) 交换中 ModExp 操作的硬件卸载

•

信息流选择器—IKEv2 信息流选择器基本上与 IKEv1 代理 ID 相同。 信息流选择器与代理 ID
的使用方式相同。 IKEv2 指定每个方向中的单个信息流选择器。

•

IKEv2 子 SA 在 IKEv1 中称为“阶段 2 SA”。 子 SA 的行为在以下方面与阶段 2 SA 不同：

•

IKE 和子 SA 重定密钥—在 IKEv2 中，子安全关联 (SA) 无法在没有底层 IKE SA 的情况下存
在。 如果要求子 SA，则需重定密钥；但是，如果子 SA 当前是活跃的，则相应的 IKE SA 将
重定密钥。

•

版本 1 和版本 2

•

第487页上的示例：为 IKEv2 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了解基于路由的 IPsec VPN (第470页)

•

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第471页)

•

示例：为 IKEv2 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第487页)

基于路由的 VPN

了解基于路由的 IPsec VPN
借助基于路由的 VPN，可配置几十项安全策略来调整两个站点间流过单个 VPN 通道的信息流，但
只有一组 IKE 和 IPsec SA 在工作。 与基于策略的 VPN 不同，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策略指向
目标地址，而非 VPN 通道。 当 Junos OS 执行路由查找来查找用于向数据包目标地址发送信息
流的接口时，将找到通过安全通道接口 (st0.x) 的路由。 如果策略操作得到允许，则通道接口
绑定到特定 VPN 通道，且信息流将路由至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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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基于路由的 VPN 的情况示例：

相关主题

•

两个 LAN 之间存在重叠子网或 IP 地址。

•

网络中使用了集中星型 VPN，且需要末端到末端的信息流。

•

需要主 VPN 和备份 VPN。

•

VPN 中运行动态路由协议（例如 OSPF、RIP 或 BGP）。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基于路由的 IPsec VPN，以允许在分支机构和公司办公室之间安全传输数据。
•

要求 (第471页)

•

概述 (第471页)

•

配置 (第474页)

•

验证 (第483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以下硬件：
•

SRX240 设备

•

SSG140 设备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因为您希望在保存通
道资源的同时仍对 VPN 信息流进行精确限制。 芝加哥办事处的用户将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第472页上的图52 显示了基于路由的 VPN 拓扑示例。 在此拓扑中，SRX 系列设备位于 Sunnyvale，
SSG 系列设备（或第三方设备）位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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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基于路由的 VPN 拓扑

Trust zone
192.168.168.10/24

SSG Series device

e0/6
192.168.168.1/24

Chicago
e0/0
2.2.2.2/30

Untrust
zone

tunnel1
10.11.11.11/24
VPN-chicago zone

Internet

SRX Series device

ge-0/0/3.0
1.1.1.2/30

Sunnyvale
ge-0/0/0.0
10.10.10.1/24

st0.0
10.11.11.10/24
VPN-chicago zone

Trust zone
10.10.10.10/24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接口、IPv4 缺省路由、安全区段及通讯簿。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IPsec
阶段 2、安全策略和 TCP-MSS 参数。 有关此示例中使用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第473页上的表
42 至第474页上的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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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0/0

10.10.10.1/24

ge-0/3.0/0

1.1.1.2/30

st0.0（通道接口）

10.11.11.10/24

0.0.0.0/0（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1.1.1.1。

192.168.168.0/24

下一跳跃为 st0.0。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0/0.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untrust

通讯簿条目

vpn-chicago

接口 st0.0 绑定到此区段。

sunnyvale

•

此地址是通讯簿 book1 中的条目，关联到
称为 trust 的区段。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0.10.10.0/24。

•

此地址是通讯簿 book2 中的条目，关联到
称为 vpn-chicago 的区段。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0/24。

chicago

表43: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phase1-proposal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3.0

•

网关地址：2.2.2.2

策略

网关

ike-phase1-policy

gw-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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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phase2-proposal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

IKE 网关引用：gw-chicago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

绑定到接口：st0.0

策略

VPN

表45:

ipsec-phase2-policy

ike-vpn-chicago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目的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chicago 区
段的信息流。

vpn-tr-chi

•

安全策略允许从 vpn-chicago 区段到 trust 区
段的信息流。

vpn-chi-tr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

application any

•

操作：permit

•

匹配标准：

•

表46: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chicago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TCP-MSS 配置参数

用途

配置参数

TCP-MSS 作为 TCP 三方握手的一部分进行协商，限制
TCP 片段的最大大小以更好地匹配网络中的 MTU 限制。
对于 VPN 信息流，IPsec 封装开销与 IP 和帧开销可
导致生成的 ESP 数据包超出物理接口的 MTU，从而导
致分段。 分段会增加带宽和设备资源。

MSS 值：1350

注意: 对于大多数 MTU 为 1500 或以上、基于以太网
的网络，建议使用 1350 作为起点。 可能需要尝试不
同的 TCP-MSS 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路径中
的任何设备具有较低的 MUT，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开销
（如 PPP 或帧中继），则可能需要更改相关值。

配置

474

•

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第475页)

•

配置 IKE (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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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IPsec (第479页)

•

配置安全策略 (第481页)

•

配置 TCP-MSS (第482页)

•

配置 SSG 系列设备 (第483页)

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interfaces st0.0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untrus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操作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4.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5.

为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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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6.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7.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0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8.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配置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9.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10.

配置 vpn-chicago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11.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0

12.

配置另一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vpn-chicago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
说明进行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0.10.1/24;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30
}
}
}
st0{
unit 0 {
family 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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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10.11.11.10/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3.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
host-inbound-traffic {
}
interfaces {
st0.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attach {
zone trust;
}
}
book2 {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attach {
zone untrust;
}
}

如果完成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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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ke-phase1-policy mode main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gateway gw-chicago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gateway gw-chicago address 2.2.2.2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phase1-policy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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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9.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address 2.2.2.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ke-phase1-policy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9VMTp1RvWLdwYKMJDkmF3ylKM87Vb2oZjws5F"; ## SECRET-DATA
}
gateway gw-chicago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address 2.2.2.2;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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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vpn 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vpn ike-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vpn ike-vpn-chicago bind-interface s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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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2.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3.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4.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5.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6.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7.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指定 IKE 网关。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9.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ke-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10.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ke-vpn-chicago bind-interface st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48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ike-vpn-chicago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gateway gw-chicago;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ource-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分步过程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then permit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chicago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policy vpn-tr-chi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vpn-tr-chi then permit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vpn-chicago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vpn-chi-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user@host# set policy vpn-chi-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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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vpn-chi-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vpn-chi-tr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
policy vpn-tr-vpn {
match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
policy vpn-tr-vpn {
match {
source-address chicago;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TCP-MSS 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MSS 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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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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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SSG 系列设备
CLI 快速配置

此处提供 SSG 系列设备的配置，仅供参考。 有关配置 SSG 系列设备的信息，请参阅Concepts
and Examples ScreenOS Reference Guide，网址：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set zone name vpn-chicago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vpn-chicago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ip 192.168.168.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2/3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1.11.11/24
set flow tcp-mss 1350
set address Trust “192.168.168-net” 192.168.168.0 255.255.255.0
set address vpn-chicago "10.10.10-net" 10.10.10.0 255.255.255.0
set ike gateway corp-ike address 1.1.1.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395psksecr3t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gateway corp-ike 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monitor optimized rekey
set vpn corp-vpn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vpn-chicago “192.168.168-net” “10.10.10-net”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vpn-chicago to Trust “10.10.10-net” “192.168.168-net” “ANY” permit
set route 10.10.10.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2.2.2.1

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483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485页)

•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第486页)

•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第487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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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需要从 10.10.10/24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192.168.168/24 网络中的主机。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由 SRX 系列设备通过通道
发起信息流 测试 IPsec 通道时，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0.10.10.10 发起 ping 至 192.168.168.10。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Remote Address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1
2.2.2.2
UP
744a594d957dd513 1e1307db82f58387

Mode
Main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KE peer 2.2.2.2, Index 1,
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744a594d957dd513, Responder cookie: 1e1307db82f58387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1.1.2:500, Remote: 2.2.2.2: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570 seconds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sha1
Encryption
: aes-cbc (128 bits)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852
Output bytes
:
940
Input packets :
5
Output packets :
5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1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

•

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484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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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命令将列出索引号为 1 的安全关联的

其他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total configured sa: 2
ID
Gateway
<16384 2.2.2.2
>16384 2.2.2.2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Port
500
500

Algorithm
ESP:aes-128/sha1
ESP:aes-128/sha1

SPI
Life:sec/kb
76d64d1d 3363/ unlim
a1024ee2 3363/ unlim

Mon vsys
0
0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4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1.1.2, Remote Gateway: 2.2.2.2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0.10.10.0/24)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92.168.168.0/24)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1993755933,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52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775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Direction: outbound, SPI: 2701283042,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52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775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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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ID 号为 16384。 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命令中使用此值可获
取此特定 SA 的更多信息。

•

有一个 IPsec SA 对使用端口 500，表示未实施 NAT 穿透。 （NAT 穿透使用 4500 或另一随
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363/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363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4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如果未列出 IPsec SA，请确认两个对等
方的阶段 2 提议（包括代理 ID 设置）均正确。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缺省代理 ID 为
local=0.0.0.0/0、remote=0.0.0.0/0 及 service=any。 从同一对等方 IP 建立多个基于路由
的 VPN 可能会发生问题。 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每个 IPsec SA 指定唯一的代理 ID。 对于一
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

阶段 2 失败的另一常见原因是未指定 ST 接口绑定。 如果 IPsec 无法完成，请检查 kmd 日
志或设置跟踪选项。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用途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 ESP 和认证包头计数器及错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index_number 命令，其中使用要查
看其统计信息的 VPN 的索引号。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16384
ESP Statistics:
Encrypted bytes:
920
Decrypted bytes:
6208
Encrypted packets:
5
Decrypted packets:
87
AH Statistics:
Input bytes:
0
Output bytes: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Errors:
AH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Replay errors: 0
ESP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ESP decryption failures: 0
Bad headers: 0, Bad trailer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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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查看所有 SA 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要清除所有 IPsec 统计信息，请使用 clear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
含义

如果在 VPN 中发现数据包丢失问题，可多次运行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或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detail 命令，确认加密和解密数据包计数器是递增的。 还应检查其
他错误计数器是否递增。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通过 VPN 的信息流。

操作

可以在 SRX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测试到远程主机 PC 的信息流。 请确保指定源接口，这
样路由查找才能正确执行，且在策略查找过程中引用相应的安全区段。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ping 命令。
ssg-> ping 192.168.168.10 interface ge-0/0/0 count 5
PING 192.168.168.10 (192.168.168.10):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0 ttl=127 time=8.287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1 ttl=127 time=4.11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2 ttl=127 time=5.39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3 ttl=127 time=4.361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4 ttl=127 time=5.137

ms
ms
ms
ms
ms

--- 192.168.168.10 ping statistics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4.119/5.461/8.287/1.490 ms

还可以在 SSG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
user@host> ping 10.10.10.10 from ethernet0/6
Type escape sequence to abort
Sending 5, 100-byte ICMP Echos to 10.10.10.10, timeout is 1 seconds from ethernet0/6
!!!!!
Success Rate is 100 percent (5/5), round-trip time min/avg/max=4/4/5 ms

含义

相关主题

如果在 SRX 系列或 SSG 系列设备上 ping 命令运行失败，则路由、安全策略、终端主机或者 ESP
数据包的加密和解密存在问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为 IKEv2 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基于路由的 IPsec VPN，以允许在分支机构和公司办公室之间安全传输数据。
•

要求 (第488页)

•

概述 (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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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490页)

•

验证 (第498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以下硬件：
•

SRX240 设备

•

SSG140 设备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因为您希望在保存通
道资源的同时仍对 VPN 信息流进行精确限制。 芝加哥办事处的用户将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接口、IPv4 缺省路由、安全区段及通讯簿。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IPsec
阶段 2、安全策略和 TCP-MSS 参数。 有关此示例中使用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第488页上的表
47 至第490页上的表51。

表47:

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0/0

10.10.10.1/24

ge-0/3.0/0

1.1.1.2/30

st0.0（通道接口）

10.11.11.10/24

0.0.0.0/0（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1.1.1.1。

192.168.168.0/24

下一跳跃为 st0.0。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0/0.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untrust

通讯簿条目

vpn-chicago

接口 st0.0 绑定到此区段。

sunnyvale

•

此地址用于 trust 区段的通讯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0.10.10.0/24。

•

此地址用于 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0/24。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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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phase1-proposal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3.0

•

网关地址：2.2.2.2

策略

网关

ike-phase1-policy

gw-chicago

表49: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phase2-proposal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

IKE 网关引用：gw-chicago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

绑定到接口：st0.0

策略

VPN

表50:

ipsec-phase2-policy

ipsec-vpn-chicago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chicago 区
段的信息流。

vpn-tr-chi

•

安全策略允许从 vpn-chicago 区段到 trust 区
段的信息流。

vpn-chi-tr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

application any

•

操作：permit

•

匹配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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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address chicago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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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TCP-MSS 配置参数

用途

配置参数

TCP-MSS 作为 TCP 三方握手的一部分进行协商，限制
TCP 片段的最大大小以更好地匹配网络中的 MTU 限制。
对于 VPN 信息流，IPsec 封装开销与 IP 和帧开销可
导致生成的 ESP 数据包超出物理接口的 MTU，从而导
致分段。 分段会增加带宽和设备资源。

MSS 值：1350

注意: 对于大多数 MTU 为 1500 或以上、基于以太网
的网络，建议使用 1350 作为起点。 可能需要尝试不
同的 TCP-MSS 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路径中
的任何设备具有较低的 MUT，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开销
（如 PPP 或帧中继），则可能需要更改相关值。

配置
•

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第490页)

•

配置 IKE (第493页)

•

配置 IPsec (第494页)

•

配置安全策略 (第496页)

•

配置 TCP-MSS (第497页)

•

配置 SSG 系列设备 (第498页)

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address-book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interfaces st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address-book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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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2.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3.

[edit ]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4.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为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5.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6.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7.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0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8.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的通讯簿条目。

9.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address-book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10.

配置 vpn-chicago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11.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0

12.

配置 vpn-chicago 区段的通讯簿条目。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user@host# set address-book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
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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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et {
address 10.10.10.1/24;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30
}
}
}
st0{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1.10/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st0.0;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3.0;
}
}
security-zone trust {
address-book {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vpn-chicago {
host-inbound-traffic {
address-book {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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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s {
st0.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gateway gw-chicago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gateway gw-chicago address 2.2.2.2
gateway gw-chicago version v2-onl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phase1-policy

7.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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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8.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9.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0.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address 2.2.2.2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版本。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version v2-onl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ke-phase1-policy {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9VMTp1RvWLdwYKMJDkmF3ylKM87Vb2oZjws5F"; ## SECRET-DATA
}
gateway gw-chicago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address 2.2.2.2;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version v2-only;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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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vpn ipsec-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vpn ipsec-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vpn ipsec-vpn-chicago bind-interface st0.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4.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5.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7.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8.

指定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psec-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9.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psec-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10.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psec-vpn-chicago bind-interface s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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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ipsec-vpn-chicago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gateway gw-chicago;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ource-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分步过程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match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policy vpn-tr-chi then permit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chicago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user@host# set policy vpn-tr-chi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user@host# set policy vpn-tr-chi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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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vpn-tr-chi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vpn-tr-chi then permit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vpn-chicago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policy vpn-chi-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policy vpn-chi-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policy vpn-chi-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vpn-chi-tr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chicago {
policy vpn-tr-vpn {
match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vpn-chicago to-zone trust {
policy vpn-tr-vpn {
match {
source-address chicago;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 TCP-MSS 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MSS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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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SSG 系列设备
CLI 快速配置

此处提供 SSG 系列设备的配置，仅供参考。 有关配置 SSG 系列设备的信息，请参阅Concepts &
Examples ScreenOS Reference Guide，网址：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screenos/information-products/pathway-pages/screenos/product/index.html。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set zone name vpn-chicago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vpn-chicago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ip 192.168.168.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2/3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1.11.11/24
set flow tcp-mss 1350
set address Trust “192.168.168-net” 192.168.168.0 255.255.255.0
set address vpn-chicago "10.10.10-net" 10.10.10.0 255.255.255.0
set ike gateway corp-ike address 1.1.1.2 IKEv2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395psksecr3t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gateway corp-ike 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monitor optimized rekey
set vpn corp-vpn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from Trust to vpn-chicago “192.168.168-net” “10.10.10-net” “ANY” permit
set policy from vpn-chicago to Trust “10.10.10-net” “192.168.168-net” “ANY” permit
set route 10.10.10.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2.2.2.1

验证
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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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499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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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第501页)

•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第502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需要从 10.10.10/24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192.168.168/24 网络中的主机。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由 SRX 系列设备通过通道
发起信息流 测试 IPsec 通道时，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0.10.10.10 发起 ping 至 192.168.168.10。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Remote Address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1
2.2.2.2
UP
744a594d957dd513 1e1307db82f58387

Mode
IKEv2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KE peer 2.2.2.2, Index 1,
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744a594d957dd513, Responder cookie: 1e1307db82f58387
Exchange type: IKEv2,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1.1.2:500, Remote: 2.2.2.2: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570 seconds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sha1
Encryption
: aes-cbc (128 bits)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852
Output bytes
:
940
Input packets :
5
Output packets :
5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1 created, 0 deleted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

•

状态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49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命令将列出索引号为 1 的 SA 的其他

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configured sa: 2
ID
Gateway
Port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16384 2.2.2.2
500
ESP:aes-128/sha1
76d64d1d 3363/ unlim
0
>16384 2.2.2.2
500
ESP:aes-128/sha1
a1024ee2 3363/ unlim
0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4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1.1.2, Remote Gateway: 2.2.2.2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0.10.10.0/24)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92.168.168.0/24)
Version: IKEv2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1993755933,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52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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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775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Direction: outbound, SPI: 2701283042,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52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775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ID 号为 16384。 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命令中使用此值可获
取此特定 SA 的更多信息。

•

有一个 IPsec SA 对使用端口 500。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363/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363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

IKEv2 允许来自版本 2 对等方的连接，并允许发起版本 2 协商。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4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如果未列出 IPsec SA，请确认两个对等
方的阶段 2 提议（包括代理 ID 设置）均正确。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缺省代理 ID 为
local=0.0.0.0/0、remote=0.0.0.0/0 及 service=any。 从同一对等方 IP 建立多个基于路由
的 VPN 可能会发生问题。 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每个 IPsec SA 指定唯一的代理 ID。 对于一
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

阶段 2 失败的另一常见原因是未指定 ST 接口绑定。 如果 IPsec 无法完成，请检查 kmd 日
志或设置跟踪选项。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用途

查看 IPsec SA 的 ESP 和认证包头计数器及错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index_number 命令，其中使用要查
看其统计信息的 VPN 的索引号。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16384
ESP Statistics:
Encrypted bytes:
920
Decrypted bytes:
6208
Encrypted packets:
5
Decrypted packets:
87
AH Statistics:
Input bytes:
0
Output byte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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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Errors:
AH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Replay errors: 0
ESP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ESP decryption failures: 0
Bad headers: 0, Bad trailers: 0

还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查看所有 SA 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要清除所有 IPsec 统计信息，请使用 clear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
含义

如果在 VPN 中发现数据包丢失问题，可多次运行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或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detail 命令，确认加密和解密数据包计数器是递增的。 还应检查其
他错误计数器是否递增。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通过 VPN 的信息流。

操作

可以在 SRX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测试到远程主机 PC 的信息流。 请确保指定源接口，这
样路由查找才能正确执行，且在策略查找过程中引用相应的安全区段。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ping 命令。
ssg-> ping 192.168.168.10 interface ge-0/0/0 count 5
PING 192.168.168.10 (192.168.168.10):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0 ttl=127 time=8.287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1 ttl=127 time=4.11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2 ttl=127 time=5.39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3 ttl=127 time=4.361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4 ttl=127 time=5.137

ms
ms
ms
ms
ms

--- 192.168.168.10 ping statistics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4.119/5.461/8.287/1.490 ms

还可以在 SSG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
user@host> ping 10.10.10.10 from ethernet0/6
Type escape sequence to abort
Sending 5, 100-byte ICMP Echos to 10.10.10.10, timeout is 1 seconds from ethernet0/6
!!!!!
Success Rate is 100 percent (5/5), round-trip time min/avg/max=4/4/5 ms

含义

相关主题

502

如果在 SRX 系列或 SSG 系列设备上 ping 命令运行失败，则路由、安全策略、终端主机或者 ESP
数据包的加密和解密存在问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69页上的了解互联网密钥交换版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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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 VPN
•

了解基于策略的 IPsec VPN (第503页)

•

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第503页)

了解基于策略的 IPsec VPN
对于基于策略的 IPsec VPN，安全策略指定用于传输信息流（满足该策略匹配标准）的 VPN 通道
的操作。 VPN 的配置不依赖于策略语句。 策略语句通过名称指向 VPN，以指定允许访问该通道
的信息流。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每个策略会创建与远程对等方的单独 IPsec 安全关联 (SA)，
而每个 SA 都计为单独的 VPN 通道。 例如，如果策略包含组源地址和组目标地址，当属于该地
址组的用户尝试与指定为目标地址的任一主机通信时，将会协商并建立新通道。 因为每个通道要
求其自己的协商过程和单独的 SA 对，所以较之基于路由的 VPN，使用基于策略的 IPsec VPN 需
要耗费更多的资源。
可以使用基于策略的 VPN 的情况示例：

相关主题

•

实施拨号 VPN。

•

当决定将哪些信息流发送至通道时，将需要较路由所能提供的更多精确性（例如，需要指定仅
当信息流源自特定源时，到某个目标的信息流可通过通道）。

•

远程 VPN 设备不是 Juniper 设备，每个远程子网均需要单独的 SA。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基于策略的 IPsec VPN，以允许在分支机构和公司办公室之间安全传输数据。
•

要求 (第503页)

•

概述 (第504页)

•

配置 (第507页)

•

验证 (第516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以下硬件：
•

SRX240 设备

•

SSG140 设备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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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因为您不需要保留通
道资源，或配置许多安全策略来过滤通过相关通道的信息流。 芝加哥办事处的用户将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第505页上的图53 显示了基于策略的 VPN 拓扑示例。 在此拓扑中，SRX 系列设备位于 Sunnyvale，
SSG 系列设备（或者可以是第三方设备）位于芝加哥。

50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图53: 基于策略的 VPN 拓扑

Trust
192.168.168.10/24

SSG

e0/6
192.168.168.1/24

Chicago
e0/0
2.2.2.2/30

Untrust

SRX

ge-0/0/3.0
1.1.1.2/30

Sunnyvale
ge-0/0/0.0
10.10.10.1/24

Trust
10.10.10.10/24

IKE IPsec 通道协商包括两个阶段。 在阶段 1，参与方要建立一个将在其中协商 IPSec 安全关
联 (SA) 的安全通道。 在阶段 2，参与方协商用于认证将流过该通道的信息流的 IPsec SA。 正
如通道协商包括两个阶段，通道配置也分为两个阶段。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接口、IPv4 缺省路由、安全区段及通讯簿。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IPsec
阶段 2、安全策略和 TCP-MSS 参数。 参见第506页上的表52 到第507页上的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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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0/0

10.10.10.1/24

ge-0/3.0/0

1.1.1.2/30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0/0.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此地址是通讯簿 book1 中的条目，关联到
称为 trust 的区段。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0.10.10.0/24。

•

此地址是通讯簿 book2 中的条目，关联到
称为 ch 的区段。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0/24。

安全区段

untrust

通讯簿条目

sunnyvale

chicago

表53: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phase1-proposal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3.0

•

网关地址：2.2.2.2

策略

网关

ike-phase1-policy

gw-chicago

表54: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phase2-proposal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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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VPN

ike-vpn-chicago

•

IKE 网关引用：gw-chicago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表55: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
段。

vpn-tr-untr

•

此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此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
流。

vpn-untr-tr

permit-any

注意: 必须将 vpn-tr-untr 策略置于 permit-any 安全策
略之前。 Junos OS 从列表顶部开始执行安全策略查找。
如果 permit-any 策略位于 vpn-tr-untr 策略之前，来自
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将匹配 permit-any 策略并获得允
许。 这样，就不会有信息流匹配 vpn-tr-untr 策略。

表56: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

application any

•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

允许操作：tunnel pair-policy vpn-untr-tr

•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chicago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

application any

•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

允许操作：tunnel pair-policy vpn-tr-untr

•

匹配标准：

•

•

source-address any

•

source-destination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TCP-MSS 配置参数

用途

配置参数

TCP-MSS 作为 TCP 三方握手的一部分进行协商，限制 TCP 片段的最大大小以更好地匹配网络中的最大传输单位
(MTU) 限制。 这对于 VPN 信息流尤其重要，因为 IPsec 封装开销以及 IP 和帧开销可以导致生成的封装安全性负
荷 (ESP) 数据包超出物理接口的 MTU，从而导致分段。 分段会导致对带宽和设备资源的使用增加。

MSS 值：1350

注意: 对于大多数 MTU 为 1500 或以上、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建议使用 1350 作为起点。 可能需要尝试不同的
TCP-MSS 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路径中的任何设备具有较低的 MUT，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开销（如 PPP 或帧
中继），则可能需要更改相关值。

配置
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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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untrus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4.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5.

为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7.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0

8.

为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9.

创建通讯簿并将其关联到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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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10.

创建另一通讯簿并将其关联到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
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0.10.1/24;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30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3.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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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sunnyvale 10.10.10.0/24;
attach {
zone trust;
}
}
book2 {
address chicago 192.168.168.0/24;
attach {
zone untrust;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ke-phase1-policy mode main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gateway gw-chicago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gateway gw-chicago address 2.2.2.2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510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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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6.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phase1-policy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7.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mode main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8.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9.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12.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3.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ke-phase1-policy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9VMTp1RvWLdwYKMJDkmF3ylKM87Vb2oZjws5F"; ## SECRET-DATA
}
gateway gw-chicago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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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2.2.2.2;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vpn 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vpn ike-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4.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5.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7.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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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9.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ke-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ike-vpn-chicago {
ike {
gateway gw-chicago;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vpn-untr-t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vpn-untr-tr match
source-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vpn-untr-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vpn-untr-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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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vpn-tr-unt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then permit
inser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vpn-tr-untr before policy
permit-an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policies from-zone
policy vpn-untr-tr
policy vpn-untr-tr
policy vpn-untr-tr
policy vpn-untr-tr
policy vpn-untr-tr

untrust to-zone trust]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vpn-tr-untr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trust to-zone untrust]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ke-vpn-chicago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vpn-untr-tr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policies from-zone
policy vpn-tr-untr
policy vpn-tr-untr
policy vpn-tr-untr
policy vpn-tr-untr
policy vpn-tr-untr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vpn-untr-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vpn-untr-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vpn-untr-tr then permit

重新排序安全策略，让 vpn-tr-untr 安全策略位于 permit-any 安全策略之前。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insert policy vpn-tr-untr before policy permit-an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vpn-tr-untr {
match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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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ike-vpn-chicago;
pair-policy vpn-untr-tr;
}
}
}
}
policy permit-a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vpn-untr-tr {
match {
source-address chicago;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ike-vpn-chicago;
pair-policy vpn-tr-untr;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要配置 TCP-MSS 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MSS 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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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SSG 系列设备
CLI 快速配置

此处提供 SSG 系列设备的配置，仅供参考。 有关配置 SSG 系列设备的信息，请参阅Concepts
and Examples ScreenOS Reference Guide，网址：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zone Untrust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ip 192.168.168.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2/3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flow tcp-mss 1350
set address Trust “local-net” 192.168.168.0 255.255.255.0
set address Untrust "corp-net" 10.10.10.0 255.255.255.0
set ike gateway corp-ike address 1.1.1.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395psksecr3t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gateway corp-ike 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policy id 11 from Trust to Untrust “local-net” “corp-net” “ANY” tunnel vpn
“corp-vpn” pair-policy 10
set policy id 10 from Untrust to Trust “corp-net” “local-net” “ANY” tunnel vpn
“corp-vpn” pair-policy 11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permit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2.2.2.1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16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518页)

•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第519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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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需要从 10.10.10/24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192.168.168/24 网络中的主机。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必须由单独的主机生成信息
流；从 SRX 系列设备发起的信息流不会匹配 VPN 策略。 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
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0.10.10.10 发起 ping 至
192.168.168.10。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Remote Address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4
2.2.2.2
UP
5e1db3f9d50b0de6 e50865d9ebf134f8

Mode
Main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4 detail
IKE peer 2.2.2.2, Index 4,
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5e1db3f9d50b0de6, Responder cookie: e50865d9ebf134f8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1.1.2:500, Remote: 2.2.2.2: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770 seconds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sha1
Encryption
: aes-128-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852
Output bytes
:
856
Input packets :
5
Output packets :
4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1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安全关联 (SA)。 如

果未列出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

•

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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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命令将列出索引号为 1 的安全关联的

其他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发起方和响应方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configured sa: 2
ID
Gateway
Port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2
2.2.2.2
500
ESP:aes-128/sha1
a63eb26f 3565/ unlim
>2
2.2.2.2
500
ESP:aes-128/sha1
a1024ed9 3565/ unlim

Mon vsys
0
0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2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1.1.2, Remote Gateway: 2.2.2.2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0.10.10.0/24)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192.168.168.0/24)
DF-bit: clear
Policy-name: vpnpolicy-unt-tr
Direction: inbound, SPI: 2789126767,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58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86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Direction: outbound, SPI: 2701283033,,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58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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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86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ID 号为 2。 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命令中使用此值可获取此
特定 SA 的更多信息。

•

有一个 IPsec SA 对使用端口 500，表示未实施 NAT 穿透。 （NAT 穿透使用 4500 或另一随
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565/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565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期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将列出 U（启动）或
D（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4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代理 ID 从安全
策略导出。 本地地址和远程地址从通讯簿条目导出，服务从为策略配置的应用导出。 如果阶
段 2 因代理 ID 不匹配而失败，可以使用该策略确认配置了哪些通讯簿条目。 验证地址是否
与发送的信息匹配。 检查服务以确保端口与发送的信息匹配。

注意: 对于一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用途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 ESP 和认证包头计数器及错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index_number 命令，其中使用要查
看其统计信息的 VPN 的索引号。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2
ESP Statistics:
Encrypted bytes:
920
Decrypted bytes:
6208
Encrypted packets:
5
Decrypted packets:
87
AH Statistics:
Input bytes:
0
Output bytes: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Errors:
AH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Replay errors: 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51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ESP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ESP decryption failures: 0
Bad headers: 0, Bad trailers: 0

还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查看所有 SA 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要清除所有 IPsec 统计信息，请使用 clear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
含义

相关主题

如果在 VPN 中发现数据包丢失问题，可多次运行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或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detail 命令，确认加密和解密数据包计数器是递增的。 还应检查其
他错误计数器是否递增。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

了解集中星型 VPN (第520页)

•

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第521页)

集中星型 VPN

了解集中星型 VPN
如果创建两个在设备处终止的 VPN 通道，则可设置一对路由，这样，设备就能引导信息流离开一
个通道，到达另一通道。 还需要创建策略来允许信息流通过一个通道到达另一个通道。 这种布
置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星型 VPN。 （参见第521页上的图54。）
也可配置多个 VPN，并在任意两个通道之间路由信息流。

注意: SRX 系列设备仅支持基于路由的集中星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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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集中星型 VPN 配置中的多个通道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集中星型 VPN 配置概述

•

第521页上的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示例：配置集中星型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企业级部署配置集中星型 IPsec VPN。
•

要求 (第521页)

•

概述 (第521页)

•

配置 (第526页)

•

验证 (第545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以下硬件：
•

SRX240 设备

•

SRX5800 设备

•

SSG140 设备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概述
此示例描述通常在分支部署中配置集中星型 VPN 的方法。 集线器是公司办公室，共有两个末端
分支机构，分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和马萨诸塞州 Westford。 分支机构的用户将使用
VPN 与公司办公室安全传输数据。
第522页上的图55 显示了集中星型 VPN 拓扑的示例。 在此拓扑中，公司办公室部署了一台 SRX5800
设备。 Westford 分支机构部署了一台 SRX240 设备，Sunnyvale 分支机构部署了一台 SSG140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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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集中星型 VPN 拓扑

Trust

Trust
192.168.168.10/24

SSG

192.168.178.10/24

e0/6
192.168.168.1/24

Sunnyvale
e0/0
2.2.2.2/30

ge-0/0/3.0
192.168.178.1/24

SRX
1
10.11.11.11/24
VPN

st0.0
10.11.11.12/24
VPN

Westford
ge-0/0/0.0
3.3.3.2/30

Untrust

SRX

ge-0/0/3.0
1.1.1.2/30

st0.0
10.11.11.10/24
VPN

ge-0/0/0.0
10.10.10.1/24

g030681

Trust
10.10.10.10/24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公司办公室集线器、Westford 末端和 Sunnyvale 末端。 首先配置接口、
IPv4 静态和缺省路由、安全区段和通讯簿。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 和 IPsec 阶段 2 参数，并
将 st0.0 接口绑定至 IPsec VPN。 在集线器上，将 st0.0 配置为多点，并为 Sunnyvale 末端
添加静态 NHTB 表条目。 最后，配置安全策略和 TCP-MSS 参数。 有关此示例中使用的特定配置
参数，请参阅第522页上的表57 至第526页上的表61。

表57: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集线器或末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集线器

接口

ge-0/0.0/0

10.10.10.1/24

ge-0/3.0/0

1.1.1.2/30

st0

10.11.11.10/24

ge-0/0.0/0

3.3.3.2/30

ge-0/3.0/0

192.168.178.1/24

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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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续)

集线器或末端

集线器

功能

安全区段

名称

配置参数

st0

10.11.11.12/24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0/0.0 接口绑定到此区
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
段。

untrust

末端

安全区段

vpn

接口 st0.0 绑定到此区段。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
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0/0.0 接口绑定到此区
段。

untrust

集线器

通讯簿条目

vpn

接口 st0.0 绑定到此区段。

local-net

•

此地址用于 trust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0.10.10.0/24。

•

此地址用于 vpn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0/24。

•

此地址用于 vpn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78.0/24。

•

此地址用于 trust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178.0/24。

•

此地址用于 vpn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0.10.10.0/24。

sunnyvale-net

westford-net

末端

通讯簿条目

local-net

cor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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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续)

集线器或末端

表58: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sunnyvale-net

•

此地址用于 vpn 区段的通讯
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92.168.168.0/24。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集线器或末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集线器

提议

ike-phase1-proposal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
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
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
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3.0

•

网关地址：3.3.3.2

•

IKE 策略引用：
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3.0

•

网关地址：2.2.2.2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
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
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
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0.0

•

网关地址：1.1.1.2

策略

网关

ike-phase1-policy

gw-westford

gw-sunnyvale

末端

提议

策略

网关

524

ike-phase1-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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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集线器或末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集线器

提议

ipsec-phase2-proposal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

IKE 网关引用：gw-sunnyvale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

绑定到接口：st0.0

•

IKE 网关引用：gw-westford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

绑定到接口：st0.0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

IKE 网关引用：gw-corporate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phase2-policy

•

绑定到接口：st0.0

策略

VPN

ipsec-phase2-policy

vpn-sunnyvale

vpn-westford

末端

提议

策略

VPN

表60:

ipsec-phase2-policy

vpn-corporate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集线器或
末端
集线器

ipsec-phase2-proposal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
区段的信息流。

local-to-spokes

•

安全策略允许从 vpn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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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kes-to-local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local-net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

destination-address westford-net

•

application any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

source-address westford-net

•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

applicatio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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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0: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续)

集线器或
末端

末端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区段内部信息流。

spoke-to-spoke

匹配标准：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
区段的信息流。

安全策略允许从 vpn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to-corp

from-corp

permit-any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local-net

•

destination-address corp-net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

application any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corp-net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

application any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source-destination any

•

application any

•

允许操作：source-nat interface
通过指定 source-nat interface，SRX 系列设备转换外向信息
流的源 IP 地址和端口，同时将出口接口的 IP 地址用作源 IP
地址，将随机高编号端口用作源端口。

表61:

TCP-MSS 配置参数

用途

配置参数

TCC-MSS 作为 TCP 三方握手的一部分进行协商，限制 TCP 片段的最大大小以更好地限制网络中的 MTU 限制。 对
于 VPN 信息流，IPsec 封装开销与 IP 和帧开销可导致生成的 ESP 数据包超出物理接口的 MTU，从而导致分段。
分段会导致对带宽和设备资源的使用增加。

MSS 值：1350

注意: 对于大多数 MTU 为 1500 或以上、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建议使用 1350 作为起点值。 可能需要尝试不同的
TCP-MSS 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路径中的任何设备具有较低的 MUT，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开销（如 PPP 或
帧中继），则可能需要更改相关值。

配置

526

•

为集线器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第527页)

•

为集线器配置 IKE (第530页)

•

配置集线器的 IPsec (第532页)

•

为集线器配置安全策略 (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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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集线器的 TCP-MSS (第536页)

•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第536页)

•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KE (第539页)

•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Psec (第541页)

•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安全策略 (第543页)

•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TCP-MSS (第544页)

•

配置 Sunnyvale 末端 (第545页)

为集线器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78.0/24 next-hop 10.11.11.12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interfaces st0.0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local-net 10.10.10.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westford-net 192.168.178.0/24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vpn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集线器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ub#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1/24
user@hub#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user@hub#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0/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ub#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user@hub#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1
user@hub#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78.0/24 next-hop 10.11.11.12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ub#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4.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52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ub# set interfaces ge-0/0/3.0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5.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ub#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6.

[edit]
user@hub#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7.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ub# set interfaces ge-0/0/0.0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8.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ub#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创建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9.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ub# set address local-net 10.10.10.0/24
user@hub# set attach zone trust
10.

配置 vpn 安全区段。
[edit]
user@hub#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11.

向 vpn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user@hub# set interfaces st0.0

12.

创建另一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ub# set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user@hub# set address westford-net 192.168.178.0/24
user@hub# set attach zone vp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
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ub#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0.10.1/24;
}
}
}
ge-0/0/3 {
uni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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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et {
address 1.1.1.2/30
}
}
}
st0{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1.10/24
}
}
}
[edit]
user@hub#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1;
route 192.168.178.0/24 next-hop 10.11.11.12;
}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3.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vpn {
host-inbound-traffic {
}
interfaces {
st0.0;
}
}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local-net 10.10.10.0/24;
attach {
zone tr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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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2 {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address westford-net 192.168.178.0/24;
attach {
zone vpn;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集线器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ke-phase1-policy mode main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gateway gw-westford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gateway gw-westford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gateway gw-westford address 3.3.3.2
gateway gw-sunnyvale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gateway gw-sunnyvale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gateway gw-sunnyvale address 2.2.2.2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集线器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ub#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ub#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ub#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hub#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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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6.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policy ike-phase1-policy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7.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ub# set mode main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8.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ub# set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9.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hub#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gateway gw-westford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gateway gw-westford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gateway gw-westford address 3.3.3.2

13.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ub# set gateway gw-sunnyvale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14.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user@hub# set gateway gw-sunnyvale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15.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user@hub# set gateway gw-sunnyvale address 2.2.2.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ke-phase1-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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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main;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9VMTp1RvWLdwYKMJDkmF3ylKM87Vb2oZjws5F"; ## SECRET-DATA
}
gateway gw-sunnyvale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address 2.2.2.2;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
gateway gw-westford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address 3.3.3.2;
external-interface ge-0/0/3.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集线器的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security ipsec
interfaces st0
interfaces st0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vpn vpn-westford ike gateway gw-westford
vpn vpn-westford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vpn vpn-westford bind-interface st0.0
vpn vpn-sunnyvale ike gateway gw-sunnyvale
vpn vpn-sunnyvale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vpn vpn-sunnyvale bind-interface st0.0
unit 0 multipoint
unit 0 family inet next-hop-tunnel 10.11.11.11 ipsec-vpn vpn-sunnyvale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集线器配置 IPsec：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ub#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ub#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ub#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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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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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ub#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5.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ub# set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6.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ub# set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7.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指定 IKE 网关。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ub# set vpn vpn-westford ike gateway gw-westford
user@hub# set vpn vpn-sunnyvale ike gateway gw-sunnyvale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9.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ub# set vpn vpn-westford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ub# set vpn vpn-sunnyvale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10.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ub# set vpn vpn-westford bind-interface st0.0
user@hub# set vpn vpn-sunnyvale bind-interface st0.0

11.

将 st0 接口配置为多点。
[edit]
user@hub#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multipoint

12.

为 Sunnyvale 和 Westford 分支机构添加静态 NHTB 表条目。
[edit]
user@hub#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next-hop-tunnel 10.11.11.11 ipsec-vpn
vpn-sunnyvale
user@hub#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next-hop-tunnel 10.11.11.12 ipsec-vpn
vpn-westford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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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vpn-sunnyvale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gateway gw-sunnyval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vpn vpn-westford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gateway gw-westford;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集线器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ford-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local-to-spokes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ford-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spokes-to-local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policy spoke-to-spoke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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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集线器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user@hub# set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net
user@hub# set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user@hub# set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stford-net
user@hub# set policy local-to-spokes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ub# set policy local-to-spokes then permit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vpn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westford-net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then permit

3.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区段内部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to-spoke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ub# set policy spoke-to-spoke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
policy local-to-spokes {
match {
source-address local-net;
destination-address [ sunnyvale-net westford-net ];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
policy spokes-to-local {
match {
source-address [ sunnyvale-net westford-net ];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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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rom-zone vpn to-zone vpn {
policy spoke-to-spoke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集线器的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要为集线器配置 TCP-MSS 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 TCP-MSS 信息。

1.

[edit]
user@hub#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ub#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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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2/30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78.1/24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2/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3.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10.10.0/24 next-hop 10.11.11.10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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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3.0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zones security-zone vpn interfaces st0.0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local-net 192.168.178.0/24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corp-net 10.10.10.0/24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vpn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2/30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78.1/24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1.12/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spoke#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3.1.1.1
user@spoke#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10.10.0/24 next-hop 10.11.11.10
user@spoke#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0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spok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4.

向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ge-0/0/0.0

5.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spoke#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spoke#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7.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ge-0/0/3.0

8.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spoke#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9.

配置 vpn 安全区段。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53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edit]
user@spoke#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10.

向 vpn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user@spoke# set interfaces st0.0

11.

创建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spoke# set address local-net 192.168.178.0/24
user@spoke# set attach zone trust

12.

创建另一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spoke# set address corp-net 10.10.10.0/24
user@spoke# set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user@spoke# set attach zone vp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
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spoke#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3.3.2/30;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178.1/24;
}
}
}
st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1.10/24;
}
}
}
[edit]
user@spoke#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route 192.168.168.0/24 next-hop 10.11.11.11;
route 10.10.10.0/24 next-hop 10.11.11.10;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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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poke#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3.0;
}
}
security-zone vpn {
interfaces {
st0.0;
}
}
[edit]
user@spoke#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corp-net 10.10.10.0/24;
attach {
zone trust;
}
}
book2 {
address local-net 192.168.178.0/24;
address sunnyvale-net 192.168.168.0/24;
attach {
zone vpn;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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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ke-phase1-policy mode main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olicy 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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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orporate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orporate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orporate address 1.1.1.2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spoke#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spoke#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spoke#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spoke#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user@spoke#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spoke# set policy ike-phase1-policy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spoke#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spoke# set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9.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phase1-policy]
user@spoke#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395psksecr3t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spoke# set gateway gw-corporate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user@spoke# set gateway gw-corporate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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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user@spoke# set gateway gw-corporate address 1.1.1.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spoke#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ke-phase1-policy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9VMTp1RvWLdwYKMJDkmF3ylKM87Vb2oZjws5F"; ## SECRET-DATA
}
gateway gw-corporate {
ike-policy ike-phase1-policy;
address 1.1.1.2;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vpn vpn-corporate ike gateway gw-corporate
vpn vpn-corporate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vpn vpn-corporate bind-interface st0.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spoke#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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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poke# set protocol esp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3.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spoke#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4.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spoke#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5.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spoke# set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6.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spoke# set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7.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指定 IKE 网关。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spoke# set vpn vpn-corporate ike gateway gw-corporate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9.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spoke# set vpn vpn-corporate ik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10.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spoke# set vpn vpn-corporate bind-interface st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spoke#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vpn-corporate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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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gw-corporate;
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to-corporate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to-corpor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orp-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to-corpor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to-corporat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to-corporate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from-corporate match source-address
corp-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from-corporate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from-corporat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from-corporate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policy from-corporate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vpn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user@spoke# set policy to-corp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to-corp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orp-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to-corp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to-corp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spoke# set policy to-corp then permit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vpn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user@spoke#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corp-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user@spoke#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spoke# set policy spokes-to-local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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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poke#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
policy to-corp {
match {
source-address local-net;
destination-address [ sunnyvale-net westford-net ];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vpn to-zone trust {
policy spokes-to-local {
match {
source-address [ sunnyvale-net westford-net ];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要为 Westford 末端配置 TCP-MSS，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MSS 信息。
[edit]
user@spoke#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spoke#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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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unnyvale 末端
CLI 快速配置

此示例中 Sunnyvale 末端使用 SSG 系列设备。 此处提供 SSG 系列设备的配置，仅供参考。 有
关配置 SSG 系列设备的信息，请参阅Concepts and Examples ScreenOS Reference Guide，网
址：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set zone name "VPN"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zone "Trust"
set interface "tunnel.1" zone "VPN"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ip 192.168.168.1/24
set interface ethernet0/6 route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2.2.2.2/30
set interface ethernet0/0 route
set interface tunnel.1 ip 10.11.11.11/24
set flow tcp-mss 1350
set address "Trust" "sunnyvale-net" 192.168.168.0 255.255.255.0
set address "VPN" "corp-net" 10.10.10.0 255.255.255.0
set address "VPN" "westford-net" 192.168.178.0 255.255.255.0
set ike gateway "corp-ike" address 1.1.1.2 Main outgoing-interface ethernet0/0 preshare
"395psksecr3t" sec-level standard
set vpn corp-vpn monitor optimized rekey
set vpn "corp-vpn" bind interface tunnel.1
set vpn "corp-vpn" gateway "corp-ike" replay tunnel idletime 0 sec-level standard
set policy id 1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ANY" nat src permit
set policy id 2 from "Trust" to "VPN" "sunnyvale-net" "corp-net"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2
exit
set dst-address "westford-net"
exit
set policy id 3 from "VPN" to "Trust" "corp-net" "sunnyvale-net" "ANY" permit
set policy id 3
set src-address "westford-net"
exit
set route 10.10.10.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192.168.178.0/24 interface tunnel.1
set route 0.0.0.0/0 interface ethernet0/0 gateway 2.2.2.1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46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547页)

•

验证下一跳跃通道绑定 (第548页)

•

验证远程对等方本地 LAN 的静态路由 (第549页)

•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第549页)

•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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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需要从 10.10.10/24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192.168.168/24 和 192.168.178/24 网络中的主机，以建立通道。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以通过该通道发送从 SRX 系列设备发起的信息流。 测试 IPsec 通道时，建
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0.10.10.10 发起 ping 至 192.168.168.10。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ub> show security
Index
Remote Address
6
3.3.3.2
7
2.2.2.2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UP
94906ae2263bbd8e 1c35e4c3fc54d6d3
UP
7e7a1c0367dfe73c f284221c656a5fbc

Mode
Main
Main

user@hub>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6 detail
IKE peer 3.3.3.2, Index 6,
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94906ae2263bbd8e,, Responder cookie: 1c35e4c3fc54d6d3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1.1.2:500, Remote: 3.3.3.2:500
Lifetime: Expires in 3571 seconds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sha1
Encryption
: aes-cbc (128 bits)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1128
Output bytes
:
988
Input packets :
6
Output packets :
5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1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1
Negotiation type: Quick mode, Role: Responder, Message ID: 1350777248
Local: 1.1.1.2:500, Remote: 3.3.3.2:500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Waiting for done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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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

•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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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命令将列出索引号为 1 的安全关联的

其他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发起方和响应方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ub>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configured sa: 4
ID
Gateway
Port Algorithm
SPI
<16384 2.2.2.2
500
ESP:aes-128/sha1
b2fc36f8
>16384 2.2.2.2
500
ESP:aes-128/sha1
5d73929e
ID
Gateway
Port Algorithm
SPI
<16385 3.3.3.2
500
ESP:3des/sha1
70f789c6
>16385 3.3.3.2
500
ESP:3des/sha1
80f4126d

Life:sec/kb
3364/ unlim
3364/ unlim
Life:sec/kb
28756/unlim
28756/unlim

Mon vsys
0
0
Mon vsys
0
0

user@hub>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5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1.1.2, Remote Gateway: 3.3.3.2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24)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1895270854, AUX-SP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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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28729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136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Direction: outbound, SPI: 2163479149, AUX-SPI: 0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28729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136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VPN Monitoring: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32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ID 号为 16385。 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命令中使用此值可获
取此特定 SA 的更多信息。

•

有一个 IPsec SA 对使用端口 500，表示未实施 NAT 穿透。 （NAT 穿透使用 4500 或另一随
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28756/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28756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期大小，表示没有相关
限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6385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如果未列出 IPsec SA，请确认两个对等
方的阶段 2 提议（包括代理 ID 设置）均正确。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缺省代理 ID 为
local=0.0.0.0/0、remote=0.0.0.0/0 及 service=any。 从同一对等方 IP 建立多个基于路由
的 VPN 可能会发生问题。 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每个 IPsec SA 指定唯一的代理 ID。 对于一
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

阶段 2 失败的另一常见原因是未指定 ST 接口绑定。 如果 IPsec 无法完成，请检查 kmd 日
志或设置跟踪选项。

验证下一跳跃通道绑定
用途

为所有对等方完成阶段 2 后，请验证下一跳跃通道绑定。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next-hop-tunnels 命令。
user@hub> show security ipsec next-hop-tunnels
Next-hop gateway interface
IPSec VPN name
10.11.11.11
st0.0
sunnyvale-vpn
10.11.11.12
st0.0
westford-vpn

548

Flag
Static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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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下一跳跃网关是所有远程末端对等方 st0 接口的 IP 地址。 下一跳跃应与正确的 IPsec VPN 名
称关联。 如果不存在 NHTB 条目，则集线器设备无法区分哪个 IPsec VPN 与哪个下一跳跃关联。
“标志”字段具有以下值之一：
•

Static—在 st0.0 接口配置中手动配置了 NHTB，若对等方不是 SRX 系列设备，这是必需的配
置。

•

Auto—未配置 NHTB，但相关条目在两台 SRX 系列设备进行阶段 2 协商的过程中自动填充至
NHTB 表中

此示例中，末端站点均无 NHTB 表。 从末端的角度来看，st0 接口仍是只绑定一个 IPsec VPN
的点到点链路。

验证远程对等方本地 LAN 的静态路由
用途

验证静态路由引用末端对等方的 st0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route 命令。
user@hub> show route 192.168.168.10
inet.0: 9 destinations, 9 routes (9 active, 0 holddown, 0 hidden)
+ = Active Route, - = Last Active, * = Both
192.168.168.0/24

*[Static/5] 00:08:33
> to 10.11.11.11 via st0.0

user@hub> show route 192.168.178.10
inet.0: 9 destinations, 9 routes (9 active, 0 holddown, 0 hidden)
+ = Active Route, - = Last Active, * = Both
192.168.178.0/24

*[Static/5] 00:04:04
> to 10.11.11.12 via st0.0

下一跳跃是远程对等方的 st0 IP 地址，两个路由均指向 st0.0，作为外向接口。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用途

查看 IPsec 安全关联的 ESP 和认证包头计数器及错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命令。
user@hub>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index 16385
ESP Statistics:
Encrypted bytes:
920
Decrypted bytes:
6208
Encrypted packets:
5
Decrypted packets:
87
AH Statistics:
Input bytes:
0
Output bytes: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Errors:
AH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Replay errors: 0
ESP authentication failures: 0, ESP decryption failures: 0
Bad headers: 0, Bad trailer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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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查看所有 SA 的统计信息和错误。
要清除所有 IPsec 统计信息，请使用 clear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命令。
含义

如果在 VPN 中发现数据包丢失问题，可多次运行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或 show
security ipsec statistics detail 命令，确认加密和解密数据包计数器是递增的。 还应检查其
他错误计数器是否递增。

测试通过 VPN 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通过 VPN 的信息流。

操作

可以在 SRX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测试到远程主机 PC 的信息流。 请确保指定源接口，这
样路由查找才能正确执行，且在策略查找过程中引用相应的安全区段。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ping 命令。
user@hub> ping 192.168.168.10 interface ge-0/0/0 count 5
PING 192.168.168.10 (192.168.168.10):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0 ttl=127 time=8.287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1 ttl=127 time=4.11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2 ttl=127 time=5.399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3 ttl=127 time=4.361
64 bytes from 192.168.168.10: icmp_seq=4 ttl=127 time=5.137

ms
ms
ms
ms
ms

--- 192.168.168.10 ping statistics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4.119/5.461/8.287/1.490 ms

还可以在 SSG 系列设备上使用 ping 命令。
user@hub> ping 10.10.10.10 from ethernet0/6
Type escape sequence to abort
Sending 5, 100-byte ICMP Echos to 10.10.10.10, timeout is 1 seconds from ethernet0/6
!!!!!
Success Rate is 100 percent (5/5), round-trip time min/avg/max=4/4/5 ms
ssg-> ping 192.168.178.10 from ethernet0/6
Type escape sequence to abort
Sending 5, 100-byte ICMP Echos to 192.168.178.10, timeout is 1 seconds from
ethernet0/6
!!!!!
Success Rate is 100 percent (5/5), round-trip time min/avg/max=8/8/10 ms

含义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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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SRX 系列或 SSG 系列设备上 ping 命令运行失败，则路由、安全策略、终端主机或者 ESP
数据包的加密和解密存在问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520页上的了解集中星型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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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穿透
•

了解 NAT-T (第551页)

•

示例：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第552页)

•

示例：在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第575页)

了解 NAT-T
网络地址转换穿透 (NAT-T) 是在受 IPsec 保护的数据通过 NAT 设备进行地址转换时，解决遇到
的 IP 地址转换问题的方法。 对 IP 编址（NAT 的功能）的任何更改都会导致 IKE 丢弃数据包。
在阶段 1 交换期间检测到数据路径中的一台或多台 NAT 设备后，NAT-T 会为 IPsec 数据包添加
一层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封装，这样数据包在地址转换后不会被丢弃。
当 VPN 数据路径中有 NAT 设备时，例如在基于路由、基于策略和集中星型拓扑中，Junos OS 会
实施 NAT-T 一对一 IP 编址。 NAT 设备的位置可以为：
•

仅发起方位于 NAT 设备之后。

•

发起方通过多台 NAT 设备连接至响应方。

•

发起方位于单独的 NAT 设备之后。

•

仅响应方位于 NAT 设备之后。

•

发起方和响应方均在 NAT 设备之后。

我们提供了以下拓扑的 NAT-T 配置示例：仅响应方位于 NAT 设备之后，以及发起方和响应方均
位于 NAT 设备之后。 发起方和响应方均支持 NAT-T 的站点到站点 IKE 网关配置。 IKE 通道协
商的阶段 1 中使用远程 IKE ID 验证对等方的本地 IKE ID。 发起方和响应方均要求
local-identity 和 remote-identity 设置。
所有 VPN 拓扑均使用以下硬件：
•

SRX 系列服务网关

•

J 系列服务路由器

注意: 如果将 SRX 系列硬件用作响应方，那么升级至当前 Junos OS 版本时，必须
先升级响应方，然后配置 local-identity，最后升级发起方。 在动态端点 (DEP)
情况下（使用 ID 类型，而不是 IP 地址），必须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不先升级响
应方，且在 SRX 系列响应方前面添加了 NAT 设备，则必须配置发起方硬件，让
remote-identity 作为响应方的专用 IP 地址。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52页上的示例：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

第575页上的示例：在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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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响应方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来允许在分支机构和公司办
公室之间安全传输数据。
•

要求 (第552页)

•

概述 (第552页)

•

配置 (第556页)

•

验证 (第569页)

要求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因为您希望在保存通
道资源的同时仍对 VPN 信息流进行精确限制。 芝加哥办事处的用户将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第553页上的图56 显示了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基于路由的 VPN 的拓扑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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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基于路由的 VPN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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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将为发起方和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IPsec
阶段 2 和安全策略。 请注意，在以上示例中，响应方的专用 IP 地址 71.1.1.2 被 NAT 设备隐
藏，并映射至公用 IP 地址 1.0.0.2。
有关示例中用于发起方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表 1 至表 4。

表62:

发起方的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1

1.0.0.1/24

ge-0/0/3

33.1.1.1/24

st0（通道接口）

31.1.1.2/24

32.1.1.0/24（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31.1.1.1。

1.1.1.1/32

下一跳跃为 1.0.0.2。

un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0/1.0 和 st0.1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trust

表63:

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_prop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3des-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_prop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_pol

•

外部接口：ge-0/0/1.0

•

网关地址：1.1.1.1

•

本地对等方（发起方）：branch_natt1@juniper.net

•

远程对等方（响应方）：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策略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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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发起方的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_prop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3des-cbc

策略

ipsec_pol

•

提议引用：ipsec_prop

VPN

vpn1

•

IKE 网关引用：gw1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_pol

•

绑定到接口：st0.1

•

立即建立通道

表65: 发起方的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ipsec_pol

允许所有安全策略。

有关示例中用于响应方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表 5 至表 8。

表66:

响应方的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2

71.1.1.1/8

ge-0/0/3

32.1.1.1/24

st0（通道接口）

31.1.1.1/24

1.0.0.0/8（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71.1.1.2。

33.1.1.0/24

下一跳跃为 31.1.1.2。

un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0/2.0 和 st0.1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trust

允许所有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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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_prop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3des-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_prop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_pol

•

外部接口：ge-0/0/2.0

•

网关地址：1.0.0.1

•

本地对等方（响应方）：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

远程对等方（发起方）：rbranch_natt1@juniper.net

策略

网关

表68:

ike_pol

gw1

响应方的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_prop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3des-cbc

策略

ipsec_pol

•

提议引用：ipsec_prop

VPN

vpn1

•

IKE 网关引用：gw1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_pol

•

绑定到接口：st0.1

•

立即建立通道

表69: 响应方的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ipsec_pol

允许所有安全策略。

配置

556

•

为发起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 (第557页)

•

为发起方配置 IKE (第559页)

•

为发起方配置 IPsec (第561页)

•

为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 (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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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响应方配置 IKE (第565页)

•

为响应方配置 IPsec (第567页)

为发起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0.1/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1.1.1/24
interfaces st0 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31.1.1.2/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32.1.1.0/24 next-hop 31.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1.1.1/32 next-hop 1.0.0.2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st0.1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0.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31.1.1.2/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32.1.1.0/24 next-hop 31.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1.1.1/32 next-hop 1.0.0.2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1

5.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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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7.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8.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9.

指定安全策略以允许站点到站点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说明以更
正配置。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0.1/24;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3.1.1.1/24;
}
}
}
st0 {
unit 1 {
family inet {
address 31.1.1.2/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32.1.1.0/24 next-hop 31.1.1.1;
route 1.1.1.1/32 next-hop 1.0.0.2;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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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faces {
st0.1;
ge-0/0/1.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3.0;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 policy {
permit 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发起方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ike proposal ike_prop dh-group group2
ike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ike proposal ike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ike policy ike_pol mode main
ike policy ike_pol proposals ike_prop
ike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ike gateway gw1 ike-policy ike_pol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1.1.1
ike gateway gw1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ike gateway gw1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ike gateway gw1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_prop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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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_pol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_prop

9.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_pol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address 1.1.1.1

13.

设置本地对等方的 local-identity。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14.

设置响应方的 remote-identity。 这是 IKE 标识符。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15.

定义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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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ke_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_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
gateway gw1 {
ike-policy ike_poly;
address 1.1.1.1;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发起方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psec_pol proposals ipsec_prop
vpn vpn1 bind-interface st0.1
vpn vpn1 ike gateway gw1
vpn vpn1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vpn vpn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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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3.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4.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5.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_pol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6.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_prop

指定 IKE 网关。

7.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ike gateway gw1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9.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bind-interface st0.1
10.

指定立即建立通道，不等待发送验证数据包。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psec_pol {
proposals ipsec_prop;
}
vpn vpn1 {
bind-interface st0.1;
ike {
gateway gw1;
ipsec-policy ipsec_pol;
}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

56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proposals ipsec_prop;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71.1.1.1/8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2.1.1.1/24
interfaces st0 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31.1.1.1/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0.0/8 next-hop 71.1.1.2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33.1.1.0/24 next-hop 31.1.1.2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2.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st0.1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3.0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策略和网关，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71.1.1.1/8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2.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1 family inet address 31.1.1.1/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0.0/8 next-hop 71.1.1.2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33.1.1.0/24 next-hop 31.1.1.2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2.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st0.1

5.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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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7.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8.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9.

指定安全策略以允许站点到站点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
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71.1.1.1/8;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32.1.1.1/24;
}
}
}
st0 {
unit 1 {
family inet {
address 31.1.1.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1.0.0.0/8 next-hop 71.1.1.2;
route 33.1.1.0/24 next-hop 31.1.1.2;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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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2.0;
st0.1;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3.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 policy {
permit 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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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_prop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proposal ike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ke_pol mode main
policy ike_pol proposals ike_prop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gateway gw1 ike-policy ike_pol
gateway gw1 address 1.0.0.1
gateway gw1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gateway gw1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gateway gw1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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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_prop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_pol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_prop

9.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ke_pol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address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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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置响应方的 local-identity。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14.

设置响应方的 remote-identity。 这是 IKE 标识符。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1]
user@host# set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ke_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_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
gateway gw1 {
ike-policy ike_pol;
address 1.0.0.1;
local-identity user-at-hostname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remote-identity user-at-hostname "branch_natt1@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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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proposal ipsec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psec_pol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policy ipsec_pol proposals ipsec_prop
vpn vpn1 bind-interface st0.1
vpn vpn1 ike gateway gw1
vpn vpn1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vpn vpn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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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4.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5.

指定 IPsec 阶段 2 以使用完全向前保密 (PFS)。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6.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_pol

7.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_prop

8.

指定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1 ike gateway gw1

9.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10.

指定要绑定的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bind-interface st0.1

11.

指定立即建立通道，不等待发送验证数据包。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pn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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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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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psec_pol {
proposals ipsec_prop
keys group2;
}
}
vpn vpn1 {
bind-interface st0.1;
ike {
gateway gw1;
ipsec-policy ipsec_pol;
}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69页)

•

验证发起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第571页)

•

验证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72页)

•

验证响应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第573页)

验证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必须从 33.1.1.0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32.1.1.0 网
络中的主机。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由 SRX 系列设备通过通道发起信息流 测试
IPsec 通道时，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
设备。 例如从 33.1.1.2 发起 ping 操作至 32.1.1.2。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该命令获取索引号
后，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106321 UP
d31d6833108fd69f 9ddfe2ce133086aa Main

Remote Address
1.1.1.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KE peer 1.1.1.1, Index
Initiator cookie: d31d6833108fd69f, Responder cookie: 9ddfe2ce133086aa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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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1.0.0.1:4500, Remote: 1.1.1.1:4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785 seconds
Peer ike-id: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Xauth assigned IP: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hmac-sha1-96
Encryption
: 3des-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0
Output bytes :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Flags: IKE SA is created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2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Negotiation type: Quick mode, Role: Initiator, Message ID: 0
Local: 1.0.0.1:4500, Remote: 1.1.1.1:4500
Local identity: branch_natt1@juniper.net
Remote identity: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Flags: IKE SA is created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且端口 4500 是否用于对等通信。

•

角色发起方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
另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对等方 IKE ID—验证远程地址是否正确。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验证这些是否正确。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安全关联的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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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发起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 IPsec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该命令获取索引
号后，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
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active tunnels: 1
ID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Port Gateway
<131073 ESP:3des/sha1 ac23df79 2532/ unlim
root 4500 1.1.1.1
>131073 ESP:3des/sha1 cbc9281a 2532/ unlim
root 4500 1.1.1.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0.0.1, Remote Gateway: 1.1.1.1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Version: IKEv1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ac23df79,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186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578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Direction: outbound, SPI: cbc9281a,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186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578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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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网关具有 NAT 地址 1.1.1.1。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另
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2532/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2532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期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验证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该命令获取索引号
后，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5802591 UP
d31d6833108fd69f 9ddfe2ce133086aa Main

Remote Address
1.0.0.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KE peer 1.0.0.1, Index 5802591,
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d31d6833108fd69f, Responder cookie: 9ddfe2ce133086aa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71.1.1.1:4500, Remote: 1.0.0.1:4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5704 seconds
Peer ike-id: branch_natt1@juniper.net
Xauth assigned IP: 0.0.0.0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hmac-sha1-96
Encryption
: 3des-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0
Output bytes :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Flags: IKE SA is created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8 created, 2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Negotiation type: Quick mode, Role: Responder, Message ID: 0
Local: 71.1.1.1:4500, Remote: 1.0.0.1:4500
Local identity: responder_natt1@juniper.net
Remote identity: branch_natt1@juniper.net
Flags: IKE SA is created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57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且端口 4500 是否用于对等通信。

•

角色响应方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

对等方 IKE ID—验证相关地址是否正确。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验证这些地址是否正确。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安全关联的其他相关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响应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 IPsec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该命令获取索引
号后，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
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active tunnels: 1
ID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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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73 ESP:3des/sha1 a5224cd9 3571/ unlim
>131073 ESP:3des/sha1 82a86a07 3571/ unlim

-

root 4500
root 4500

1.0.0.1
1.0.0.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71.1.1.1, Remote Gateway: 1.0.0.1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Version: IKEv1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a5224cd9,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23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2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Direction: outbound, SPI: 82a86a07,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23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2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远程网关具有 IP 地址 1.0.0.1。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另
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571/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571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期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id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如果未列出 IPsec SA，请确认两个对等
方的阶段 2 提议（包括代理 ID 设置）均正确。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缺省代理 ID 为
local=0.0.0.0/0、remote=0.0.0.0/0 及 service=any。 从同一对等方 IP 建立多个基于路由
的 VPN 可能会发生问题。 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每个 IPsec SA 指定唯一的代理 ID。 对于一
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

574

阶段 2 失败的另一常见原因是未指定 ST 接口绑定。 如果 IPsec 无法完成，请检查 kmd 日
志或设置跟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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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51页上的了解 NAT-T

•

第575页上的示例：在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在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来允许在分支机
构和公司办公室之间安全传输数据。
•

要求 (第575页)

•

概述 (第575页)

•

配置 (第580页)

•

验证 (第594页)

要求
开始前，请阅读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因为您希望在保存通
道资源的同时仍对 VPN 信息流进行精确限制。 该分支机构的用户将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加利福
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在此示例中，您为发起方和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
第576页上的图57 显示了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VPN 的拓扑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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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发起方和响应方均位于 NAT 设备之后时基于策略的 VPN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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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将配置接口、IPv4 缺省路由和安全区段。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包括本地和远程
对等方）、IPsec 阶段 2 和安全策略。 请注意，在以上示例中，响应方的专用 IP 地址
13.168.11.1 被 NAT 设备隐藏，并映射至公用 IP 地址 1.1.100.1。
有关示例中用于发起方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表 1 至表 4。

表70:

发起方的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1

12.168.99.100/24

ge-0/0/2

10.1.99.1/24

10.2.99.0/24（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12.168.99.1。

13.168.11.0/24

下一跳跃为 12.168.99.1。

1.1.100.0/24

12.168.99.1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2.0/0.0 接口绑定至此区段。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1.0/0.0 接口绑定至此区段。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untrust

表71:

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_prop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md5

•

加密算法：3des-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_prop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_pol

•

外部接口：ge-0/0/1.0

•

网关地址：1.1.100.23

•

本地对等方为 inet 11.11.11.11

•

远程对等方为 inet 44.44.44.44

策略

网关

ike_pol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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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发起方的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_prop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md5-96

•

加密算法：3des-cbc

•

提议引用：ipsec_prop

•

完全向前保密 (PFS)：group1

•

IKE 网关引用：gate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_pol

策略

ipsec_pol

VPN

表73:

first_vpn

发起方的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
通道信息流。

pol1

•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
通道信息流。

pol1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

操作：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

匹配标准：

•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有关示例中用于响应方的特定配置参数，请参阅表 5 至表 8。

表74:

响应方的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0/2

13.168.11.100/24

ge-0/0/3

10.2.99.1/24

10.1.99.0/24（缺省路由）

下一跳跃为 13.168.11.1。

12.168.99.0/24

下一跳跃为 13.168.11.1。

1.1.100.0/24

13.168.11.1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0/3.0 接口绑定到此区段。

静态路由

安全区段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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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响应方的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续)

功能

表75:

名称

配置参数

un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ge-0/2.0/0.0 接口绑定至此区段。

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ke_prop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md5

•

加密算法：3des-cbc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ike_prop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ke_pol

•

外部接口：ge-0/0/2.0

•

网关地址：1.1.100.22

•

始终发送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

本地对等方为 inet 44.44.44.44

•

远程对等方为 inet 11.11.11.11

策略

网关

表76:

ike_pol

gate

响应方的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sec_prop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md5-96

•

加密算法：3des-cbc

•

提议引用：ipsec_prop

•

完全向前保密 (PFS)：group1

•

IKE 网关引用：gate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_pol

•

立即建立通道

策略

VPN

ipsec_pol

first_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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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响应方的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
通道信息流。

pol1

•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
通道信息流。

pol1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

操作：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

匹配标准：

•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配置
•

为发起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第580页)

•

为发起方配置 IKE (第582页)

•

为发起方配置 IPsec (第584页)

•

为发起方配置安全策略 (第586页)

•

为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第587页)

•

为响应方配置 IKE (第589页)

•

为响应方配置 IPsec (第591页)

•

为响应方配置安全策略 (第593页)

为发起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di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168.99.100/24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99.1/24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2.99.0/24 next-hop 12.168.99.1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3.168.11.0/24 next-hop 12.168.99.1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1.100.0/24 next-hop 12.168.99.1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0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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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和安全区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168.99.100/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99.1/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2.99.0/24 next-hop 12.168.99.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3.168.11.0/24 next-hop 12.168.99.1

3.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0

5.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6.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7.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0

8.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
认配置。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说明以更正配置。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2.168.99.100/24;
}
}
}
ge-0/0/2 {
uni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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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et {
address 10.1.99.1/2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10.2.99.0/24 next-hop 12.168.99.1;
route 13.168.11.0/24 next-hop 12.168.99.1;
route 1.1.100.0/24 next-hop 12.168.99.1;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2.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发起方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582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_prop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proposal ike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ke_pol mode main
policy ike_pol proposals ike_prop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gateway gate ike-policy ike_pol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ike
ike
ike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
gate
gate
gate

address 1.1.100.23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local-identity inet 11.11.11.11
remote-identity inet 44.44.44.44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_prop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
user@host# set policy ike_pol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_prop

9.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user@host# set ascii-text "juniper”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
user@host# set gateway gate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11.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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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gate address 1.1.100.23
12.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set gate ike-policy ike_pol

13.

设置本地对等方的 local-identity。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user@host# set local-identity inet 11.11.11.11

14.

设置响应方的 remote-identity。 这是响应方的本地身份。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
user@host# set remote-identity inet 44.44.44.4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ke_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_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
gateway gate {
ike-policy ike_pol;
address 1.1.100.23;
local-identity 11.11.11.11;
remote-identity 44.44.44.44;
external-interface ge-0/0/1.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发起方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584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proposal ipsec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psec_pol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policy ipsec_pol proposals ipsec_prop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gate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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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4.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5.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_prop

6.

指定 IPsec 阶段 2 以使用完全向前保密 (PFS) group1。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7.

指定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gate

8.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psec_pol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1;
proposals ipsec_prop;
}
vpn first_vp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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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
gateway gate;
ipsec-policy ipsec_pol;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发起方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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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tunnel {
ipsec-vpn first_vpn;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tunnel {
ipsec-vpn first_vpn;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接口、路由选项和安全区段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3.168.11.100/24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99.1/2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1.99.0/24 next-hop 13.168.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2.168.99.0/24 next-hop 13.168.11.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1.100.0/24 next-hop 13.168.11.1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2.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3.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接口、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3.168.11.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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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99.1/2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1.99.0/24 next-hop 13.168.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2.168.99.0/24 next-hop 13.168.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1.100.0/24 next-hop 13.168.11.1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4.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2.0

5.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7.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3.0

8.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
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2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3.168.11.100/24;
}
}
}
ge-0/0/3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2.99.1/244;
}
}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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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10.1.99.0/24 next-hop 13.168.11.1;
route 12.168.99.0/24 next-hop 13.168.11.1;
route 1.1.100.0/24 next-hop 13.168.11.1;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2.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3.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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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ike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proposal ike_prop dh-group group2
proposal ike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proposal ike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ke_pol mode main
policy ike_pol proposals ike_prop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gateway gate ike-policy ike_pol
gateway gate address 1.1.100.22
gateway gate dead-peer-detection always-send
gateway gate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gateway gate local-identity inet 44.44.44.44
gateway gate remote-identity inet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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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_pol

7.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mode main

8.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ke_prop

9.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proposals ike_prop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_pol
pre-shared-key]
user@host# set ascii-text "juniper"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user@host# set gate ike-policy ike_pol

12.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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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gate address 1.1.100.22
13.

设置本地对等方（发起方）的 local-identity。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user@host# set local-identity inet 44.44.44.44

14.

设置响应方的 remote-identity。 这是响应方的本地身份。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user@host# set remote-identity inet 11.11.11.11

15.

设置不工作对等方检测以检查对等方是启动还是关闭。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
user@host# set dead-peer-detection always-send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ke_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ke_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ike_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
gateway gate {
ike-policy ike_pol;
address 1.1.100.22;
dead-peer-detection always-send;
external-interface ge-0/0/2.0;
local-identity inet 44.44.44.44;
remote-identity inet 11.11.11.11;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protocol esp
proposal ipsec_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proposal ipsec_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policy ipsec_pol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policy ipsec_pol proposals ipsec_prop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gate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vpn first_vpn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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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2.

[edit security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3.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4.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将 IPsec 阶段 2 设置为使用完全向前保密 (PFS) group1。

5.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6.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sec_pol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7.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_pol]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sec_prop

指定 IKE 网关。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gate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9.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_pol
10.

指定在不发送验证数据包的情况下立即建立通道。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first_vpn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sec_prop {
protocol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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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ipsec_pol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1;
}
proposals ipsec_prop;
}
vpn first_vpn {
ike {
gateway gate;
ipsec-policy ipsec_pol;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为响应方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pol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pol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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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pol1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pol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first_vp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tunnel {
ipsec-vpn first_vpn;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pol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tunnel {
ipsec-vpn first_vpn;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94页)

•

验证发起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第596页)

•

验证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第597页)

•

验证响应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第599页)

验证发起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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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必须从 10.1.99.0 网络中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10.2.99.0
网络。 对于基于路由的 VPN，可由 SRX 系列设备通过通道发起信息流 测试 IPsec
通道时，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0.1.99.2 发起 ping 操作至 10.2.99.2。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5137403 UP
b3a24bc00e963c51 7bf96bcc6230e484 Main

Remote Address
1.1.100.23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ndex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Remote Address
1400579286 UP 487cfb570908425c 7710c8487f9ff20c Main
1.1.100.22
{primary:node0}[edit]
root@poway# run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detail
node0:
IKE peer 1.1.100.22, Index 1400579286,
Location: FPC 5, PIC 0, KMD-Instance 4
Role: Initiato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487cfb570908425c, Responder cookie: 7710c8487f9ff20c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3.168.11.100:4500, Remote: 1.1.100.22:4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622 seconds
Peer ike-id: 44.44.44.44
Xauth user-name: not available
Xauth assigned IP: 0.0.0.0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hmac-md5-96
Encryption
: 3des-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md5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0
Output bytes :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0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且端口 4500 是否用于对等通信。

•

角色发起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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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
另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对等方 IKE ID—验证远程（响应方）地址是否正确。 在此示例中，该地址为 44.44.44.44。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验证这些是否正确。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安全关联的其他相关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发起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 IPsec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active tunnels: 1
ID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Port Gateway
<2
ESP:3des/md5
2bf24122 3390/ unlim
root 4500 1.1.100.23
>2
ESP:3des/md5
2baef146 3390/ unlim
root 4500 1.1.100.23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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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ateway: 12.168.99.100, Remote Gateway: 1.1.100.23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Version: IKEv1
DF-bit: clear
Policy-name: pol1
Location: FPC 5, PIC 0, KMD-Instance 4
Direction: inbound, SPI: 2bf24122,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88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01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md5-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Location: FPC 5, PIC 0, KMD-Instance 4
Direction: outbound, SPI: 2baef146,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388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01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md5-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远程网关具有 NAT 地址 100.23.1.1。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另
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390/ unlimited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390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大小，表示没有相关
限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验证响应方的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5802591 UP
d31d6833108fd69f 9ddfe2ce133086aa Main

Remote Address
1.0.0.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 detail
IKE peer 1.1.100.23, Index 1400579287,
Location: FPC 5, PIC 0, KMD-Instan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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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Responde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487cfb570908425c, Responder cookie: 7710c8487f9ff20c
Exchange type: Main,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2.168.99.100:4500, Remote: 1.1.100.23:4500
Lifetime: Expires in 28587 seconds
Peer ike-id: 11.11.11.11
Xauth user-name: not available
Xauth assigned IP: 0.0.0.0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hmac-md5-96
Encryption
: 3des-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md5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0
Output bytes :
0
Input packets:
0
Output packets:
0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0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0
Negotiation type: Quick mode, Role: Responder, Message ID: 0
Local: 71.1.1.1:4500, Remote: 1.0.0.1:4500
Local identity: branch_natt1@juniper.net
Remote identity: limits_natt1@juniper.net
Flags: IKE SA is created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SA。 如果未列出

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且端口 4500 是否用于对等通信。

•

角色响应方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

对等方 IKE ID—验证对等方的本地（发起方）地址是否正确。 在此示例中，该地址为
11.11.11.11。

•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验证这些是否正确。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将列出安全关联的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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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发起方和响应方信息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验证响应方的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 IPsec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Total active tunnels: 1
ID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Port Gateway
<131073 ESP:3des/sha1 a5224cd9 3571/ unlim
root 4500 1.0.0.1
>131073 ESP:3des/sha1 82a86a07 3571/ unlim
root 4500 1.0.0.1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71.1.1.1, Remote Gateway: 1.0.0.1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Version: IKEv1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a5224cd9,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23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2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Direction: outbound, SPI: 82a86a07,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523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92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3des-cbc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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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远程网关具有 NAT 地址 1.0.0.1。

•

IPsec SA 对中的两个对等方均使用端口 4500，表示已实施 NAT-T。 （NAT-T 使用 4500 或另
一随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571/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571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期大小，表示没有相关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则 U 表示监控启动，
D 表示监控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551页上的了解 NAT-T

•

第552页上的示例：在仅响应方位于 NAT 之后时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使用 VPN 向导配置 IPsec VPN
使用 VPN 向导可执行基本的 IPsec VPN 配置，包括阶段 1 和阶段 2。 如需更高级的配置，请
使用 J-Web 界面或 CLI。
要使用 VPN 向导配置 IPsec VPN，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Configure>Wizards>VPN Wizard（配置>向导>VPN 向导）。
2. 单击“Launch VPN Wizard”（启动 VPN 向导）按钮。
3. 按照向导提示操作。

向导页面的左上区域显示您在配置过程中的位置。 该页面的左下区域显示与字段相关的帮助。
单击“Resources”（资源）标题下的链接时，将在浏览器中打开文档。 如果文档是在新选项卡
中打开的，请确保在关闭文档时仅关闭相应的选项卡（而不是浏览器窗口）。
相关主题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66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

第468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IPv6 IPsec VPN 实施包括在两个 IPv6 通道端点之间设置的 IPv6 通道中交换 IPv6 数据包。
（请参阅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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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IPv6 6in6 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第601页)

•

IPv6 IKE 数据包处理 (第601页)

•

IPv6 IPsec 数据包处理 (第602页)

IPv6 6in6 通道模式下的数据包处理
IPv6 VPN 6in6 通道是用于在两个站点到站点端点之间的 IPv6 IPsec 通道中交换 IPv6 数据包
的技术。 在此模式下，初始 IPv6 数据包封装在另一 IPv6 数据包中，其中外部和内部包头均为
IPv6。 外部 IPv6 包头的 IPv6 地址表示通道端点，而内部 IPv6 包头的 IPv6 地址表示最终源
和目标地址。 与传送模式会保留初始 IP 包头不同，在 6in6 通道模式下，整个初始 IPv6 数据
包（负荷和包头）通过附加新外部 IPv6 包头、IPsec 包头（AH 或 ESP）的方式封装，紧接着是
内部 IPv6 包头和初始 IPv6 负荷。 可以对整个 IPv6 初始数据包进行加密、认证，或者既加密
又认证。 认证包头 (AH) 协议提供认证，而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协议则为 IPv6 数据包提供
加密及认证。

IPv6 IKE 数据包处理
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是 IPsec 系列协议的一部分。 它可以自动使两个通道端点设置安全关联
(SA) 并相互协商机密密钥。 无需手动配置安全参数。 IKE 还可为通信的对等方提供认证。
IPv6 网络中的 IKE 数据包处理包含以下元素：
•

ISAKMP 标识负荷
互联网安全关联和密钥管理协议 (ISAKMP) 标识负荷用于识别和认证通信的 IPv6 对等方。 已
为 IPv6 启用两种新 ID 类型—ID_IPV6_ADDR 和 ID_IPV6_ADDR_SUBNET。 ID 类型表示要使用
的标识类型。 ID_IPV6_ADDR 类型指定单个包含 16 个八位位组的 IPv6 地址。 此 ID 类型表
示 IPv6 地址。 ID_IPV6_ADDR_SUBNET 类型指定由两组 16 个八位位组值表示的 IPv6 地址范
围。 此 ID 类型表示 IPv6 网络掩码。 第601页上的表78 列出了 ID 类型及其在标识负荷中的
分配值。

表78: ISAKMP ID 类型及其值
ID 类型

值

保留

0

ID_IPV4_ADDR

1

ID_FQDN

2

ID_USER_FQDN

3

ID_IPV4_ADDR_SUBNET

4

ID_IPV6_ADDR

5

ID_IPV6_ADDR_SUBNET

6

ID_IPV4_ADDR_RAN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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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 ISAKMP ID 类型及其值 (续)
ID 类型

值

ID_IPV6_ADDR_RANGE

8

ID_DER_ASN1_DN

9

ID_DER_ASN1_GN

10

ID_KEY_ID

11

ID_LIST

12

ID_IPV6_ADDR_RANGE 类型指定由两组 16 个八位位组值表示的 IPv6 地址范围。 第一个八位
位组值表示范围内的 IPv6 起始地址，第二个表示 IPv6 结束地址。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IPv6
地址之间的所有 IPv6 地址视为列表的一部分。

注意: 此版本不支持 ISAKMP 标识负荷的两种 ID 类型—ID_IPV6_ADDR_RANGE 和
ID_IPV4_ADDR_RANGEare。

•

代理 ID
IKE 协商的阶段 2 过程中会使用代理 ID， 在建立 IPsec 通道前生成。 代理 ID 标识要用于
VPN 的 SA。 会生成两种代理 ID—本地和远程。 本地代理 ID 指向本地 IPv6 地址/网络和子
网掩码。 远程代理 ID 指向远程 IPv6 地址/网络和子网掩码。

•

安全关联
SA 是 VPN 参与方之间的协议，用于支持安全通信。 SA 根据三个参数区分—安全参数索引
(SPI)、目标 IPv6 地址和安全协议（AH 或 ESP）。 SPI 是分配给 SA 的唯一值，用于帮助在
多个 SA 中标识某个 SA。 在 IPv6 数据包中，SA 通过外部 IPv6 包头中的目标地址标识，安
全协议通过 AH 或 ESP 包头标识。

IPv6 IPsec 数据包处理
完成 IKE 协商且两个 IKE 网关建立阶段 1 和阶段 2 安全关联 (SA) 后，IPv6 IPsec 采用认证
和加密技术保证 IPv6 数据包的安全。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IPv6 中的 AH 协议 (第602页)

•

IPv6 中的 ESP 协议 (第603页)

•

IPv6 中的完整性校验值 (ICV) 计算 (第603页)

•

IPv6 通道模式下的包头结构 (第603页)

IPv6 中的 AH 协议
AH 协议为 IPv6 数据包提供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认证。 IPv6 IPsec 使用的扩展包头（例如逐跳和
路由选项）必须在 IPv6 数据报中以特定方式排列。 在 IPv6 AH 通道模式下，AH 包头紧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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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 IPv6 包头，这与在 IPv4 AH 通道模式下类似。 扩展包头放在初始内部 IPv6 包头之后。
因此，在 IPv6 AH 通道模式下，整个 IPv6 数据报通过添加新外部 IPv6 包头的方式封装，后跟
认证包头、内部 IPv6 包头、扩展包头及余下的初始 IPv6 数据报，如第603页上的图58 中所示。

图58: IPv6 AH 通道模式
AH

IPv6 中的 ESP 协议
ESP 协议为 IPv6 数据包提供加密和认证。 因为 IPv6 IPsec 在 IPv6 数据报中使用扩展包头
（例如逐跳和路由选项），所以 IPv6 ESP 通道模式与 IPv4 ESP 通道模式的最大差异是数据包
布局中扩展包头的位置。 在 IPv6 ESP 通道模式下，ESP 包头紧跟新的外部 IPv6 包头，这与在
IPv4 ESP 通道模式下类似。 因此，在 IPv6 ESP 通道模式下，整个 IPv6 数据包通过添加新的
外部 IPv6 包头来封装，后跟 ESP 包头、内部 IPv6 包头、扩展包头及余下的初始 IPv6 数据
报，如第603页上的图59 中所示。

图59: IPv6 ESP 通道模式
ESP

IPv6 中的完整性校验值 (ICV) 计算
AH 协议通过计算数据包内容的完整性校验值 (ICV) 来验证 IPv6 数据包的完整性。 ICV 通常通
过认证算法（例如 MD5 或 SHA-1）建立。 IPv6 ICV 计算与 IPv4 在以下两个字段有所不同—可
变包头和可选扩展包头。
到达通道端点时，可以针对传输中不可变或值可预测的 IPv6 包头字段计算 AH ICV。 还可以针
对 AH 包头和上层协议数据（视为传输中不可变）计算 AH ICV。 可以针对整个 IPv6 数据包计
算 ESP ICV，新外部 IPv6 包头和可选扩展包头除外。

注意: 与 IPv4 不同，IPv6 有针对标记选项（在传输中可变）的方法。 IPv6 可选扩
展包头包含指示可变性的标志。 此标志决定相应的处理。

IPv6 通道模式下的包头结构
在 IPv6 通道模式下，外部 IPv6 包头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表示通道端点，而内部 IPv6 包头的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表示最终的源和目标地址。 第604页上的表79 摘要说明了外部 IPv6 包头和内
部 IPv6 包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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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外部包头和内部包头之间的比较
包头字段

外部包头

内部包头

version

6

无更改。

DS field

从内部包头复制。

无更改。

ECN field

从内部包头复制。

构建。

flow label

从内部包头复制。

无更改。

payload length

构建。

无更改。

next header

AH、ESP 和路由包头。

无更改。

hop limit

64.

递减。

src address

构建。

无更改。

dest address

构建。

无更改。

extension headers

从不复制。

无更改。

注意: 此本仅支持 IPv6 6in6 站点到站点 VPN。 在此本中，IPv6 6in6 站点到站点
VPN 使用 IPv6 地址作为 IKE 身份。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604页上的IPv6 IPsec 配置概述

•

第605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

第607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IPv6 IPsec 配置概述
Juniper Networks 支持两类 IPv6 IPsec VPN 配置—手动和带预共享密钥的自动密钥 IKE。
•

手动 VPN—在手动 VPN 配置中，机密密钥和安全关联 (SA) 是使用手动密钥机制在通道端点上
配置的。 要创建 IPv6 IPsec 手动 VPN，请参阅第605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

自动密钥 IKE VPN—在自动密钥 IKE VPN 配置中，机密密钥和 SA 是使用自动密钥 IKE 机制
自动创建的。 要设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VPN，需要两个协商阶段—阶段 1 和阶段 2。
•

604

阶段 1—在此阶段中，参与方建立安全通道，用于协商 IPsec SA。 有关阶段 1 协商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466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1”。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章: 互联网协议安全性

•

阶段 2—在此阶段中，参与方协商 IPsec SA，对 IPv6 数据包进行认证和加密。 有关阶段
2 协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468页上的“了解 IKE 通道协商的阶段 2”。

要创建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请参阅第607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00页上的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605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

第607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

要求 (第605页)

•

概述 (第605页)

•

配置 (第605页)

•

验证 (第60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 VPN 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了解 IPv6 IPsec 数据包处理。 请参阅第600页上的“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概述
在手动 VPN 配置下，机密密钥是在两个 IPsec 端点上手动配置。
在此示例中，将执行以下操作：
•

为名为 vpn-sunnyvale 的 VPN 配置认证参数。

•

为 vpn-sunnyvale 配置加密参数。

•

指定 SA 的外向接口。

•

指定对等方的 IPv6 地址。

•

定义 IPsec 协议。 选择 ESP 协议，因为配置中包括认证和加密。

•

配置安全参数索引 (SPI)。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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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ascii-text 1111111111111111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分步过程

manual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hmac-md5–96 key
manual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key ascii-text
manual
manual
manual
manual

external-interface ge-0/0/14.0
gateway 1212::1112
protocol esp
spi 12435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算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认证参数。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 algorithm hmac-md5–96 key ascii-text 1111111111111111

2.

配置加密参数。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 algorithm 3des-cbc key ascii-text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

指定 SA 的外向接口。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14.0

4.

指定对等方的 IPv6 地址。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gateway 1212::1112

5.

定义 IPsec 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6.

配置 SPI。
[edit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user@host# set spi 12435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
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ipsec vpn vpn-sunnyvale
manual {
gateway 1212::1112 ;
external-interface ge-0/0/14.0 ;
protocol esp ;
spi 12435 ;
authentication {
algorithm hmac-md5-96 ;
key ascii-text $9$P5369Ap01R3nSreK8LZUDimfTz36CtmP01REyrs2goUjHqm” ;## SECRET DATA
}
encry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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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3des-cbc ;
key ascii-text $9$DRimfTz36tmP01REyrs2goUjHqmfQFUD/CtpB1xN-V24aZU”; ## SECRET DATA
}
}

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安全算法 (第607页)

验证安全算法
用途

确定是否已应用安全算法。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00页上的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604页上的IPv6 IPsec 配置概述

•

第607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示例：配置 IPv6 自动密钥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配置基于策略的 IPv6 自动密钥 IKE VPN，以允许在分支机构和公司办公室之
间安全传输 IPv6 数据。
•

要求 (第607页)

•

概述 (第608页)

•

配置 (第611页)

•

验证 (第620页)

要求
此示例使用以下硬件：
•

SRX240 设备

准备工作：
•

了解 VPN 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请参阅第600页上的“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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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分支机构配置 IPv6 IKE 基于策略的 VPN，因为您不
需要保留通道资源，或配置许多安全策略来过滤通过相关通道的信息流。 芝加哥办事处的用户将
使用 VPN 连接至位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的公司总部。
第609页上的图60 显示了 IPv6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拓扑示例。 在此拓扑中，在 Sunnyvale 部
署了一台 SRX 系列设备，在芝加哥部署了另一台 SRX 系列设备（可以是第二台 SRX 系列设备，
也可以是第三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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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IPv6 IKE 基于策略的 VPN 拓扑

Trust
1111::abcd/128

SRX

e0/6
1111::1212/128

Chicago
e0/0
1111::1112/64

Untrust

SRX

ge-0/0/15.0
1111::1111/64

Sunnyvale
ge-0/0/14.0
1212::1111/64

Trust
1212::abcd/64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接口、IPv6 缺省路由、安全区段及通讯簿。 然后配置 IKE 阶段 1、IPsec
阶段 2、安全策略和 TCP-MSS 参数。 参见第609页上的表80 到第611页上的表84。

表80: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接口

ge-0/14.0/0

1212::1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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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0:

接口、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续)

功能

安全区段

名称

配置参数

ge-0/15.0/0

1111::1111/64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ge-0/14.0/0.0 接口绑定至此区段。

•

IKE 是唯一允许的系统服务。

•

ge-0/15.0/0.0 接口绑定至此区段。

•

此地址用于 trust 区段的通讯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212::abcd/64。

•

此地址用于 untrust 区段的通讯簿。

•

此通讯簿条目的地址为 1111::abcd/128。

untrust

通讯簿条目

sunnyvale

chicago

表81:

IPv6 IKE 阶段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v6-ike-phase1-proposal

•

认证方法：pre-shared-keys

•

Diffie-Hellman 组：group2

•

认证算法：sha1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模式：Aggressive

•

提议引用：ipv6-ike-phase1-proposal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ipv6-ike-phase1-policy

•

外部接口：ge-0/0/15.0

•

网关地址：1111::1112/64

策略

网关

ipv6-ike-phase1-policy

gw-chicago

表82: IPv6 IPsec 阶段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

协议：esp

•

认证算法：hmac-sha1-96

•

加密算法：aes-128-cbc

•

提议引用：ipv6-ipsec-phase2-proposal

•

PFS：Diffie-Hellman group2

•

IKE 网关引用：gw-chicago

•

IPsec 策略引用：ipv6-ipsec-phase2-policy

策略

VPN

610

ipv6-ipsec-phase2-policy

ipv6-ike-vpn-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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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
段。

ipv6-vpn-tr-untr

•

此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
流。

此安全策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
息流。

ipv6-vpn-untr-tr

permit-any

注意: 必须将 ipv6-vpn-tr-untr 策略置于 permit-any
安全策略之前。 Junos OS 从列表顶部开始执行安全策略
查找。 如果 permit-any 策略位于 ipv6-vpn-tr-untr
策略之前，来自 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将匹配
permit-any 策略并获得允许。 这样，就不会有信息流匹
配 ipv6-vpn-tr-untr 策略。

表84: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

application any

•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

允许操作：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untr-tr

•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chicago

•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

application any

•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

允许操作：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tr-untr

•

匹配标准：

•

•

source-address any

•

source-destination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TCP-MSS 配置参数

用途

配置参数

TCP-MSS 作为 TCP 三方握手的一部分进行协商，限制 TCP 片段的最大大小以更好地匹配网络中的 MTU 限制。 这
对于 VPN 信息流尤其重要，因为 IPsec 封装开销以及 IP 和帧开销可以导致生成的 ESP 数据包超出物理接口的
MTU，从而导致分段。 分段会导致对带宽和设备资源的使用增加。

MSS 值：1350

注意: 对于大多数 MTU 为 1500 或以上、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建议使用 1350 作为起点。 可能需要尝试不同的
TCP-MSS 值来获取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路径中的任何设备具有较低的 MUT，或者如果存在其他开销（如 PPP 或
帧中继），则可能需要更改相关值。

配置
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ge-0/0/14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1212::1111/64
interfaces ge-0/0/15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1111::1111/64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14.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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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address-book
address-book
address-book
address-book

book1
book1
book2
book2

address sunnyvale 1212::abcd/64
attach zone trust
address chicago 1111::abcd/64
attach zone untrus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基本网络、安全区段和通讯簿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以太网接口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4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1212::1111/6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5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1111::1111/64

2.

配置静态路由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3.

配置 un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4.

向 un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5.0

5.

为 un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6.

配置 trust 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7.

向 trust 安全区段分配接口。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4.0

8.

为 trust 安全区段指定允许的系统服务。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9.

创建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host# set address sunnyvale 1212::abcd/6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trust

10.

创建另一通讯簿并向其关联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host# set address chicago 1111::abcd/64
user@host#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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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routing-option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
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14 {
unit 0 {
family inet6 {
address 1212::1111/64;
}
}
}
ge-0/0/15 {
unit 0 {
family inet6 {
address 1111::1111/64;
}
}
}
[edit]
user@host# show routing-options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1.1.1.1;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
}
interfaces {
ge-0/0/15.0;
}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4.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
address sunnyvale 1212::abcd/64;
attach {
zone tr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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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2 {
address chicago 1111::abcd/64;
attach {
zone untrust;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IKE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dh-group group2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mode aggressive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proposals ipv6-ike-phase1-proposal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1111111111111111
ike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ike gateway gw-chicago ike-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ike gateway gw-chicago address 1111::1112/64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KE，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KE 阶段 1 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2.

定义 IKE 提议认证方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3.

定义 IKE 提议 Diffie-Hellman 组。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4.

定义 IKE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5.

定义 IKE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6.

创建 IKE 阶段 1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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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设置 IKE 阶段 1 策略模式。

7.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mode aggressive

指定到 IKE 提议的引用。

8.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v6-ike-phase1-proposal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认证方法。

9.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user@host# set pre-shared-key ascii-text 1111111111111111
10.

创建 IKE 阶段 1 网关并定义其外部接口。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chicago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11.

定义 IKE 阶段 1 策略引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ike-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12.

向 IKE 阶段 1 网关分配 IP 地址。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w-chicago]
user@host# set address 1111::111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roposal ipv6-ike-phase1-proposal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
mode ;
proposals ipv6-ike-phase1-proposa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jrHP5QFn/ApPfBIEhr1Yg4aDik.P5z3Dj9Apu1I7—dbgoJGD"; ##
SECRET-DATA
}
gateway gw-chicago {
ike-policy ipv6-ike-phase1-policy;
address 1111::1112;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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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Psec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protocol esp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proposals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security ipsec vpn ipv6-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security ipsec vpn ipv6-ike-vpn-chicago ike ipv6-ipsec-policy ipsec-phase2-polic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IPsec，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IPsec 阶段 2 提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2.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协议。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 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protocol esp

3.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认证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4.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加密算法。
[edit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5.

创建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6.

指定 IPsec 阶段 2 提议引用。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roposals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7.

指定 IPsec 阶段 2 PFS，以使用 Diffie-Hellman 组 2。
[edi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user@host# set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2

8.

指定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ipv6-ike-vpn-chicago ike gateway gw-chicago

9.

指定 IPsec 阶段 2 策略。
[edit security ip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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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vpn ipv6-ike-vpn-chicago ike ipsec-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
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2;
}
proposals ipv6-ipsec-phase2-proposal;
}
vpn ipv6-ike-vpn-chicago {
ike {
gateway gw-chicago;
ipsec-policy ipv6-ipsec-phase2-policy;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untr-t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source-address 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pv6-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pv6-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tr-unt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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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then permit
inser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pv6-vpn-tr-untr before
policy permit-an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tr-un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tr-un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untr-tr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untr-tr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user@host# set policy ipv6-vpn-untr-tr then permit tunnel pair-policy ipv6-vpn-tr-untr

3.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permit-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policy permit-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policy permit-any then permit

重新排序安全策略，让 vpn-tr-untr 安全策略位于 permit-any 安全策略之前。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insert policy ipv6-vpn-tr-untr before policy permit-an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pv6-vpn-tr-untr {
match {
source-address sunnyvale;
destination-address chicago;
application 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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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pair-policy ipv6-vpn-untr-tr;
}
}
}
}
policy permit-a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ipv6-vpn-untr-tr {
match {
source-address chicago;
destination-address sunnyvale;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ipv6-ike-vpn-chicago;
pair-policy ipv6-vpn-tr-untr;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TCP-MSS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分步过程

要配置 TCP-MSS 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TCP-MSS 信息。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low tcp-mss ipsec-vpn mss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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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tcp-mss {
ipsec-vpn {
mss 135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620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622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操作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注意: 开始验证过程前，需要从 Sunnyvale 的主机发送信息流至 Chicago 的主机。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必须由单独的主机生成信息流；从 SRX 系列设备发起的信息流
不会匹配 VPN 策略。 建议从 VPN 一侧的单独设备发送测试信息流至 VPN 另一侧的
第二台设备。 例如从 1212::abcd/64 发起 ping 至 1111::abcd/128。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Remote Address State Initiator cookie Responder cookie Mode
5
1111::1112
UP
e48efd6a444853cf 0d09c59aafb720be Aggressive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5 detail
IKE peer 1111::1112, Index 5,
Role: Initiator,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e48efd6a444853cf, Responder cookie: 0d09c59aafb720be
Exchange type: Aggressive, Authentication method: Pre-shared-keys
Local: 1111::1111:500, Remote: 1111::1112:500
Lifetime: Expires in 19518 seconds
Peer ike-id: not valid
Xauth assigned IP: 0.0.0.0
Algorithms:
Authentication
: sha1
Encryption
: aes-128-cbc
Pseudo random function: hmac-sha1
Traffic statistics:
Input bytes :
1568
Output bytes :
2748
Input packet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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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packets:
23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s: 5 created, 0 deleted
Phase 2 negotiations in progress: 1
Negotiation type: Quick mode, Role: Initiator, Message ID: 2900338624
Local: 1111::1111:500, Remote: 1111::1112:500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Flags: Caller notification sent, Waiting for done

含义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将列出所有活动的 IKE 阶段 1 安全关联 (SA)。 如

果未列出任何 SA，则阶段 1 的建立有问题。 检查配置中的 IKE 策略参数和外部接口设置。
如果列出了 SA，请查看以下信息：
•

索引—此值对于每个 IKE SA 都是唯一的，可用于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来获取有关 SA 的更多信息。

•

远程地址—验证远程 IP 地址是否正确。

•

状态

•

•

UP—已建立阶段 1 SA。

•

DOWN—建立阶段 1 SA 时有问题。

模式—验证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式。

验证配置中的以下信息是否正确：
•

外部接口（必须是接收 IKE 数据包的接口）

•

IKE 策略参数

•

预共享密钥信息

•

阶段 1 提议参数（两个对等方上必须匹配）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5 detail 命令将列出索引号为 5 的安全关联的

其他信息：
•

使用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

阶段 1 生存期

•

信息流统计信息（可用于验证信息流是否在两个方向正确流动）

•

发起方和响应方角色信息

注意: 最好在使用响应方角色的对等方上执行故障排除。

•

创建的 IPsec SA 数

•

进行中的阶段 2 协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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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从命令获取索引号后，
请使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index_number detail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total configured sa: 2
ID
Algorithm
2
ESP:aes-128/sha1
2
ESP:aes-128/sha1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SPI
Life:sec/kb
14caf1d9 3597/ unlim
9a4db486 3597/ unlim

Mon vsys Port
root 500
root 500

Gateway
1111::1112
1111::1112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2 detail
Virtual-system: Root
Local Gateway: 111::1111, Remote Gateway: 1111::1112
Local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Remote Identity: ipv4_subnet(any:0,[0..7]=0.0.0.0/0)
DF-bit: clear
Direction: inbound, SPI: 14caf1d9,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440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1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Direction: outbound, SPI: 9a4db486, AUX-SPI: 0
, VPN Monitoring: Hard lifetime: Expires in 3440 seconds
Lifesize Remaining: Unlimited
Soft lifetime: Expires in 2813 seconds
Mode: tunnel, Type: dynamic, State: installed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 hmac-sha1-96, Encryption: aes-cbc (128 bits)
Anti-replay service: counter-based enabled, Replay window size: 64

含义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

ID 号为 2。 在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命令中使用此值可获取此
特定 SA 的更多信息。

•

有一个 IPsec SA 对使用端口 500，表示未实施 NAT 穿透。 （NAT 穿透使用 4500 或另一随
机高编号端口。）

•

显示两个方向的 SPI、生存期（以秒为单位）及使用限制（或生存大小，以 KB 为单位）。
3597/ unlim 值表示阶段 2 生存期将在 3597 秒后到期；未指定生存大小，表示生存期没有限
制。 阶段 2 生存期可能与阶段 1 生存期不同，因为建立 VPN 后，阶段 2 不依赖于阶段 1。

•

Mon 列中的连字符表示此 SA 未启用 VPN 监控。 如果启用了 VPN 监控，将列出 U（启动）或
D（关闭）。

•

虚拟系统 (vsys) 是根系统，始终列为 0。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2 detail 命令的输出将列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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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身份和远程身份组成 SA 的代理 ID。
代理 ID 不匹配是导致阶段 2 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对于基于策略的 VPN，代理 ID 从安全
策略导出。 本地地址和远程地址从通讯簿条目导出，服务从为策略配置的应用导出。 如果阶
段 2 因代理 ID 不匹配而失败，可以使用该策略确认配置了哪些通讯簿条目。 验证地址是否
与发送的信息匹配。 检查服务以确保端口与发送的信息匹配。

注意: 对于一些第三方供应商，必须手动输入代理 ID 来进行匹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00页上的了解 IPv6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604页上的IPv6 IPsec 配置概述

•

第605页上的示例：配置 IPv6 IPsec 手动 VPN

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

了解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第623页)

•

示例：配置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第623页)

了解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可以使用以下全局 VPN 功能监控和保持 VPN 的高效运行：

相关主题

•

SPI—当一个对等方发生故障时，安全关联 (SA) 中的对等方可能会不同步。 例如，如果一个
对等方重新启动，它可能会发送错误的安全参数索引 (SPI)。 可以让设备来检测此类事件，并
通过配置错误 SPI 响应功能重新同步对等方。

•

VPN 监控—可以使用全局 VPN 监控功能定期向对等方发送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 请求，
来确定对等方是否可到达。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IPsec VPN 配置概述

•

示例：配置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CLI)

示例：配置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

要求 (第624页)

•

概述 (第624页)

•

配置 (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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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开始前，请了解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能。 请参阅第623页上的“了解全局 SPI 和 VPN 监控功
能”。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将设备配置为检测到错误 IPsec SPI 并响应五次后，再删除该 SA 并启动新 SA。
还将设备配置为每隔 15 秒向对等方发送 ICMP 请求来监控 VPN，并在 15 次 ping 失败后，声
明对等方不可到达。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在 CLI 编辑器中配置全局 VPN 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全局 VPN 设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respond-bad-spi 5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monitor-options interval 15 threshold 15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503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策略的 VPN

•

第471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路由的 VPN

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 的虚拟路由器支持
此功能包括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 的路由实例支持。 在之前的版本中，当在非缺省路由实例中放
入 st0 接口时，此接口上的 VPN 通道不会正常工作。 在 Junos OS 10.4 版中，已支持在路由
实例中放入 st0 接口，其中每个设备配置为点对点模式或多点模式。 因此，VPN 信息流现在可
在非缺省 VR 中正常运行。 现在可以在不同的路由实例中配置 st0 接口的不同子设备。 非缺省
路由实例支持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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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密钥管理

•

传输信息流

•

自行生成的信息流

•

VPN 监控

•

集中星型 VPN

•

封装安全性负荷 (ESP) 协议

•

认证包头 (AH) 协议

•

积极模式或主模式

•

锚定在回传 (lo0) 接口上的 st0

•

SRX 系列设备上支持的最大虚拟路由器 (VR) 数

•

应用层网关 (ALG)、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以及统一威胁管理 (UTM) 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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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工作对等方检测 (DPD)

•

机箱集群活动/备份

•

通过 st0 的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OSPF)

•

通过 st0 的路由信息协议 (RIP)

注意: 要让 VPN 信息流在非缺省 VR 中运行，必须在缺省 VR 中放入 IKE 侦听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29页上的了解虚拟路由器限制

示例：在虚拟路由器中配置 st0 接口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虚拟路由器中配置 st0 接口。
•

要求 (第625页)

•

概述 (第625页)

•

配置 (第626页)

•

验证 (第629页)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接口并将接口分配至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执行以下操作：
•

配置接口。

•

配置 IKE 阶段 1 提议。

•

配置 IKE 策略，并引用相关提议。

•

配置 IKE 网关，并引用相关策略。

•

配置阶段 2 提议。

•

配置策略，并引用相关提议。

•

配置自动密钥 IKE，并引用相关策略和网关。

•

配置安全策略。

•

配置路由实例。

•

配置 VPN 绑定到通道接口。

•

配置路由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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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30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2/30
security ike proposal first_ike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curity ike proposal first_ikeprop dh-group group2
security ike proposal first_ike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security ike proposal first_ike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curity ike policy first_ikepol mode main
security ike policy first_ikepol proposals first_ikeprop
security ike policy first_ike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xFU-b2ZUH5Qn4aQn/CB17-V"
security ike gateway first ike-policy first_ikepol
security ike gateway first address 4.4.4.2
security ike gateway firs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protocol esp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security ipsec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curity ipsec policy first_ipsecpol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security ipsec policy first_ipsecpol proposals first_ipsecprop
security ipsec vpn first_vpn bind-interface st0.0
security ipsec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first
security ipsec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first_ipsecpol
security ipsec vpn first_vpn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routing-instances VR1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routing-instances VR1 interface ge-0/0/1.0
routing-instances VR1 interface st0.0
routing-instances VR1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6.6.6.0/24 next-hop st0.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 VR 中配置 st0，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3.3.2/30

2.

配置 IPsec 通道的阶段 1。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ike]
proposal
proposal
proposal
proposal

first_ikeprop
first_ikeprop
first_ikeprop
first_ike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配置 IKE 策略，并引用相关提议。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first_ikepol mod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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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first_ikepol proposals first_ikeprop
user@host# set policy first_ike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xFU-b2ZUH5Qn4aQn/CB17-V"

配置 IKE 网关，并引用相关策略。

4.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ike]
gateway first ike-policy first_ikepol
gateway first address 4.4.4.2
gateway firs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配置 IPsec 通道的阶段 2。

5.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ipsec]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protocol esp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配置策略，并引用相关提议。

6.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policy first_ipsecpol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group1
user@host# set policy first_ipsecpol proposals first_ipsecprop

配置自动密钥 IKE，并引用相关策略和网关。

7.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ipsec]
vpn first_vpn ike gateway first
vpn first_vpn ike ipsec-policy first_ipsecpol
vpn first_vpn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配置 VPN 绑定到通道接口。

8.

[edit security ipsec]
user@host# set vpn first_vpn bind-interface st0.0

配置安全策略。

9.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default-policy permit-all
10.

在路由实例中配置 st0。
[edit routing-instances]
user@host# set VR1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user@host# set VR1 interface ge-0/0/1.0
user@host# set VR1 interface st0.0

11.

配置路由选项。
[edit routing-instances VR1 routing-options]
user@host# set static route 6.6.6.0/24 next-hop st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和 show routing-instanc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
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
proposal first_ike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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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first_ike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first_ike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xFU-b2ZUH5Qn4aQn/CB17-V"; ## SECRET-DATA
}
gateway first {
ike-policy first_ikepol;
address 4.4.4.2;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
}
ipsec {
proposal first_ipsecprop {
protocol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md5-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first_ipsecpol {
perfect-forward-secrecy {
keys group1;
}
proposals first_ipsecprop;
}
vpn first_vpn {
bind-interface st0.0;
ike {
gateway first;
ipsec-policy first_ipsecpol;
}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
}
policies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
user@host# show routing-instances
VR1 {
instance-type virtual-router;
interface ge-0/0/1.0;
interface st0.0;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6.6.6.0/24 next-hop st0.0;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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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在虚拟路由器中验证 st0 接口 (第629页)

在虚拟路由器中验证 st0 接口
用途

在虚拟路由器中验证 st0 接口。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st0.0 detail 命令。 所列的路由表编号对应于 show route
all 命令中路由表的顺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了解虚拟路由器限制
此版本中不支持虚拟路由器 (VR) 的以下功能：

相关主题

•

VR 中的点对多点通道

•

VR 中的动态端点 VPN 和远程访问 VPN

•

VR 中的 NAT 穿透 (NAT-T)

•

VR 中基于策略的 VPN

•

VR 中的公开密钥基础 (PKI)

•

VR 中的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

VR 中的机箱集群主动/主动与 VPN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24页上的针对基于路由的 VPN 的虚拟路由器支持

了解 VPN 报警和审核
VPN 故障会触发报警。 当系统监控到以下任意审核事件时，会生成 VPN 报警：
•

认证失败—可以配置设备在数据包认证失败达到指定次数时生成系统报警。

•

加密和解密失败—可以配置设备在加密和解密失败超出指定次数时生成系统报警。

•

IKE 阶段 1 和 IKE 阶段 2 失败—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阶段 1 协商用于建立 IKE 安全关联

(SA)。 这些 SA 保护 IKE 阶段 2 协商。 可以配置设备在 IKE 阶段 1 或 IKE 阶段 2 失败
超出指定次数时生成系统报警。
•

自检失败—自检是设备在开机或重新启动时进行的测试，旨在验证设备上是否正确实施了安全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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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可确保加密算法的正确性。 JUNOS-FIPS 映像在开机时自动执行自检，并针对密钥对的生
成持续进行。 在家用或 FIPS 镜像中，可以配置按照定义的时间表、根据需要或在密钥生成后
立即进行自检。
可以配置设备在自检失败后生成系统报警。
•

IDP 流策略攻击—利用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可对网络信息流强制实施各种攻击检测和预

防技术。 可以配置设备在违反 IDP 流策略时生成系统报警。
•

回放攻击—回放攻击是恶意或欺诈性重复或延迟有效数据传输的网络攻击。 可以配置设备在发

生回放攻击时生成系统报警。
以下情况下会包括系统日志消息：
•

对称密钥生成失败

•

非对称密钥生成失败

•

手动密钥分配失败

•

自动密钥分配失败

•

密钥销毁失败

•

密钥处理和存储失败

•

数据加密或解密失败

•

签名失败

•

密钥协议失败

•

加密散列失败

•

IKE 失败

•

接收的数据包认证失败

•

因无效填充内容导致的解密错误

•

从远程 VPN 对等设备所接收证书的可选主题字段中指定的长度不匹配。

系统根据系统日志消息生成报警。 系统会记录每一次失败，但在达到阈值时才会生成报警。
要查看报警信息，请运行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 违规计数和报警在系统重启后将消失。
在重启后，违规计数重置为零，报警会从报警队列中清除。
执行相应操作后，可以清除报警。 报警会留在队列中，直到将其清除（或直到重启设备）。 要
清除报警，请运行 clear security alarms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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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3页上的示例：设置声音警示作为安全报警通知

•

第634页上的示例：生成安全报警以响应潜在的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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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FIPS 自检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FIPS 自检来定期运行和对密钥生成作出响应。
•

要求 (第631页)

•

概述 (第631页)

•

配置 (第631页)

•

验证 (第632页)

要求
必须拥有管理权限才能配置 FIPS 自检。
设备必须运行 Junos FIPS 软件 11.1 版或更高版本。

概述
Junos FIPS 自检包含以下各组已知答案测试 (KAT)：
•

kernel_kats—针对内核加密例程的 KAT

•

md_kats—针对 libmd 和 libc 的 KAT

•

openssl_kats—针对 Openssl 加密实施的 KAT

•

ssh_ipsec_kats—针对 SSH IPSEC Toolkit 加密实施的 KAT

在此示例中，FIPS 自检在每周三上午 9:00 执行。

注意: 除每周自检外，可通过包括 month 和 day-of-month 语句配置每月自检。

当 KAT 测试失败时，将向系统日志消息文件写入日志消息，包括 KAT 测试失败的详细信息。 然
后系统会进入紧急状态并重新启动。
此外，在此示例中，FIPS 自检会在密钥生成后运行相应的 KAT。 如果测试失败，生成的密钥将
不会使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 FIPS 自检，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t system fips-selftest periodic-selftest start-time "09:00:00 +0530"
set system fips-selftest periodic-selftest day-of-week 3
set system fips-selftest after-keygeneration enable

分步过程

要配置 FIPS 自检，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FIPS 自检在每周三上午 9:00 执行
[edit system fips-selftest]
user@host# set periodic-selftest start time "09:00:00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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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eriodic-selftest day-of-week 3
2.

配置 FIPS 自检在密钥生成后运行相应的 KAT。
[edit system fips-selftest]
user@host# set after-keygeneration enable

3.

完成设备配置后，请提交配置。
[edit system fips-selftest]
user@host# commit

在配置模式下，发出 show system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
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ystem
fips-selftest {
after-keygeneration enable;
periodic-selftest {
start-time "09:00:00 +0530";
day-of-week 3;
}
}

验证
验证 FIPS 自检
用途

验证 FIPS 自检已启用。

操作

可以发出 request system fips-selftest (Junos-FIPS Software) 命令，手动运行 FIPS 自检。
发出 request system fips-selftest 命令后，系统日志文件会更新并显示执行的 KAT。 要查看系
统日志文件，请运行 file show /var/log/messages 命令。
user@host> file show /var/log/messages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DES3-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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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HMAC-SHA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HMAC-SHA2-256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SHA-2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AES128-CMA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AES-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kernel_kats[5358]: FIPS Known Answer Tests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md_kats[5360]: HMAC-SHA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md_kats[5360]: HMAC-SHA2-256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md_kats[5360]: FIPS Known Answer Tests passed

Oct 25 22:28:50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RNG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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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相关主题

Oct 25 22:28:57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DSA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7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ECDSA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8:58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ECDH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RSA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DES3-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HMAC-SHA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SHA-2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AES-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ECDSA-SIGN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KDF-IKE-V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openssl_kats[5362]: FIPS Known Answer Tests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DES3-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HMAC-SHA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HMAC-SHA2-256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SHA-2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0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AES-CB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1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SSH-RSA-ENC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3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SSH-RSA-SIGN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3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KDF-IKE-V1 Known Answer Test: Passed

Oct 25 22:29:03

host ssh_ipsec_kats[5364]: FIPS Known Answer Tests passed

系统日志文件会显示 KAT 的执行日期和时间，及其状态。

•

示例：配置管理角色

示例：设置声音警报作为安全报警的通知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设备在发生新安全事件时，生成系统警报蜂鸣音。 缺省情况下，报警是无声
的。
•

要求 (第634页)

•

概述 (第634页)

•

配置 (第634页)

•

验证 (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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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设置在发生安全报警时生成蜂鸣音。

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声音报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安全报警。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alarms

2.

指定通过蜂鸣音通知安全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user@host# set audible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security alarms]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larms detail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示例：生成安全报警以响应潜在的违反情况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设备在发生潜在违规情况时生成系统报警。 缺省情况下，潜在违规情况不会
引发报警。
•

要求 (第634页)

•

概述 (第634页)

•

配置 (第635页)

•

验证 (第636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在以下情况下引发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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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失败次数超过 6 次。

•

加密自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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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加密自检失败。

•

密钥生成自检失败。

•

加密失败次数超过 10 次。

•

解密失败次数超过 1 次。

•

IKE 阶段 1 失败次数超过 10 次。

•

IKE 阶段 2 失败次数超过 1 次。

•

发生回放攻击。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potential-violation

authentication 6
cryptographic-self-test
non-cryptographic-self-test
key-generation-self-test
encryption-failures threshold
decryption-failures threshold
ike-phase1-failures threshold
ike-phase2-failures threshold
replay-attacks

10
1
10
1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在发生潜在违规情况时引发报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安全报警。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alarms

2.

指定认证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 6

3.

指定当加密自检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cryptographic-self-test

4.

指定当非加密自检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non-cryptographic-self-test

5.

指定当密钥生成自检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key-generation-self-test

6.

指定当加密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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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encryption-failures threshold 10

指定当解密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7.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decryption-failures threshold 1

指定当发生 IKE 阶段 1 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8.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ike-phase1-failures threshold 10

指定当发生 IKE 阶段 2 失败时应引发报警。

9.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ike-phase2-failures threshold 1
10.

指定当发生回放攻击时应引发报警。
[edi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user@host# set replay-attacks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potential-violation {
authentication 6;
cryptographic-self-test;
decryption-failures {
threshold 1;
}
encryption-failures {
threshold 10;
}
ike-phase1-failures {
threshold 10;
}
ike-phase2-failures {
threshold 1;
}
key-generation-self-test;
non-cryptographic-self-test;
replay-attacks;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
相关主题

636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29页上的了解 VPN 报警和审计

•

第633页上的示例：设置声音警示作为安全报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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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公开密钥密码术
•

了解证书和 PKI (第637页)

•

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第641页)

•

公钥-私钥对 (第643页)

•

CA 配置文件 (第644页)

•

证书注册 (第646页)

•

证书请求 (第650页)

•

证书加载 (第651页)

•

CRL (第653页)

•

自签证书 (第658页)

•

删除证书（CLI 程序） (第661页)

•

加密密钥处理概述 (第661页)

了解证书和 PKI
数字证书是一种电子方式，用于通过可信任的第三方（称为证书授权机构 (CA)）验证用户身份。
也可以使用自签证书证明自己的身份。
使用的 CA 服务器可由独立 CA 或您自己的组织（在此情况下，您成为自己的 CA）拥有并运行。
如果使用独立 CA，您必须与之联系，获取其 CA 和证书撤消列表 (CRL) 服务器的地址（以便获
取证书及 CRL），以及提交个人证书请求时所需的信息。 当您是自己的 CA 时，由您自行确定此
信息。

注意: Junos OS 的出口版中不再支持 SSH 版本。

公开密钥基础 (PKI) 提供数字证书管理的基础机构。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证书签名和验证 (第638页)

•

公开密钥基础 (第638页)

•

PKI 管理和实施 (第640页)

•

互联网密钥交换 (第641页)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63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证书签名和验证
发布证书的 CA 使用消息摘要 5 (MD5) 或安全散列算法 1 (SHA-1) 生成摘要，然后使用其私钥
加密摘要，来“签署”该证书。 结果即是数字签名。 CA 然后使请求相关证书的人可以下载数字
签署的证书。 第638页上的图61 说明了这一过程。
证书的接受方通过向证书文件应用相同的 MD5 或 SHA-1 散列算法生成另一摘要，然后使用 CA
的公开密钥解密数字签名。 通过比较解密的摘要和刚生成的摘要，接受方可以确认 CA 签名的完
整性，以及所附证书的完整性。 第638页上的图61 说明了这一过程。

注意: 如果终端实体 (EE) 证书的发布方不是根证书，将对最多八个级别进行验证。
还将验证每个证书在系列验证过程中的撤消状态。 当证书的序列号不在 CRL 中，证
书撤消状态会被视为“良好”，即满足 CA 配置文件的刷新要求。

图61: 数字签名验证

公开密钥基础
要验证证书的可信度，必须能跟踪已认证的证书授权机构 (CA) 的路径（从发布本地证书的 CA
到 CA 域的根授权机构）。 公钥基础结构 (PKI) 是指成功实施公开密钥密码术所需的信任层次
结构。
第639页上的图62 显示了单域证书授权机构的结构。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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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PKI 信任层次—CA 域

如果证书完全在一个组织内使用，则该组织可拥有其自己的 CA 域，在该域内，公司 CA 为员工
发布并验证证书。 如果该组织随后希望其员工能与另一 CA 域内的员工（例如，同样拥有自己
CA 域的另一组织中的员工）交换证书，则这两个 CA 能通过同意信任对方的权限来开发交叉证
书。 在此情况下，PKI 结构会水平延伸，而非垂直延伸。 请参阅第640页上的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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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交叉证书

PKI 管理和实施
Junos OS 中基于证书的认证至少需要以下 PKI 元素：
•

CA 证书和授权机构配置。

•

本地证书，包括设备身份（例如：IKE ID 类型和值）以及专用和公开密钥

•

通过 CRL 进行的证书验证。

Junos OS 支持三类不同的 PKI 对象：
•

专用/公开密钥对

•

证书
•

本地证书—本地证书包含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公开密钥和身份信息。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拥有相关私钥。 此证书根据来自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证书请求生成。

•

挂起的证书—挂起的证书包含生成到 PKCS10 证书请求中并手动发送至证书授权机构 (CA)
的密钥对和身份信息。 当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等待来自 CA 的证书时，现有对象（密钥
对和证书请求）将标记为证书请求或挂起的证书。

注意: Junos OS 9.0 或更高版本支持通过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自动发送证
书请求。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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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证书—当 CA 发布证书且证书加载到 Junos 设备中后，挂起的证书将替换为新生成的本
地证书。 加载到设备中的所有其他证书将视为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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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支持以下功能：
•

生成公钥-私钥对。

•

从不同 CA 加载多个本地证书。

•

在建立 IPsec 通道时交付证书。

•

在 PKI 层次结构中对向上八级 CA 授权机构验证证书路径。

•

支持公开密钥加密标准 #7 (PKCS #7) 加密。 这样做的结果是，设备可接受 X.509 证书和
PKCS #7 封套内打包的证书撤消列表 (CRL)。

注意: Junos OS 支持最多 7 KB 大小的 PKCS #7 文件。

•

通过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或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检索 CRL 在线检索。

互联网密钥交换
数字签署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会话中两个参与方之间发送消息的过程，与数字证书验证类似，
差异如下：

相关主题

•

发送方不从 CA 证书生成摘要，而是从 IP 数据包负荷中的数据生成。

•

参与方不使用 CA 的公钥-私钥对，而是使用发送方的公钥-私钥对。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可以手动获取 CA 和本地证书，或者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在线获取。 证书可验证和更
新，并可在不再需要时删除。
Junos OS 8.5 及更早版本仅支持手动证书请求。 此过程包括生成 PKCS10 请求、提交至 CA、检
索签署的证书，以及手动将证书加载至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Junos OS 9.0 或更高版本才支持通过 SCEP 自动发送证书请求。
要在建立安全 VPN 连接时使用数字证书来认证身份，必须先进行以下操作：
•

获取要从其获取本地证书的 CA 证书，然后将 CA 证书加载至设备。 CA 证书可包含 CRL 来确
定无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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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已加载的 CA 证书所属的 CA 获取本地证书，然后将其加载至设备。 该本地证书确立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在每个通道连接中的身份。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在线启用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第642页)

•

手动生成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第642页)

在线启用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SCEP 使用在线方法请求数字证书。 要在线获取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设备上生成密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2. 创建包含某个 CA 特定信息的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

件”。
3. 注册 CA 证书。 请参阅第646页上的“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4. 从已加载的证书所属的 CA 注册本地证书。 请参阅第647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本地证书”。
5. 配置自动重新注册。 请参阅第648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手动生成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要手动获取数字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设备上生成密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2. 创建包含某个 CA 特定信息的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

件”。
3. 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请参阅第65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

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4. 将证书加载至设备。 请参阅第652页上的“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5. 配置自动重新注册。 请参阅第648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6. 如有必要，在设备上加载证书的 CRL。 请参阅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7. 如有必要，使用 CRL 位置配置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

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相关主题

64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第661页上的删除证书（CLI 程序）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一章: 证书公开密钥密码术

公钥-私钥对
•

了解公开密钥密码术 (第643页)

•

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第643页)

了解公开密钥密码术
公开密钥密码术中使用的公钥-私钥对在数字证书使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公钥-私钥对可以加密
和解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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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所有者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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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发送给他。 然后，Bob 用自己的私钥将此消息解密。
反向过程也很有用：用私钥加密数据，用相应的公开密钥将数据解密。 此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创
建数字签名。 例如，如果 Alice 想以其身份作为消息发送方，则可用其私钥加密消息并发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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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公钥-私钥对后，设备自动将该密钥对保存在证书存储器中，之后再用于证书请求命令中。
生成的密钥对保存为 certificate-id.priv。

注意: 缺省的 RSA 和 DSA 密钥大小是 1024 位。 如果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Junos OS 将仅支持 RSA。

注意: 如果安全设备一次更新大量的证书，使用密钥的速度会很快，则可能用完预生
成的密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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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尤其是在高可用性环境中，可能有数分钟设备的性能会下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此示例显示如何生成公钥-私钥对。
•

要求 (第643页)

•

概述 (第644页)

•

配置 (第644页)

•

验证 (第644页)

要求
配置此功能前，无需在设备初始化前进行任何特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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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生成名为 ca-ipsec 的公钥-私钥对。

配置
分步过程

要生成公钥-私钥对，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证书密钥对。

1.

[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generate-key-pair certificate-id ca-ipsec

验证
生成公钥-私钥对后，Juniper Networks 设备会显示以下信息：
generated key pair ca-ipsec, key size 1024 bit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3页上的了解公开密钥密码术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了解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第644页)

•

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第645页)

CA 配置文件

了解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证书授权机构 (CA) 配置文件配置包含特定于某 CA 的信息。 设备上可以有多个 CA 配置文件。
例如，一个配置文件用于 Microsoft，一个用于 Entrust。 每个配置文件都与一个 CA 证书关
联。 如要加载新 CA 证书，但不删除旧证书，必须创建新 CA 配置文件（例如，
Microsoft-2008）。

注意: 支持以下 CA：Entrust、Microsoft 和 Verisign。 SCEP 仅支持 Microsoft
CA。

相关主题

64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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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CA 配置文件。
•

要求 (第645页)

•

概述 (第645页)

•

配置 (第645页)

•

验证 (第645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使用CA 身份 microsoft-2008 创建名为 ca-profile-ipsec 的 CA 配置文件。
该配置指定每 48 小时刷新一次 CRL，检索 CRL 的位置是 http://www.my-ca.com。 在该例中，
您将注册重试值设为 20。 （缺省值为 10。）
自动证书轮询设为 30 分钟。 如果仅配置重试，而不配置重试间隔，则缺省的重试间隔为 900
秒（或 15 分钟）。 如果不配置重试或重试间隔，则不会发生轮询。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CA 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CA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ca-identity microsoft-2008
revocation-check crl refresh-interval 48 url http://www.my-ca.com/my-crl.crl

指定注册重试值。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enrollment retry 20

指定尝试自动在线注册 CA 证书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enrollment retry-interval
1800

完成设备配置后，请提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pki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4页上的了解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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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了解在线 CA 证书注册 (第646页)

•

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第646页)

•

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第647页)

•

请参阅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第648页)

证书注册

了解在线 CA 证书注册
使用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SCEP) 时，可配置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在线获取证书授权机构 (CA)
证书，并开始对指定的证书 ID 进行在线注册。 CA 公开密钥验证来自远程对等方的证书。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3页上的了解公开密钥密码术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46页上的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

第647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准备工作：
1. 生成公钥和私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2. 创建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要在线注册 CA 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SCEP 在线检索 CA 证书。 （用于访问 CA 服务器的属性来自于定义的 CA 配置文件。）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enroll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系统同步处理该命令以提供收到的 CA 证书的指印。
Fingerprint:
e6:fa:d6:da:e8:8d:d3:00:e8:59:12:e1:2c:b9:3c:c0:9d:6c:8f:8d (sha1)
82:e2:dc:ea:48:4c:08:9a:fd:b5:24:b0:db:c3:ba:59 (md5)
Do you want to load the above CA certificate ? [yes,no]
2. 确认已加载正确的证书。 在 CLI 提示符处键入 yes 后，才会加载 CA 证书。

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比如密钥对的位长度，请使用命令 show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描述见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64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6页上的了解在线 CA 证书注册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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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7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

第648页上的请参阅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

要求 (第647页)

•

概述 (第647页)

•

配置 (第648页)

•

验证 (第64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生成公钥和私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

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

注册 CA 证书。 请参阅第646页上的“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来在线获取本地证书，并使用 SCEP 开始对指定证
书 ID 进行在线注册。 将 CA 配置文件名指定为 ca-profile-ipsec，并将 CA 位置指定为
http://10.155.8.1/certsrv/mscep/mscep.dll。
然后使用 request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enroll 命令开始对指定的证书 ID 进行在线
注册。 必须指定 CA 配置文件名（例如，ca-profile-ipsec）、与之前生成的密钥对对应的证书
ID（例如，qqq），及以下信息：

注意: SCEP 发送以 PKCS #7 格式封包的 PKCS #10 格式证书请求。

•

用于证书注册和撤消的质询 CA 密码—例如：aaa。 如果 CA 不提供质询密码，则自行选择密
码。

•

至少以下值之一：

•

•

用于在 IKE 协商中确认证书所有者的域名—例如，qqq.juniper.net。

•

IKE 协商中证书所有者的身份，带电子邮件语句—例如：qqq@juniper.net。

•

IP 地址（如果设备配置了静态 IP 地址）—例如，10.10.10.10。

在引号中用可分辨名称格式指定主题名称，包括域组件 (DC)、通用名称 (CN)、组织单位名称
(OU)、组织名称 (O)、地点 (L)、州/省 (ST) 以及国家/地区 (C)。

获取设备证书后，将开始对证书 ID 进行注册。 系统将异步处理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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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在线注册本地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CA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enrollment url
http://10.155.8.1/certsrv/mscep/mscep.dll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运行操作模式命令，启动注册过程。

3.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enroll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certificate-id qqq challenge-password aaa domain-name qqq.juniper.net email
qqq@juniper.net ip-address 10.10.10.10 subject DC=juniper, CN=router3, OU=marketing,
O=juniper, L=sunnyvale, ST=california, C=us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pki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6页上的了解在线 CA 证书注册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646页上的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

第648页上的请参阅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请参阅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

要求 (第648页)

•

概述 (第649页)

•

配置 (第649页)

•

验证 (第64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648

•

在线或手动获取证书。 请参阅第642页上的“在线启用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获取本地证书。 请参阅第647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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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可以让设备能够自动更新通过在线注册或手动加载获取的证书。 有了自动证书更新功能，就不必
在设备上的证书到期前记住要更新它们，并有助于始终维持有效的证书。
缺省情况下已禁用自动证书更新。 可以启用自动证书更新，并配置设备在证书过期前自动发送请
求来进行更新。 可以设置希望设备在证书到期前多少天和多少分钟发送证书更新请求。 通过为
不同证书设置不同时间，可以避免设备同时更新所有证书。
要让此功能正常运行，设备必须能够访问 SCEP 服务器，且在更新过程中设备上必须存在证书。
另外，还必须确保发布证书的 CA 能返回相同的 DN。 CA 不得修改新证书中的主题名称或更改主
题扩展名。
在此示例中，可以对所有 SCEP 证书或逐个证书启用和禁用 SCEP 证书自动更新功能。 设置
security pki auto-re-enrollment 命令来启用和配置证书重新注册。 将 CA 证书的证书 ID 指定
为 sm1，并将与该证书关联的 CA 配置文件名称设置为 aaa。 将 CA 证书的质询密码设置为 abc。
此密码必须与之前为相关 CA 配置的密码相同。 还将重新注册的触发时间设置为 10。 缺省情况
下，Juniper Networks 在自动重新注册过程中使用现有密钥对。 要生成新密钥对，请使用
re-generate-keypair 命令。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和配置本地证书重新注册，请执行以下操作：
启用和配置证书重新注册。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auto-re-enrollment certificate-id ca-ipsec ca-profile-name
ca-profile-ipsec challenge-password abc re-enroll-trigger-time-percentage 10
re-generate-keypair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detail 操作模式命
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6页上的了解在线 CA 证书注册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第646页上的使用 SCEP 在线注册 CA 证书

•

第647页上的示例：使用 SCEP 在线注册本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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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请求
•

了解本地证书请求 (第650页)

•

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第650页)

了解本地证书请求
创建本地证书请求时，设备从之前使用相同证书 ID 生成的密钥对生成采用 PKCS #10 格式的 CA
证书。
主题名称通过以下形式与本地证书请求关联：通用名称 (CN)、组织单位 (OU)、组织 (O)、地点
(L)、州/省 (ST)、国家/地区 (C) 及域组件 (DC)。 此外，主题可选名称通过以下形式关联：
•

IP 地址

•

电子邮件地址

•

全限定域名 (FQDN)

注意: 一些 CA 不支持在证书中用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域名。 如果未在本地证书申请
中包括电子邮件地址，则在将设备配置为动态对等方时，不能将电子邮件地址用作
本地 IKE ID。 可改为使用全限定域名（如果是在本地证书中），或者让本地 ID
字段留空。 如果不指定动态对等方的本地 ID，则请在对等方 ID 字段中输入 IPsec
通道另一端设备上的对等方的 hostname.domain-nam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5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此示例显示如何手动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

要求 (第650页)

•

概述 (第651页)

•

配置 (第651页)

•

验证 (第65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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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成公钥和私钥。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使用之前生成的公钥-私钥对的证书 ID (ca-ipsec) 生成证书请求。 然后指定域
名 (juniper.net) 和相关通用名称 (abc)。 证书请求以 PEM 格式显示。
复制生成的证书请求并粘贴到 CA 网站中的相应字段内，获取本地证书。 （请参阅 CA 服务器文
档，确定粘贴证书请求的位置。）如果显示了 PKCS #10 内容，则也会显示 PKCS #10 文件的 MD5
散列和 SHA-1 散列。

配置
分步过程

要手动生成本地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证书 ID、域名和通用名称。

1.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generate-certificate-request certificate-id ca-ipsec
domain-name juniper.net subject CN=abc

验证
要查看证书签名请求，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certificate-request detail 命令。
Certificate identifier: ca-ipsec
Certificate version: 1
Issued to: CN = abc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1024 bits)
30:81:89:02:81:81:00:da:ea:cd:3a:49:1f:b7:33:3c:c5:50:fb:57
de:17:34:1c:51:9b:7b:1c:e9:1c:74:86:69:a4:36:77:13:a7:10:0e
52:f4:2b:52:39:07:15:3f:39:f5:49:d6:86:70:4b:a6:2d:73:b6:68
39:d3:6b:f3:11:67:ee:b4:40:5b:f4:de:a9:a4:0e:11:14:3f:96:84
03:3c:73:c7:75:f5:c4:c2:3f:5b:94:e6:24:aa:e8:2c:54:e6:b5:42
c7:72:1b:25:ca:f3:b9:fa:7f:41:82:6e:76:8b:e6:d7:d2:93:9b:38
fe:fd:71:01:2c:9b:5e:98:3f:0c:ed:a9:2b:a7:fb:02:03:01:00:01
Fingerprint:
0f:e6:2e:fc:6d:52:5d:47:6e:10:1c:ad:a0:8a:4c:b7:cc:97:c6:01 (sha1)
f8:e6:88:53:52:c2:09:43:b7:43:9c:7a:a2:70:98:56 (md5)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show security pki certificate-request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650页上的了解本地证书请求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了解证书加载 (第651页)

•

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第652页)

证书加载

了解证书加载
从 CA 下载证书后，将其传输至设备（例如，使用 FTP），然后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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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以下证书文件加载至运行 Junos OS 的设备：
•

确认本地设备身份的本地或终端实体 (EE) 证书。 此证书是您的公开密钥。

•

包含 CA 公开密钥的 CA 证书

•

列出 CA 所撤消的所有证书的 CRL

注意: 可将多个 EE 证书加载至设备。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52页上的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此示例显示如何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

要求 (第652页)

•

概述 (第652页)

•

配置 (第652页)

•

验证 (第65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生成公钥-私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

创建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4页上的“了解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注意: 仅 CA 证书要求 CA 配置文件，本地证书不需要

•

生成证书请求。 请参阅第65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
器”。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下载 local.cert 和 ca.cert 证书，并将其保存至设备上的 /var/tmp/ 目录。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将证书文件下载至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加载本地证书。
[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load certificate-id local.cert
filename /var/tmp/local.cert

65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一章: 证书公开密钥密码术

加载 CA 证书。

2.

[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load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filename /var/tmp/ca.cert

检查 CA 证书的指印，如果对于此 CA 是正确的，请输入 yes 以接受。

3.

验证
要验证是否已正确加载证书，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和 show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命令。
Fingerprint:
e8:bf:81:6a:cd:26:ad:41:b3:84:55:d9:10:c4:a3:cc:c5:70:f0:7f (sha1)
19:b0:f8:36:e1:80:2c:30:a7:31:79:69:99:b7:56:9c (md5)
Do you want to load this CA certificate ? [yes,no] (no) ye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1页上的了解证书加载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648页上的请参阅示例：使用 SCEP 自动更新本地证书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第653页)

•

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第654页)

•

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第655页)

•

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第656页)

•

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第657页)

CRL

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会因各种原因撤消证书。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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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两种方式管理证书撤消和验证：
•

本地—此为受限制的解决方案。

•

通过引用证书授权机构 (CA) 证书撤消列表 (CRL)—可按指定的时间间隔或由 CA 设定的缺省
间隔自动在线访问 CRL。

在阶段 1 协商中，参与方检查 CRL 列表，查看 IKE 交换期间收到的证书是否仍然有效。 如果
CRL 未随附 CA 证书且未加载到设备上，设备将尝试从本地证书的 CRL 分发点自动下载 CRL。
如果设备无法连接至证书分发点 (CDP) 中的 URL，它将从 CA 配置文件中配置的 URL 检索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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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证书不包含证书分发点扩展名，且无法通过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或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自动检索 CRL，则可以手动检索 CRL 并加载到设备中。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7页上的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此示例显示如何手动将 CRL 加载至设备。
•

要求 (第654页)

•

概述 (第654页)

•

配置 (第654页)

•

验证 (第65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生成公钥和私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2. 生成证书请求。 请参阅第65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

器”。
3. 配置证书授权机构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件”。
4. 将证书加载至设备。 请参阅第652页上的“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概述
验证证书的有效性时，可以手动加载 CRL，或者让设备自动加载。 要手动加载 CRL，应从 CA 获
取 CRL 并将其传输至设备（例如，使用 FTP）。
在此示例中，您将名为 revoke.crl 的 CRL 证书加载至设备上的 /var/tmp 目录。 CA 配置文件
名为 ca-profile-ipsec。 （最大文件大小为 5 MB。）

注意: 如果已有 CRL 加载至 ca-profile，则必须先运行 clear security pki crl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命令，清除旧的 CRL。

配置
分步过程

要手动加载 CRL 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1.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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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crl load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filename
/var/tmp/revoke.crl

注意: Junos OS 支持以 X509、PKCS #7、DER 或 PEM 格式加载 CA 证书。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crl 操作模式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3页上的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第657页上的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此示例显示如何验证证书的有效性。
•

要求 (第655页)

•

概述 (第655页)

•

配置 (第656页)

•

验证 (第656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手动验证证书以确认是否已撤消证书，或者设备上是否已不存在用于创建本地证
书的 CA 证书。
手动验证证书时，设备使用 CA 证书 (ca-cert) 验证本地证书 (local.cert)。 如果本地证书有
效，且 CA 配置文件中启用了 revocation-check，设备将验证 CRL 是否已加载和有效。 如果 CRL
未加载或无效，设备将下载新的 CRL。
对于 CA 发布的证书或 CA 证书，必须在设备配置中配置 DNS。 DNS 必须能在分发 CRL 和
ca-profile 配置中的 CA 证书/撤消列表 URL 中解析相关主机。 此外，必须能通过网络访问同
一主机，以接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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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手动验证证书的有效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验证本地证书的有效性。

1.

[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verify certificate-id local.cert

验证 CA 证书的有效性。

2.

[edit]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verify ca-profile ca-profile-ipsec

注意: 还要验证相关的私钥和签名。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ca-profile 命令。

注意: 如果返回错误，而不是验证成功，则系统会在 pkid 中记录失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3页上的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

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第657页上的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此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要求 (第656页)

•

概述 (第657页)

•

配置 (第657页)

•

验证 (第65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生成密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2. 创建包含某个 CA 特定信息的 CA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645页上的“示例：配置 CA 配置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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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CA 获取个人证书。 请参阅第65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本地证书的 CSR 并将其发送至

CA 服务器”。
4. 将证书加载至设备。 请参阅第652页上的“示例：手动加载 CA 和本地证书”。
5. 配置自动重新注册。 请参阅第415页上的“示例：配置 SecurID 用户认证”。
6. 如有必要，在设备上加载证书的 CRL。 请参阅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概述
在阶段 1 协商中，检查 CRL 列表以确认 IKE 交换过程中收到的证书是否仍然有效。 如果 CRL
未随附 CA 证书且未加载到设备上，Junos OS 将通过 LDAP 或 CA 证书中定义的 HTTP CRL 位置
检索 CRL。 如果 CA 证书中未定义 URL 地址，设备会使用为该 CA 证书定义的服务器 URL。 如
果没有为特定 CA 证书定义 CRL URL，设备将从 CA 配置文件配置中获取 CRL。

注意: X509 证书中的 CRL 分发点扩展名 (.cdp) 可以添加至 HTTP URL 或 LDAP URL。

在此示例中，如果 CRL 未随附 CA 证书且未加载到设备上，将指示设备检查名为 my_profile 的
CA 配置文件的有效性，以从 URL http://abc/abc-crl.crl 检索 CRL。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使用 CRL 配置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CA 配置文件和 URL。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ki ca-profile my_profile revocation-check crl url
http://abc/abc-crl.crl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操作模式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3页上的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

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7页上的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

第661页上的删除证书（CLI 程序）

删除加载的 CRL（CLI 程序）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已加载的 CRL 管理证书撤消和验证，可选择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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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命令可删除已加载的证书撤消列表：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pki crl ca-profile (ca-profile all)

指定 CA 配置文件来删除与该配置文件确定的 CA 关联的 CRL，或使用 all 删除所有 CRL。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3页上的了解证书撤消列表

•

第654页上的示例：将 CRL 手动加载至设备

•

第655页上的示例：验证证书有效性

•

第656页上的示例：使用 CRL 位置配置证书授权机构配置文件

•

了解自签证书 (第658页)

•

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CLI 程序） (第659页)

•

示例：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第660页)

自签证书

了解自签证书
自签证书是由其创建者而不是证书授权机构 (CA) 签署的证书。
使用自签证书时，用户或管理员无需完成获取由 CA 签署的身份证书这一繁重任务，即可使用基
于 SSL（安全套接字层）的服务。

注意: 与 CA 生成的证书不一样，自签证书无法提供额外的安全性。 这是因为客户端
无法确认用户连接至的服务器是否是证书中所通告的服务器。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生成自签证书 (第658页)

•

自动生成自签证书 (第659页)

•

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第659页)

生成自签证书
Junos OS 提供两种生成自签证书的方法：
•

自动生成
在此种情况下，证书的创建者是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会配置自动生
成的自签证书。
设备初始化后，将检查是否存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如果找不到，设备将生成一个并保存在
文件系统中。

•

手动生成
在此种情况下，您为设备创建自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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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时使用 CLI 生成自签证书。 这些证书也用于获取 SSL 服务的访问权限。
生成后，自签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

自动生成自签证书
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时，管理员无需获取由 CA 签署的身份证书，即可使用基于 SSL 的服
务。
设备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与安全外壳 (SSH) 主机密钥类似。 它存储在文件系统中，而不是配置
的一部分。 设备重新启动时该证书会保持；发出 request system snapshot 命令时该证书会保留。

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使用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时，无需获取由 CA 签署的身份证书，即可使用基于 SSL 的服务。 手
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是公开密钥基础 (PKI) 本地证书的一个例子。 正如所有 PKI 本地证书那样，
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存储在文件系统中。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和 PKI

•

第659页上的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CLI 程序）

•

第66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CLI 程序）
设备初始化后，将检查是否存在自签证书。 如果不存在自签证书，设备将自动生成一个。
如要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提供到 HTTPS 服务的访问权限，可将以下语句添加到配置中：
system {
services {
web-management {
http {
interface [ ... ];
} https {
system-generated-certificate;
interface [ ... ];
}
}
}
}

设备为自动生成的证书使用以下识别名称：
“ CN=<device serial number>, CN=system generated, CN=self-signed”

使用以下命令可指定将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用于 Web 管理 HTTPS 服务：
user@host# se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https system-generated-certificate

使用以下操作命令可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system-generated

删除系统生成的自签证书后，设备将自动生成新的证书并将其保存在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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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8页上的了解自签证书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660页上的示例：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示例：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此示例显示如何手动生成自签证书。
•

要求 (第660页)

•

概述 (第660页)

•

配置 (第660页)

•

验证 (第660页)

要求
开始前，请生成公钥-私钥对。 请参阅第643页上的“示例：生成公钥-私钥对”。

概述
对于手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应在创建时指定 DN。 对于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系统会提供 DN，将
自己确认为创建者。
在此示例中，您使用电子邮件地址 mholmes@juniper.net 生成自签证书。 指定 self-cert 作为要
由 Web 管理引用的证书 ID，指向同一证书 ID 的密钥对。

配置
分步过程

要手动生成自签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自签证书。

1.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generate-self-signed certificate-id
self-cert subject CN=abc domain-name Juniper.net ip-address 1.2.3.4 email
mholmes@juniper.net

验证
要验证是否已正确生成和加载证书，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ki local-certificate 操作模式命
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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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58页上的了解自签证书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

第659页上的使用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CLI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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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证书（CLI 程序）
可以删除自动或手动生成的本地或可信任 CA 证书。
使用以下命令可删除本地证书：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pki local certificate certificate-id (certificate-id| all |
system-generated )

指定证书 ID 删除带特定 ID 的本地证书，使用 all 删除所有本地证书，或指定 system-generated
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
当删除自动生成的自签证书后，设备将生成新的证书。
要删除 CA 证书，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clear security pki ca-certificate ca-profile (ca-profile-name | all)

指定 CA 配置文件删除特定 CA 证书，或使用 all 删除持久存储中存在的所有 CA 证书。

注意: 删除 CA 证书前，系统会要求您确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41页上的数字证书配置概述

加密密钥处理概述
通过加密密钥处理，永久性密钥存储在设备的内存中，不会对其进行更改。 当潜在威胁无法直接
访问内部存储设备时，那些要求第二层防御的用户可以启用对加密密钥的特殊处理。 启用后，加
密密钥处理将在密钥不立即使用时对其加密，在将密钥从一个内存位置复制到另一个位置时执行
错误检测，并在密钥不再使用时用随机位模式覆盖密钥的内存位置。 存储在设备闪存中时，密钥
也受到保护。 启用加密密钥处理功能不会导致任何可从外部观察到的设备行为变化，同时设备会
继续与其他设备进行互操作。

注意: 加密管理员可以启用和禁用加密自检功能，但是安全管理员可以修改加密自检
功能的行为，比如配置定期自检或选择加密自检子集。

以下永久性密钥目前由 IKE 和 PKI 管理：

相关主题

•

IKE 预共享密钥 (IKE PSK)

•

PKI 私钥

•

手动 VPN 密钥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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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动态 VPN
•

动态 VPN 概述 (第663页)

•

J-Web 和动态 VPN 的 URL 分离 (第665页)

•

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第667页)

•

动态 VPN 配置 (第667页)

•

本地认证和地址分配 (第679页)

•

动态 VPN 提议集 (第682页)

•

组和共享 IKE ID (第684页)

•

用于动态 VPN 访问的 Junos Pulse 客户端 (第702页)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引用 (第711页)

动态 VPN 概述
使用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用户可以安全访问防火墙后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等资
源。 端点到站点 VPN 通道对远程用户（例如远程工作人员）尤其有用，因为通过单个通道就能
访问网络上的所有资源—用户无需为每个应用和服务器配置单独的访问设置。 请参阅第664页上的
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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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使用 VPN 通道远程访问公司网络

借助动态 VPN 功能，用户无需在其 PC 或便携式计算机上手动配置 VPN 设置，即可建立互联网
协议安全性 (IPsec) VPN 通道，从而进一步简化了远程访问。 通过认证的用户只需将 VPN 客户
端软件下载至计算机上。 此第 3 层远程访问客户端使用从服务器收到的客户端配置设置，来创
建和管理到服务器的安全端点到站点 VPN 通道。

注意: 如果同时要求两个以上的用户连接，则必须安装动态 VPN 许可证。 缺省情况
下，动态 VPN 功能在设备上是禁用的。 要启用动态 VPN，必须在 [edit security]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dynamic-vpn 配置语句。 有关安装和管理许可证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相关主题

66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5页上的J-Web 和动态 VPN 的 URL 分离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1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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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eb 和动态 VPN 的 URL 分离
此功能可防止动态 VPN 用户有意或无意访问 J-Web。 J-Web 和动态 VPN 的唯一 URL 能支持 Web
服务器解析其收到的所有 HTTP 请求。 Web 服务器还根据为 J-Web 和动态 VPN 启用的接口提供
访问权限。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CLI 变化 (第665页)

•

禁用 J-Web (第665页)

•

Web 访问行为变化 (第666页)

CLI 变化
[edi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层次结构级别引入了新配置属性 management-url，用于

当同一接口上同时启用了 J-Web 和动态 VPN 时控制 J-Web 访问。 以下示例介绍了新属性的配
置：
web-management {
management-url my-jweb;
http;
https {
system-generated-certificate;
}
limits {
debug-level 9;
}
session {
session-limit 7;
}
}

禁用 J-Web
必须具有配置的 HTTPS 证书和 Web 服务器，动态 VPN 才能与客户端通信。 因此，不得删除或
停用启动 appweb Web 服务器所需的 [edi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层次结构级别配
置。 要禁用 J-Web，管理员必须为 HTTP 或 HTTPS 配置回传接口 lo0。 此操作可确保 Web 服
务器拒绝所有 J-Web 访问请求。
web-management {
management-url my-jweb;
http {
interface lo0.0;
}
https {
system-generated-certificate;
}
session {
session-limit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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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访问行为变化
第666页上的表85 和第666页上的表86 说明了当 J-Web 和动态 VPN 不共享和共享同一接口时，Web
访问行为的变化。

表85: 案例 1：J-Web 和 Dynamic VPN 不共享同一接口
http(s)://server host//configured
attribute

http(s)://server
host//dynamic-vpn

根据选择的服务器主机，导航至启
用了 J-Web 的接口上的 J-Web 登
录页面，或导航至启用了动态 VPN
的接口上的动态 VPN 登录页面。

如果已配置相关属性，则导航至 J-Web
登录页面，否则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未启用 J-Web，且未配置
动态 VPN。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
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
面）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
（找不到页面）页面

已启用 J-Web，未配置动
态 VPN。

导航至 J-Web 登录页面

如果已配置 J-Web 属性，则导航至 J-Web
登录页面，否则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
（找不到页面）页面。

未启用 J-Web，已配置动
态 VPN。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
面）页面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情况

http(s)://server host

已启用 J-Web 并配置了
动态 VPN。

表86: 案例 2：J-Web 和动态 VPN 共享同一接口
http(s)://server host//configured
attribute

http(s)://server
host//dynamic-vpn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如果已配置相关属性，则导航至 J-Web 登录
页面，否则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
不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未启用 J-Web，且未配置动
态 VPN。

导航至“Page Not Found”
（找不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面）
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
不到页面）页面

已启用 J-Web，未配置动态
VPN。

导航至 J-Web 登录页面

如果已配置 J-Web 属性，则导航至 J-Web
登录页面，否则导航至“Page Not Found”
（找不到页面）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
不到页面）页面。

未启用 J-Web，已配置动态
VPN。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导航至“Page Not Found”（找不到页面）
页面

导航至动态 VPN 登录页面

情况

http(s)://server host

已启用 J-Web 并配置了动
态 VPN。

相关主题

666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J-Web Interface User Guid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二章: 动态 VPN

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常见动态 VPN 部署之一是通过公用网络（例如互联网）向远程客户端提供 VPN 访问。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通过网关提供 IPsec 访问。 VPN 客户端软件通过 Web 门户分发至远程客户端。
远程客户端访问 Web 门户，在通过认证后下载并安装 VPN 客户端软件。
下文介绍了远程客户端访问 VPN 的过程：
1. 通过与 SRX 系列设备上配置为终止 VPN 通道的接口建立 HTTP 或 HTTPS 连接，远程客户端

与 Web 门户进行联系。
2. 系统将远程客户端重定向至 Web 端口进行认证，并提示用户输入凭据。
3. 认证成功后，服务器确定远程客户端中是否安装了客户端软件，以及软件是否为最新版本。

如果远程客户端未安装客户端软件，或者安装的软件较旧，则会在远程客户端中安装新软件。
系统启动客户端软件并进行新的认证。
4. 认证成功后，远程客户端从服务器下载最新的配置选项。 这可以确保远程客户端在尝试构建

通道时始终具有最新配置。
5. 系统使用 IPsec 扩展认证 (XAuth) 执行新的认证。 并从本地地址池或通过外部 RADIUS 服

务器向远程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认证成功且分配完地址后，通道即已建立。
在 VPN 软件安装到远程客户端上后，用户可以通过登录 Web 门户或直接启动客户端软件来访问
VPN。 无论何种情况，远程客户端向 Juniper Networks 设备进行认证并下载适用于客户端的最
新配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70页上的示例：配置动态 VPN

•

了解动态 VPN 通道 (第667页)

•

动态 VPN 配置概述 (第668页)

•

示例：配置动态 VPN (第670页)

动态 VPN 配置

了解动态 VPN 通道
动态 VPN 通道的配置方式与传统 IPsec VPN 通道一致。 但是，并非所有 IPsec VPN 选项都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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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介绍配置动态 VPN 通道时的要求和支持的选项：
•

仅支持基于策略的 VPN。 动态 VPN 通道不支持基于路由的 VPN。 VPN 允许的信息流可以通过
推送路由至远程客户端（作为客户端的部分配置）来进行控制。

•

动态 VPN 通道必须配置扩展认证 (XAuth)。 这可以使用本地认证或外部 RADIUS 服务器来执
行。 在 IPsec 协商过程中获取用户名和密码信息，以及将 IP 地址推送至远程客户端时，要
求 XAuth。 对于本地认证，可以从本地地址池选取分配给远程客户端的 IP 地址。 或者，也
可以将 DNS 和 WINS 服务器地址推送至远程客户端。

•

动态 VPN 通道仅支持将预共享的密钥用于阶段 1 协商。 由于每个远程客户端都分配了不同的
用户名和密码，因此同一预共享密钥可用于所有远程客户端。

•

当动态 VPN 客户端使用预共享密钥协商自动密钥 IKE 通道时，必须使用积极模式。 因此，必
须始终用动态 VPN 通道配置积极模式。

•

共享或组 IKE ID 可用于配置由所有远程客户端共享的单个 VPN。 当共享单个 VPN 时，网关
的同时连接总数不得大于安装的动态 VPN 许可证数。 当配置共享或组 IKE ID 网关时，可以
将最大连接数配置为大于已安装的动态 VPN 许可证数。 但是，如果新连接超出了已许可的连
接数，该连接将被拒绝。

注意: 连接突然断开时，设备不会立即释放用户许可证。 这会造成新用户无法使用
这些许可证。 可以将 IPsec SA 生存期缩短为一个较小值，以减少许可证供新用户
使用的延迟。

相关主题

•

动态 VPN 客户端支持以下算法：MD5、SHA-1、DES、3DES、AES（使用 96 位、128 位和 256
位密钥）。 动态 VPN 客户端支持 DH 组 1、2、5. 如果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配置了其
他值，则通道协商会失败。

•

可以为 IKE 和 IPsec 协商配置提议集或定制提议。 如果存在从 IKE 或 IPsec 策略引用的定
制提议列表，则只有第一个提议会发送至客户端，列表中的其他提议都会被忽略。

•

应对 IKE 和动态 VPN 通道使用同一访问配置文件。 这样做可以避免通道意外中断或客户端崩
溃时发生不可预知的行为。

•

用户许可证数必须与动态 VPN 客户端连接数相等。 例如，如果有 10 个用户许可证，则可以
建立 10 个动态 VPN 客户端连接。 当建立第 11 个动态 VPN 客户端连接时，该连接会被拒
绝。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70页上的示例：配置动态 VPN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动态 VPN 配置概述
使用动态 VPN，管理员可提供到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网关的 IPsec 访问，同时还提供了一
种方法，通过使用 Web 门户向远程客户端分发动态 VPN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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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过程列出了配置动态 VPN 的相关任务。
1. 为远程客户端配置认证和地址分配：

a. 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以认证用户和分配地址。 可以使用本地认证或外部 RADIUS 服务器。
在 [edit access]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rofile 配置语句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
要将 XAuth 配置文件用于 Web 认证，请在 [edi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层次
结构级别使用 web-authentication 配置语句。
b. 如果使用了本地认证，则从本地地址池分配 IP 地址。 在 [edit access] 层次机构级别使
用 address-assignment pool 配置语句。 可以指定子网或 IP 地址范围。 也可以指定 DNS
和 WI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2. 配置 VPN 通道：

a. 配置 IKE 策略。 模式必须为积极模式。 可以使用基本、兼容或标准提议集。 对于阶段
1 认证，仅支持预共享密钥。 在 [edit security ik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licy 配置语
句。
b. 配置 IKE 网关。 可以使用共享或组 IKE ID。 可以配置到网关的最大同时连接数。 在
[edit security ik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gateway 配置语句。
c. 配置 IPsec VPN。 可以在 [edit security ipsec]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licy 配置语句指
定基本、兼容或标准提议集。 在 [edit security ipsec]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vpn 配置语句
可配置 IPsec 网关和策略。
d. 配置安全策略，允许从远程客户端到 IKE 网关的信息流。 在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 to-zone zon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licy 配置语句。

注意: 此安全策略的位置很重要。 需放置在更具体的非 VPN 策略之上，这样
才能正确处理要通过 VPN 通道发送的信息流。

e. 配置主机入站信息流，以允许特定信息流从与设备接口连接的系统到达设备。 例如，必须
允许 IKE 和 HTTPS 信息流。 请参阅第131页上的“了解如何根据信息流类型控制入站信息
流”。
f. 如果客户端地址池属于直接与设备连接的子网，设备将需要以同一区段内多个其他设备中
的地址响应 ARP 请求。（可选） 在 [edit security na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roxy-arp
配置语句。 指定直接连接子网和设备的接口以及池中的地址。
3. 关联动态 VPN 与远程客户端：

a. 指定要用于动态 VPN 的访问配置文件。 在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层次结构级别使
用 access-profile 配置语句。
b. 配置可使用动态 VPN 的客户端。 指定受保护资源（到受保护资源的信息流通过指定的动
态 VPN 通道发送，因此受防火墙安全策略保护）或受保护资源列表的例外情况（信息流不
通过动态 VPN 通道，以明文方式发送）。 这些选项控制通道建立后推送到客户端的路由，
从而控制通过通道发送的信息流。 在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clients 配置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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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Web 门户要求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启用 HTTPS。 如果已启用 HTTPS
用于 J-Web 访问，则无需进一步操作。 否则，请在 [edit system services
web-managemen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https 配置语句启用 HTTPS。 要启用 HTTPS
用于动态 VPN 访问，而不允许 J-Web 访问，请勿指定接口进行 J-Web 访问。

注意: 如果用户通过运行 Access Manager Web 客户端软件登录服务器，而不是通
过 HTTP/HTTPS 连接至服务器，请在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层次结构级别
使用 force-upgrade 配置语句。 有更新的版本可用时，此配置将自动更新客户端
软件。 如果不启用此选项，则当有更新的版本可用时，用户可以选择手动更新客
户端软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70页上的示例：配置动态 VPN

示例：配置动态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配置动态 VPN，以向远程客户端提供 VPN 访问。
•

要求 (第670页)

•

概述 (第670页)

•

配置 (第673页)

•

验证 (第67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 111 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3. 如果同时有两个以上的用户连接，请在设备中安装动态 VPN 许可证。 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4. 请参阅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概述
常见的动态 VPN 部署情形之一是为通过公用网络（例如互联网）连接的远程客户端提供 VPN 访
问。 向网关的接口之一分配公用 IP 地址；此接口通常属于 untrust 区段。 远程客户端可以通
过 Web 门户访问 VPN，且在通过认证后，可下载并安装 VPN 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软件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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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远程用户可通过登录 Web 门户或直接启动客户端来访问 VPN。 无论何种情况，远程客户端
向 SRX 系列设备进行认证并下载可用的最新配置。
第671页上的图65 说明了此部署拓扑。 SRX 系列设备上的 ge-0/0/15.0 接口是动态 VPN 通道的
终止点。 untrust 区段中的远程客户端通过 HTTP 或 HTTPS 连接访问 ge-0/0/15.0 接口。

图65:

动态 VPN 部署拓扑

N
Untrust

1

ge-0/0/15.0

SRX

g030693

Trust

10.0.1.0/24
在此示例中，XAuth 客户端认证在本地执行，并从 SRX 系列设备上配置的地址池分配客户端 IP
地址。 请参阅第672页上的表87。
然后，将标准提议集用于 IKE 和 IPsec 协商。 对于动态 VPN 通道，必须配置积极模式；阶段
1 协商仅支持预共享密钥。 使用组 IKE ID，最大连接数设为 10。 因为动态 VPN 必须是基于策
略的 VPN，所以必须配置安全策略来将信息流转发至通道。 对于主机入站信息流，必须允许 IKE
和 HTTPS 信息流。请参阅第672页上的表88。
最后，指定将为远程客户端配置的 XAuth 配置文件用于动态 VPN。 远程用户与配置的 IPsec VPN
关联。 还配置了远程受保护资源（始终通过通道发送的信息流的目标地址）及远程例外情况（以
明文方式而不是通过通道发送的信息流的目标地址）。 请参阅第672页上的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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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7:

远程客户端认证和地址分配配置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P 地址池

dyn-vpn-address-pool

•

地址：10.10.10.0/24

•

DNS 服务器地址：4.2.2.2/32.

•

远程客户端用户名：“client1”，密码 $9$uY4o0EyMWxdwgX7

•

远程客户端用户名：“client2”，密码 $9$neNM9CuB1hyrv5Q39

•

IP 地址池引用：dyn-vpn-address-pool

•

此配置文件是 Web 认证的缺省配置文件。

XAuth 配置文件

dyn-vpn-access-profile

表88: VPN 通道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KE 策略（阶段 1）

ike-dyn-vpn-policy

•

模式：aggressive

•

提议集：standard

•

预共享密钥：(ASCII) $9$KHxWXNs2aikPdbkP5Q9CKM8

•

IKE 策略引用：ike-dyn-vpn-policy

•

动态主机名：dynvpn

•

IKE 用户类型：group IKE ID

•

最大并发连接数：10

•

外部接口：ge-0/0/15.0

•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dyn-vpn-access-profile

IKE 网关（阶段 1）

dyn-vpn-local-gw

IPsec 策略（阶段 2）

ipsec-dyn-vpn-policy

提议集：standard

IPsec VPN（阶段 2）

dyn-vpn

•

IKE 网关引用：dyn-vpn-local-gw

•

IPsec 策略引用：ipsec-dyn-vpn-policy

•

匹配标准：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dyn-vpn-policy

•

主机入站信息流

表89:

source address any

•

destination 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dyn-vpn

允许以下类型的信息流进入 untrust 区段中的 ge-0/0/15.0 接口：
•

IKE

•

HTTPS

•

ping

•

SSH

远程客户端的动态 VPN 配置

功能
远程客户端的访问配置文件

672

•

名称

配置参数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dyn-vpn-access-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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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9:

远程客户端的动态 VPN 配置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远程客户端

all

•

IPsec VPN 引用：dyn-vpn

•

用户名引用：client1 和 client2

•

远程保护资源：10.0.0.0/8

•

远程例外：0.0.0.0/0

配置
•

配置远程用户认证和地址分配 (第673页)

•

配置 VPN 通道 (第674页)

•

关联动态 VPN 与远程客户端 (第677页)

配置远程用户认证和地址分配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9$uY4o0EyMWxdwgX7"
set access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 client2 firewall-user password
"$9$neNM9CuB1hyrv5Q39"
set access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address-assignmen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family inet network 10.10.10.0/24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primary-dns 4.2.2.2/32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远程用户认证和地址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地址分配池。
[edi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user@host# se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family inet network 10.10.10.0/24
user@host# se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primary-dns
4.2.2.2/32

2.

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 client1 firewall-user password
"$9$uY4o0EyMWxdwgX7"
user@host# set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 client2 firewall-user password
"$9$neNM9CuB1hyrv5Q39"
user@host# set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address-assignment pool
dyn-vpn-address-pool

3.

使用 XAuth 配置文件配置 Web 认证。
[edi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user@host# set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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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access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配置，请重复此示例
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
client client1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uY4o0EyMWxdwgX7"; ## SECRET-DATA
}
}
client client2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neNM9CuB1hyrv5Q39"; ## SECRET-DATA
}
}
address-assignment {
pool dyn-vpn-address-pool;
}
}
address-assignment {
pool dyn-vpn-address-pool {
family inet {
network 10.10.10.0/24;
xauth-attributes {
primary-dns 4.2.2.2/32;
}
}
}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web-authentication {
default-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
}

如果完成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配置 VPN 通道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dit]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dyn-vpn-policy mode aggressiv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dyn-vpn-policy proposal-set standard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ike-dyn-vpn-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KHxWXNs2aikPdbkP5Q9CKM8"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ike-policy ike-dyn-vpn-policy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dynamic hostname dynvpn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dynamic connections-limit 1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dynamic ike-user-type group-ike-id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xauth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proposal-set standard
set security ipsec vpn dyn-vpn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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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psec vpn dyn-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yn-vpn-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yn-vpn-polic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yn-vpn-polic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yn-vpn-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dyn-vp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VPN 通道，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IKE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dyn-vpn-policy mode aggressive
user@host# set policy ike-dyn-vpn-policy proposal-set standard
user@host# set policy ike-dyn-vpn-policy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KHxWXNs2aikPdbkP5Q9CKM8"

2.

配置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dyn-vpn-local-gw
dyn-vpn-local-gw
dyn-vpn-local-gw
dyn-vpn-local-gw
dyn-vpn-local-gw
dyn-vpn-local-gw

ike-policy ike-dyn-vpn-policy
dynamic hostname dynvpn
dynamic ike-user-type group-ike-id
dynamic connections-limit 10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xauth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配置 IPsec。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ike]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ipsec]
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proposal-set standard
vpn dyn-vpn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vpn dyn-vpn ike ipsec-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dyn-vpn-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dyn-vpn-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dyn-vpn

5.

配置主机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5.0]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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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user@host# se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show security ipsec、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
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olicy ike-dyn-vpn-policy {
mode aggressive;
proposal-set standard;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KHxWXNs2aikPdbkP5Q9CKM8"; ## SECRET-DATA
}
gateway dyn-vpn-local-gw {
ike-policy ike-dyn-vpn-policy;
dynamic {
hostname dynvpn;
connections-limit 10;
ike-user-type group-ike-id;
}
external-interface ge-0/0/15.0;
xauth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
proposal-set standard;
}
vpn dyn-vpn {
ike {
gateway dyn-vpn-local-gw;
ipsec-policy ipsec-dyn-vpn-policy;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yn-vpn-polic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dyn-vpn;
}
}
}
}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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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5.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https;
ping;
ssh;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关联动态 VPN 与远程客户端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dynamic-vpn
dynamic-vpn
dynamic-vpn
dynamic-vpn
dynamic-vpn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s all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0.0.0/8
clients all remote-exceptions 0.0.0.0/0
clients all ipsec-vpn dyn-vpn
clients all user client1
clients all user client2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关联动态 VPN 与远程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要用于动态 VPN 的访问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host# set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2.

配置可使用动态 VPN 的客户端。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dynamic-vpn]
clients all ipsec-vpn dyn-vpn
clients all user client1
clients all user client2
clients all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0.0.0/8
clients all remote-exceptions 0.0.0.0/0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dyn-vpn-access-profile;
clients {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67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all {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
10.0.0.0/8;
}
remote-exceptions {
0.0.0.0/0;
}
ipsec-vpn dyn-vpn;
user {
client1;
client2;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可使用用于监控传统 IPsec VPN 通道的相同命令监控 VPN 通道。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
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678页)

•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第678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678页)

•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第679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Index
18

Remote Address
172.19.100.99

State
UP

Initiator cookie
37b45aa1469e488b

Responder cookie
7d4454404002e2e6

Mode
Aggressive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用途

验证远程客户端和所分配的 IP 地址是否使用 XAuth。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active-peer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active-peer
Remote Address
Port
Peer IKE-ID
172.19.100.99
500
testdynvpn

XAUTH username
test

Assigned IP
10.10.10.2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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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ctive tunnels: 1
ID
Gateway
Port Algorithm
SPI
Life:sec/kb Mon vsys
<133955586 172.19.100.99 500 ESP:aes-128/sha1 9c23b7a9 2862/ 449996 - root
>133955586 172.19.100.99 500 ESP:aes-128/sha1 c72c8f88 2862/ 449996 - root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用途

验证并发连接数和每位用户的协商参数。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s
User: test , Number of connections: 1
Remote IP: 172.19.100.99
IPSEC VPN: dyn-vpn
IKE gateway: dyn-vpn-local-gw
IKE ID
: testdynvpn
IKE Lifetime: 28800
IPSEC Lifetime: 3600
Status: CONNECTED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了解本地认证和地址分配 (第679页)

•

示例：配置本地认证和地址池 (第680页)

本地认证和地址分配

了解本地认证和地址分配
客户端应用可以代表客户端请求 IP 地址。 此请求与客户端认证请求同时发出。 客户端认证成
功后，可以从预定义的地址池分配 IP 地址，或者可以分配特定 IP 地址。 还可向客户端提供其
他属性，例如 WINS 或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应在 [edi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ol 配置语句定义地址池。 地址池
定义包含网络信息（IP 地址及可选子网掩码）、可选范围定义，以及可返回至客户端的 DHCP 或
XAuth 属性。 如果池中的所有地址均已分配，则新的客户端地址请求将失败，即使客户端成功通
过认证。
应在 [edit access]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rofile 配置语句定义访问配置文件。 可在访问配置文
件配置中引用定义的地址池。
还可以使用 xauth ip-address address 选项在访问配置文件中将特定 IP 地址绑定至客户端。 该
IP 地址必须在地址池中定义的地址范围内。 还必须不同于在 [edit access profile
address-assignment pool pool-name family ine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host 配置语句定义的 IP
地址。 如果当前绑定到特定 IP 地址的客户端使用相同凭据再次登录，系统将从地址池为其分配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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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80页上的示例：配置本地认证和地址池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70页上的示例：配置动态 VPN

示例：配置本地认证和地址池
此示例显示如何创建地址池以及如何在访问配置文件中分配客户端 IP 地址。

要求
开始前，请配置主要和辅助 DNS 和 WINS 服务器，并向其分配 IP 地址。

概述
此示例创建了地址池 xauth1，其中包含 40.0.0.0/24 子网中的 IP 地址。 xauth1 地址池也为主
要和辅助 DNS 和 WINS 服务器分配 IP 地址。
访问配置文件 dvpn-auth 引用了 xauth1 池。 dvpn-auth 访问配置文件配置了两个客户端：
•

jason：IP 地址 40.0.0.1 绑定至此客户端。 认证成功后，该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为
40.0.0.1。 如果客户端在注销前再次登录，则从 xauth1 池为该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

jacky：认证成功后，系统从 xauth1 池为该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此外，dvpn-auth 访问配置文件指定在登录时使用密码认证来验证客户端。 可以指定其他认证方
法；软件会针对每次客户端登录尝试，按先后顺序尝试这些认证方法。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authentication-order password
set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client jacky firewall-user password "$9$VusgJGUHmPQ249p"
set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client jason xauth ip-address 40.0.0.1/32
set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client jason firewall-user password "$9$Q1Y53/tu0Icrvp0vL"
set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network 40.0.0.0/24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primary-dns
40.0.0.250/32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secondary-dns
40.0.0.251/32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primary-wins
40.0.0.253/32
se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xauth-attributes secondary-wins
40.0.0.2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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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地址池和使用该地址池的访问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地址池。
[edit 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user@host# set pool xauth1 family inet network 40.0.0.0/24 xauth-attributes
primary-dns 40.0.0.250 secondary-dns 40.0.0.251 primary-wins 40.0.0.253
secondary-wins 40.0.0.254

2.

配置访问配置文件。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dvpn-auth
dvpn-auth
dvpn-auth
dvpn-auth
dvpn-auth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authentication-order password
client jason xauth ip-address 40.0.0.1
client jason firewall-user password jason
client jacky firewall-user password jacky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access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
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dvpn-auth {
authentication-order password;
client jacky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VusgJGUHmPQ249p"; ## SECRET-DATA
}
}
client jason {
xauth {
ip-address 40.0.0.1/32;
}
firewall-user {
password "$9$Q1Y53/tu0Icrvp0vL"; ## SECRET-DATA
}
}
address-assignment {
pool xauth1;
}
}
address-assignment {
pool xauth1 {
family inet {
network 40.0.0.0/24;
xauth-attributes {
primary-dns 40.0.0.250/32;
secondary-dns 40.0.0.251/32;
primary-wins 40.0.0.253/32;
secondary-wins 40.0.0.254/3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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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地址分配 (第682页)

验证地址分配
用途

验证地址分配。 对于 XAuth，硬件地址始终显示为 NA。 如果向特定用户分配了静态 IP 地址，
则相关用户名和配置文件名（采用 user@profile 格式）会显示在“Host/User”（主机/用户）
列。 如果从池中向客户端分配了 IP 地址，则显示用户名；如果不存在用户名，则显示 NA。 对
于其他应用（例如，DHCP），如果配置了主机名，则显示出来；否则，将显示 NA。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network-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命令。
user
user@host> show network-access address-assignment pool xauth1
IP address
Hardware address
Host/User
40.0.0.1
NA
jason@dvpn-auth
40.0.0.2
NA
jacky

相关主题

Type
XAUTH
XAUTH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79页上的了解本地认证和地址分配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70页上的示例：配置动态 VPN

动态 VPN 提议集
如果存在很多动态 VPN 客户端，为 IKE 和 IPsec 策略配置定制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和 IP
安全性 (IPsec) 提议的过程可能会很繁琐和费时。 管理员可以为动态 VPN 客户端选择基本、兼
容或标准提议集。 每个提议集包含两个或以上的预定义提议。 服务器从提议集中选择一个预定
义提议，并在客户端配置中将其推送至客户端。 客户端在与服务器的协商中使用此提议建立连
接。
IKE 和 IPsec 安全关联 (SA) 重定密钥超时的缺省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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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IKE SA，重定密钥超时为 28,800 秒。

•

对于 IPsec SA，重定密钥超时为 36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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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因为 proposal-set 配置不允许配置重定密钥超时，所以在客户端下载时，这
些值包括在要发送至客户端的客户端配置中。

提议的基本用例如下：
•

IKE 和 IPsec 均使用提议集。
服务器从提议集选择预定义的提议，然后将其与缺省的重定密钥超时值一起发送至客户端。

•

IKE 使用提议集，IPsec 使用定制提议。
服务器将来自配置的 IKE 提议集的预定义 IKE 提议，与缺省的重定密钥超时值一起发送至客
户端。 对于 IPsec，服务器会发送在 IPsec 提议中配置的设置。

•

IKE 使用定制提议，IPsec 使用提议集。
服务器将来自配置的 IPsec 提议集的预定义 IPsec 提议，与缺省的重定密钥超时值一起发送
至客户端。 对于 IKE，服务器会发送在 IKE 提议中配置的设置。

注意: 如果 IPsec 使用标准提议集且未配置完全向前保密 (PFS)，则缺省 PFS 设置
为 group2。 对于其他提议集，将不会设置 PFS，因为尚未配置。 另外，对于 IPsec
提议集，IPsec 策略 perfect-forward-secrecy keys 中的 group 配置将覆盖提议集中
的 Diffie-Hellman (DH) 组设置。

因为客户端仅接受将一个提议用于与服务器协商通道建立，所以服务器会内部从提议集选择一个
提议并发送至客户端。 每个提议集的所选提议如下：
对于 IKE
•

Sec 级基础：预共享密钥、g1、des、sha1

•

Sec 级兼容：预共享密钥、g2、3des、sha1

•

Sec 级标准：预共享密钥、g2、aes128、sha1

对于 IPsec

相关主题

•

Sec 级基础：esp、no pfs（如未配置）或 groupx（如已配置）、des、sha1

•

Sec 级兼容：esp、no pfs（如未配置）或 groupx（如已配置）、3des、sha1

•

Sec 级标准：esp、g2（如未配置）或 groupx（如已配置）、aes128、sha1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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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共享 IKE ID
•

了解组和共享 IKE ID (第684页)

•

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组 IKE ID (第685页)

•

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单独 IKE ID (第692页)

了解组和共享 IKE ID
使用动态 VPN 时，每个用户连接都会使用唯一的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ID。 当有大量用户需要
访问 VPN 时，为每位用户配置单独的 IKE 网关、IPsec VPN 和安全策略可能会相当繁琐。 借助
组 IKE ID 和共享 IKE ID 功能，可以让多位用户共享 IKE 网关配置，从而减少所需的 VPN 配
置数。

注意: 建议为动态 VPN 部署配置组 IKE ID，因为组 IKE ID 可为每位用户提供唯一
的预共享密钥和 IKE ID。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组 IKE ID (第684页)

•

共享 IKE ID (第685页)

组 IKE ID
配置了组 IKE ID 后，每位用户的 IKE ID 是特定于用户的部分与所有组 IKE ID 用户通用部分
的串联。 例如，用户 Bob 可以使用“Bob.juniper.net”作为其完整 IKE ID，其中
“.juniper.net”对于所有用户通用。 完整 IKE ID 用于唯一标识每个用户连接。
尽管组 IKE ID 不要求 XAuth，但动态 VPN 要求 XAuth 来检索网络属性（例如 IP 地址）。 如
果使用组 IKE ID 的动态 VPN 未配置 XAuth，则会显示警告。

注意: 配置了组 IKE ID 后，建议用户为 WebAuth 和 XAuth 认证使用相同的凭据。

多位用户可以使用相同的组 IKE ID，但单个用户不能将同一组 IKE ID 用于不同的连接。 如果
用户需要来自不同远程客户端的连接，则需要为每个连接配置不同的组 IKE ID。 如果用户仅配
置了一个组 IKE ID 并尝试从另一台 PC 建立第二个连接，则第一个连接会终止，以允许第二个
连接通过。
要配置组 IKE ID，请执行以下操作：

684

•

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way-name dynamic]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ike-user-type
group-ike-id。

•

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way-name dynamic]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hostname 配置语
句。 此配置是完整 IKE ID 中所有用户通用的部分。

•

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policy-name]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pre-shared-key 配置语句。
配置的预共享密钥用于生成实际的预共享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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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IKE ID
配置了共享 IKE ID 后，所有用户共享单个 IKE ID 和单个 IKE 预共享密钥。 每位用户通过强
制的 XAuth 阶段进行认证；在该阶段中，会使用外部 RADIUS 服务器或本地访问数据库对单个用
户的凭据进行验证。 XAuth 对于共享 IKE ID 是必需的。
XAuth 用户名与配置的共享 IKE ID 一起用于区分不同的用户连接。 因为用户名用于标识每个用
户连接，所以 WebAuth 用户名和 XAuth 用户名必须相同。
多位用户可以使用相同的共享 IKE ID，但单个用户不能将同一共享 IKE ID 用于不同的连接。
如果用户需要来自不同远程客户端的连接，则需要为每个连接配置不同的共享 IKE ID。 如果用
户仅配置了一个共享 IKE ID 并尝试从另一个客户端建立第二个连接，则第一个连接会终止，以
允许第二个连接通过。 另外，因为需要用户名来与 IKE ID 一起标识每个用户连接，所以用户必
须为 WebAuth 和 XAuth 认证使用相同的凭据。
要配置共享 IKE ID，请执行以下操作：

相关主题

•

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way-name dynamic]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ike-user-type
shared-ike-id。

•

在 [edit security ike gateway gateway-name dynamic]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hostname 配置语
句。 配置的主机名由动态 VPN 访问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用户共享。

•

在 [edit security ike policy policy-name] 层次结构级别配置 pre-shared-key 配置语句。
配置的预共享密钥由动态 VPN 访问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用户共享。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85页上的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组 IKE ID

•

第692页上的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单独 IKE ID

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组 IKE ID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由多位用户使用的组 IKE ID。
•

要求 (第685页)

•

概述 (第686页)

•

配置 (第687页)

•

验证 (第69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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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同时有两个以上的用户连接，请在设备中安装动态 VPN 许可证。 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4. 请参阅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配置两位使用单个 IKE ID 和单个 IKE 预共享密钥的远程动态 VPN 用户（请参
阅第686页上的表91 和第687页上的表92）。 外部 RADIUS 服务器用于认证用户和向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请参阅第686页上的表90）。

表90:

RADIUS 服务器用户认证（组 IKE ID）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XAuth 配置文件

radius-profile

•

RADIUS 是用于验证用户凭据的认证方法。

•

RADIUS 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00.100.250，密码是 secret。

•

此配置文件是 Web 认证的缺省配置文件。

表91: 组 IKE ID VPN 通道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KE 策略（阶段 1）

clientpol-group

•

模式：aggressive

•

提议集：compatible

•

预共享密钥：(ASCII) for-everyone-in-access-profile

•

IKE 策略yiny：clientpol-group

•

动态主机名：juniper.net

•

IKE 用户类型：group IKE ID

•

最大并发连接数：50

•

外部接口：ge-0/0/0.0

•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IKE 网关（阶段 1）

groupgw

IPsec 策略（阶段 2）

client1vpnPol

提议集：compatible

IPsec VPN（阶段 2）

groupvpn

•

IKE 网关引用：groupgw

•

IPsec 策略引用：client1vpnPol

•

匹配标准：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group-sec-policy

•

主机入站信息流

686

•

source address any

•

destination 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groupvpn

允许以下类型的信息流进入 untrust 区段中的 ge-0/0/0.0 接口：
•

IKE

•

HTTPS

•

ping

•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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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远程客户端的组 IKE ID 动态 VPN 配置

功能

名称

远程客户端的访问配置文件

配置参数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远程客户端

groupcfg

•

IPsec VPN 引用：groupvpn

•

用户名引用：derek 和 chris

•

远程保护资源：10.100.100.0/24

•

远程例外：0.0.0.0/0、1.1.1.1/24、0.0.0.0/32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set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radius-server 10.100.100.250 secret
"$9$UYHPQ/9pB1h/COREcMW"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pol-group mode aggressiv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pol-group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pol-grou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jwk.5OBESlMtpIcrex7wYgaDkFnC1RSn/u1RSleNdbYoGQz36/t4aUHqm
F3ylK8NbjikqPQGDnCp0hc8X7Nb2ZGi"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ike-policy clientpol-group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dynamic connections-limit 5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dynamic ike-user-type group-ike-id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groupgw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client1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groupvpn ike gateway groupgw
set security ipsec vpn group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group-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group-sec-polic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group-sec-polic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group-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group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remote-exceptions 0.0.0.0/0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ipsec-vpn group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user chris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user derek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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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多位用户配置组 IKE ID：
1.

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profile radius-profile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user@host# set profile radius-profile radius-server 10.100.100.250 secret secret
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2.

配置 IKE 策略。
[edit security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pol-group mode aggressive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pol-group proposal-set compatible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pol-grou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for-everyone-in-access-profile

3.

配置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groupgw
groupgw
groupgw
groupgw
groupgw
groupgw

ike-policy clientpol-group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dynamic ike-user-type group-ike-id
dynamic connections-limit 50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配置 IPsec。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ike]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ipsec]
policy client1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vpn groupvpn ike gateway groupgw
vpn group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group-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group-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groupvpn

6.

配置主机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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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指定要用于动态 VPN 的访问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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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host# set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8.

配置可使用动态 VPN 的客户端。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dynamic-vpn]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clients groupcfg

ipsec-vpn groupvpn
user derek
user chris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remote-exceptions 0.0.0.0/0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show security ipsec、show security policie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radius-server {
10.100.100.250 secret "$9$UYHPQ/9pB1h/COREcMW"; ## SECRET-DATA
}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web-authentication {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ike {
policy clientpol-group {
mode aggressive;
proposal-set compatible;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jwk.5OBESlMtpIcrex7wYgaDkFnC1RSn/u1RSleNdbYoGQz36/t4aUHqm
F3ylK8NbjikqPQGDnCp0hc8X7Nb2ZGi"; ## SECRET-DATA
}
gateway groupgw {
ike-policy clientpol-group;
dynamic {
hostname juniper.net;
connections-limit 50;
ike-user-type group-ike-id;
}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ipsec {
policy client1vpnPol {
proposal-set compatible;
}
vpn groupvp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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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
gateway groupgw;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group-sec-polic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groupvpn;
}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https;
ping;
ssh;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dynamic-vpn {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clients {
groupcfg {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
10.100.100.0/24;
}
remote-exceptions {
0.0.0.0/0;
1.1.1.1/24;
0.0.0.0/32;
}
ipsec-vpn groupvpn;
user {
chris;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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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可使用用于监控传统 IPsec VPN 通道的相同命令监控 VPN 通道。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
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691页)

•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第691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691页)

•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第691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用途

验证远程客户端和所分配的 IP 地址是否使用 XAuth。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active-peer 命令。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用途

验证并发连接数和每位用户的协商参数。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84页上的了解组和共享 IK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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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单独 IKE ID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多位用户配置单独 IKE ID。

注意: 当有大量用户需要访问 VPN 时，为每位用户配置单独的 IKE 网关、IPsec VPN
和安全策略可能会相当繁琐。 借助组 IKE ID 功能，可以让多位用户共享 IKE 网关
配置，从而减少所需的 VPN 配置数。 请参阅第684页上的“了解组和共享 IKE ID”。

•

要求 (第692页)

•

概述 (第692页)

•

配置 (第694页)

•

验证 (第70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3. 如果同时有两个以上的用户连接，请在设备中安装动态 VPN 许可证。 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4. 请参阅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概述
以下示例显示两位远程动态 VPN 用户的配置。 对于每位用户，必须配置 IKE 策略和网关、IPsec
策略和 VPN，以及安全策略（请参阅第692页上的表94 和第693页上的表95）。 外部 RADIUS 服务
器用于认证用户和向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请参阅第692页上的表93）。

表93: RADIUS 服务器用户认证（单独 IKE ID）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XAuth 配置文件

radius-profile

•

RADIUS 是用于验证用户凭据的认证方法。

•

RADIUS 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00.100.250，密码是 secret。

•

此配置文件是 Web 认证的缺省配置文件。

表94: 客户端 1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KE 策略（阶段 1）

client1pol

•

模式：aggressive

•

提议集：compatible

•

预共享密钥：(ASCII) for-cli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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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 客户端 1 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KE 网关（阶段 1）

client1gw

•

IKE 策略引用：client1pol

•

动态主机名：juniper.net

•

外部接口：ge-0/0/0.0

•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IPsec 策略（阶段 2）

client1vpnPol

提议集：compatible

IPsec VPN（阶段 2）

client1vpn

•

IKE 网关引用：client1gw

•

IPsec 策略引用：client1vpnPol

•

匹配标准：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client1-policy

•

主机入站信息流

source address any

•

destination 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client1vpn

允许以下类型的信息流进入 untrust 区段中的 ge-0/0/0.0 接口：

远程客户端的访问配置文件
远程客户端

•

•

IKE

•

HTTPS

•

ping

•

SSH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cfg1

•

IPsec VPN 引用：client1vpn

•

用户名引用：derek

•

远程保护资源：10.100.100.0/24

•

远程例外：0.0.0.0/0、1.1.1.1/24、0.0.0.0/32

表95: 客户端 2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IKE 策略（阶段 1）

client2pol

•

模式：aggressive

•

提议集：compatible

•

预共享密钥：(ASCII) for-client2

•

IKE 策略引用：client2pol

•

动态主机名：juniper.net

•

外部接口：ge-0/0/0.0

•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IKE 网关（阶段 1）

client2gw

IPsec 策略（阶段 2）

client2vpnPol

提议集：compatible

IPsec VPN（阶段 2）

client2vpn

•

IKE 网关引用：client2gw

•

IPsec 策略引用：client2vpn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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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客户端 2 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安全策略（允许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client2-policy

•

•

主机入站信息流

匹配标准：
•

source address any

•

destination 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允许操作：tunnel ipsec-vpn client2vpn

允许以下类型的信息流进入 untrust 区段中的 ge-0/0/0.0 接口：

远程客户端的访问配置文件

•

IKE

•

HTTPS

•

ping

•

SSH

访问配置文件引用：radius-profile

远程客户端

cfg2

•

IPsec VPN 引用：client2vpn

•

用户名引用：chris

•

远程保护资源：10.100.100.0/24

•

远程例外：0.0.0.0/0、1.1.1.1/24

配置
•

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 (第694页)

•

配置客户端 1 (第695页)

•

配置客户端 2 (第698页)

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set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radius-server 10.100.100.250 secret
"$9$/or0tBEleWx7VlKX-dbaJ"
set access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XAuth 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访问配置文件。
[edit access]
user@host# set profile radius-profile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user@host# set profile radius-profile radius-server 10.100.100.250 secret secret

2.

使用 XAuth 配置文件配置 Web 认证。
[edit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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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firewall-authentication web-authentication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access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
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access
profile radius-profile {
authentication-order radius;
radius-server {
10.100.100.250 secret "$9$/or0tBEleWx7VlKX-dbaJ"; ## SECRET-DATA
}
}
firewall-authentication {
web-authentication {
default-profile radius-profile;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客户端 1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1pol mode aggressiv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1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1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AoVYuORx7VsgJW87Vb2GUfTz36ArlMx-weK"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1gw ike-policy client1pol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1gw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1gw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1gw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client1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client1vpn ike gateway client1gw
set security ipsec vpn client1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client1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0.0.0.0/0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ipsec-vpn client1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1 user derek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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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单个用户配置动态 VPN，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IKE 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配置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ike]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client1gw
client1gw
client1gw
client1gw

ike-policy client1pol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配置 IPsec。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ike]
policy client1pol mode aggressive
policy client1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policy client1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for-client1

ipsec]
policy client1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vpn client1vpn ike gateway client1gw
vpn client1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client1vpn

5.

配置主机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指定要用于动态 VPN 的访问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host# set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7.

配置可使用动态 VPN 的客户端。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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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vpn]
clients cfg1 ipsec-vpn client1vpn
clients cfg1 user derek
clients cfg1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二章: 动态 VPN

user@host# set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0.0.0.0/0
user@host# set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user@host# set clients cfg1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show security ipsec、show security policie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1pol {
mode aggressive;
proposal-set compatible;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AoVYuORx7VsgJW87Vb2GUfTz36ArlMx-weK"; ## SECRET-DATA
}
gateway client1gw {
ike-policy client1pol;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olicy client1vpnPol {
proposal-set compatible;
}
vpn client1vpn {
ike {
gateway client1gw;
ipsec-policy client1vpnPol;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client1-sec-polic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client1vpn;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ike;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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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ssh;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clients {
cfg1 {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
10.100.100.0/24;
}
remote-exceptions {
0.0.0.0/0;
1.1.1.1/24;
0.0.0.0/32;
}
ipsec-vpn client1vpn;
user {
derek;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客户端 2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2pol mode aggressiv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2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2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AoVYuORx7VsgJW87Vb2GUfTz36ArlMx-weK"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2gw ike-policy client2pol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2gw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2gw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client2gw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client2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set security ipsec vpn client2vpn ike gateway client2gw
set security ipsec vpn client2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2vpnPol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client1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2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2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cfg2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698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二章: 动态 VPN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set security dynamic-vpn clients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ike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https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ping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ystem-services ssh

分步过程

cfg2 ipsec-vpn client2vpn
cfg2 user chris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单个用户配置动态 VPN，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IKE 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配置 IKE 网关。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ike]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gateway

client2gw
client2gw
client2gw
client2gw

ike-policy client2pol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配置 IPsec。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ike]
policy client2pol mode aggressive
policy client2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policy client2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for-client2

ipsec]
policy client2vpnPol proposal-set compatible
vpn client2vpn ike gateway client2gw
vpn client2vpn ike ipsec-policy client2vpnPol

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vpn client2vpn

5.

配置主机入站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ike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https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ping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ssh

指定要用于动态 VPN 的访问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host# set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7.

配置可使用动态 VPN 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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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dynamic-vpn]
clients cfg2
clients cfg2
clients cfg2
clients cfg2
clients cfg2

ipsec-vpn client1vpn
user chris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10.100.100.0/24
remote-exceptions 1.1.1.1/24
remote-exceptions 0.0.0.0/32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show security ipsec、show security policies、show
security zones 和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命令，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ke
policy client2pol {
mode aggressive;
proposal-set compatible;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AoVYuORx7VsgJW87Vb2GUfTz36ArlMx-weK"; ## SECRET-DATA
}
gateway client2gw {
ike-policy client2pol;
dynamic hostname juniper.net;
external-interface ge-0/0/0.0;
xauth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psec
policy client2vpnPol {
proposal-set compatible;
}
vpn client2vpn {
ike {
gateway client2gw;
ipsec-policy client2vpnPol;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client2-sec-polic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vpn client2vpn;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
host-inbound-traf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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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ervices {
ike;
https;
ping;
ssh;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access-profile radius-profile;
clients {
cfg2 {
remote-protected-resources {
10.100.100.0/24;
}
remote-exceptions {
1.1.1.1/24;
0.0.0.0/32;
}
ipsec-vpn client2vpn;
user {
chris;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可使用用于监控传统 IPsec VPN 通道的相同命令监控 VPN 通道。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
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第701页)

•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第701页)

•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第702页)

•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第702页)

验证 IKE 阶段 1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KE 阶段 1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连接的客户端和分配的地址
用途

验证远程客户端和所分配的 IP 地址是否使用 XAuth。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ke active-peer 命令。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70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验证 IPsec 阶段 2 状态
用途

验证安全关联的 IPsec 阶段 2 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并发连接和每位用户的参数
用途

验证并发连接数和每位用户的协商参数。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vpn use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动态 VPN 通道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684页上的了解组和共享 IKE ID

•

第685页上的示例：为多位用户配置组 IKE ID

用于动态 VPN 访问的 Junos Pulse 客户端
•

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第702页)

•

Junos Pulse 客户端安装要求 (第703页)

•

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第703页)

•

Junos Pulse 界面和连接 (第704页)

•

管理 Junos Pulse 界面 (第706页)

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Junos Pulse 可通过局域网和广域网实现经认证的与受保护资源和服务的安全网络连接。 该远程
访问客户端的开发目的是取代之前称为 Juniper Networks Access Manager 的访问客户端。 卸
载访问客户端后方可安装 Junos Pulse 客户端。
Junos Pulse 支持到运行 Junos OS 的 SRX 系列网关的远程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连接。 要为
Junos Pulse 客户端配置防火墙访问环境，必须在 SRX 系列网关上配置 VPN 设置，并在 Junos
Pulse 客户端上创建和部署防火墙连接。
对于运行 Junos OS 10.2 到 10.4 的 SRX 系列设备，Junos Pulse 受支持，但必须单独部署。
在 Junos OS 11.1 和更高版本中，如果客户机上不存在 Pulse 客户端，则系统会在您登录 SRX
系列设备时自动下载和安装 Pulse 客户端。 如果客户机上存在 Pulse 客户端，则必须将其启
动。
相关主题

702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703页上的Junos Pulse 客户端安装要求

•

第703页上的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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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Pulse 客户端安装要求
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的计算机上支持 Junos Pulse 2.0 版客户端软件。 第703页上的表96
列出了支持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所需的最低硬件和软件要求。

表96: Junos Pulse 客户端硬件和软件要求
组件

要求

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

32 位或 64 位平台上的 Vista Ultimate/Business/Home- Basic/Home-Premium，
安装 Service Pack 2；Internet Explorer 9.0、Internet Explorer 7.0、
Firefox 3.0 和 Firefox 3.5

•

32 位或 64 位平台上的 Windows 7
Ultimate/Professional/Home-Basic/Home-Premium；Internet Explorer 9.0、
Internet Explorer 7.0、Firefox 3.0 和 Firefox 3.5

•

仅 32 位平台上的 XP Home，安装 Service Pack 3；Internet Explorer 9.0、
Internet Explorer 7.0、Firefox 3.0 和 Firefox 3.5

CPU

1.8 GHz

内存

1 GB RAM

可用磁盘空间

安装：25 MB；日志记录：50 MB

注意: Windows Server 平台以及 Macintosh 或 Linux 平台上不支持 Junos Pulse
2.0。 64 位浏览器中也不支持。

注意: 为增强安全性，建议禁用 Windows 端点上的快速用户切换功能。 快速用户切
换功能允许多位用户同时登录单台计算机。 对于 Windows 7 和 Windows Vista 以及
Windows XP 中的域用户，该功能是缺省启用的。 启用快速用户切换功能后，系统上
的所有并发用户会话可以访问当前桌面与网络和 Infranet 控制器的连接。 因此，如
果一位用户当前具有网络连接，则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登录的其他用户也可以访问同一
网络连接，从而造成安全风险。

相关主题

•

第663页上的动态 VPN 概述

•

第702页上的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

第703页上的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必须配置动态 VPN 功能；缺省情况下，该功能在 SRX 系列设备上是禁用的。 启用并完成配置
后，该功能方可使用。 动态 VPN 功能让网络中的信息流通过 IPsec VPN 通道，从而保证其安
全。 在 VPN 配置中，应定义客户端配置。 随后，客户端及设置将下载至用户的计算机。 卸载
Access Manager 后，用户方可安装 Junos Pulse 客户端。 请参阅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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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Pulse 客户端安装概述 - 本节介绍如何从 SRX 系列网关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可以按以下方式将 Junos Pulse 从 SRX 系列设备部署至端点：
•

Web 安装— 采用 Web 安装时，当您使用动态 VPN URL 登录访问网关的 Web 门户后，Pulse
客户端将下载至客户机。 在 Pulse 客户端下载至客户机后，需创建防火墙连接。

注意: 安装 Junos Pulse 后，Windows 端点上会重新启动活动的网络连接。 当用
户通过与访问网关的 Web 接口的 WAN 连接启动 Junos Pulse 安装后，用户可能需
要再次登录其服务提供商来重新建立网络连接。 开始安装前，用户应注意此问题。

相关主题

•

第668页上的动态 VPN 配置概述

•

第702页上的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

第704页上的Junos Pulse 界面和连接

•

第706页上的管理 Junos Pulse 连接

Junos Pulse 界面和连接
•

Junos Pulse 界面 (第704页)

•

Junos Pulse 连接类型 (第705页)

•

Junos Pulse 连接状态 (第705页)

•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 (第705页)

Junos Pulse 界面
Junos Pulse 界面显示网络连接并提供有关端点连接、安全性和加速的状态。 对于 SRX 系列设
备，可选择安装 WAN 加速软件。 当通过广域网连接到网络后，WAN 加速软件将与网络设备进行
交互来优化应用的性能。
如果 Junos Pulse 界面显示加速窗格，则表示所连接的网络设备可通过 WAN 优化来提高应用在
广域网内的性能。 Junos Pulse 的加速服务无需配置。 Junos Pulse 可自动发现数据中心中的
Juniper Networks WXC 系列应用加速平台，然后协商出一个同时受客户端和服务器支持的服务级
别。 如果服务处于活动状态，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图标。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发现将 WAN 优化关闭后特定应用的网络性能反而更好。
要启用或禁用 WAN 优化，请在 Junos Pulse 加速窗格中单击“Enable”（启用）或“Disable”
（禁用）。

704

•

Connections— 对所选连接进行操作：断开、编辑或删除。 添加新连接。 忘记所有连接的已
保存设置。

•

Logs— 注释、设置日志级别或保存日志文件。

•

About— 显示版本和版权。

•

Help— 显示 Help（帮助）文件。

•

Close— 关闭 Junos Pulse 界面。 请注意，该程序不会断开活动的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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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Pulse 连接类型
定义新连接时选择的连接类型与提供受保护网络资源访问权限的设备类型有关。 对于 SRX 系列
服务网关，请使用“防火墙”连接类型。
如要通过无线连接访问 SRX 系列设备，请使用到 Junos 无线网络的 Windows 连接申请者程序，
然后通过 Junos Pulse 连接至 SRX 系列防火墙。

Junos Pulse 连接状态
Junos Pulse 在“Connections”（连接）窗格和系统托盘中显示连接状态。 “Connections”
（连接）窗格图标可显示每个连接的状态。 系统托盘图标也会指示连接状态。

注意: 可以右键单击系统托盘图标以打开 Junos Pulse 界面或关闭 Junos Pulse。

连接可处于以下任何一种状态：
•

无连接。

•

正在连接。 连接将保持此状态，直到失败或成功为止。

•

已连接，但存在问题。

•

连接失败。

•

已连接。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所跟踪的信息有助于解决连接问题。 记录操作在后台进行。 您无需对记
录环境进行任何更改，除非故障排除工作指示您这样做。
为协助故障排除工作，您可能会被要求执行以下任务：

相关主题

•

Annotate the logs—注释日志文件时，在特定位置插入用于标记日志文件的文本。 例如，要
解决连接问题，可能会要求您使用特定文本来注释日志文件，再尝试已失败的连接，然后再次
注释日志文件。 这样的事件顺序可以让支持代表在日志文件中搜索您插入的文本。 该文本会
将日志文件中用于跟踪连接问题的条目括起。

•

Set the log level— 缺省的记录级别为“Normal”（常规）。 为进行故障排除操作，您可能
会被要求将记录级别更改为“Detailed”（详细）。

•

Save the logs—“Save As”（另存为）操作可以将所有日志文件集中到单个 .zip 文件中，
并允许指定该文件的保存位置。

•

第702页上的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

第703页上的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

第706页上的管理 Junos Pulse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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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Junos Pulse 界面
•

添加连接 (第706页)

•

连接到网络 (第706页)

•

与活动网络断开连接 (第708页)

•

查看连接属性 (第708页)

•

编辑连接属性 (第708页)

•

忘记保存的设置 (第708页)

•

删除连接 (第709页)

•

解决 Junos Pulse 连接问题 (第709页)

•

注释日志文件 (第710页)

•

设置日志级别 (第710页)

•

保存日志文件 (第710页)

•

查看组件版本信息 (第711页)

添加连接
Junos Pulse 中的每个连接都表示一个受保护的网络。 通常，网络管理员会为您定义连接并可能
禁用“Add a Connection”（添加连接）功能。 如果您需要创建新连接，网络管理员会告诉您必
须使用的设置。
要添加新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单击“Add a Connection”（添加连接）按钮：
将打开“Add a Connection”（添加连接）对话框。

•

对于“Type”（类型），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Firewall— 如要连接至 Juniper Networks SRX 系列设备，请使用此网络类型。

•

对于“Name”（名称），请为此连接指定一个描述性名称。 指定的名称将出现在 Junos Pulse
界面的“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

•

对于“Server URL”（服务器 URL），请指定要连接到的网络。 可以按照下列任一格式输入
“Server URL”（服务器 URL）：
•

IP 地址，例如 10.204.71.86

•

DNS 名称，例如 server.mycompany.net。

•

单击 Add（添加）以保存新连接，然后关闭对话框。 单击 Connect（连接）以保存新连接，
然后发起网络连接。

连接到网络
在“Connect”（连接）窗格中必须至少列出一个连接，然后才能连接到网络。 您所看到的连接
提示取决于网络访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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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将 Junos Pulse 用于无线网络，可能需要先通过 Windows 或安装在端点上
的无线设备软件来配置端点的无线网络设置。 例如，在 Windows XP 中，使用
Start>Control Panel>Network Connections（开始 > 控制面板 > 网络连接）来访问
Windows 网络设置选项。 网络管理员也可以定义无线连接和扫描列表，并将它们包括
在 Junos Pulse 安装中。

要使用已定义的连接来连接到网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Connections”（连接）列表中，针对要建立的连接单击 Connections（连接）。
2. 根据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

单击 Connections（连接）按钮后，可能需要对以下提示做出响应：
•

证书—如果 Junos Pulse 需要与一台证书服务器通信，而网络管理员配置了多台服务器，则会
提示选择其中一台服务器。 由证书授权机构颁发的证书用于验证所连接的网络资源是否有效。
如果证书来自信任来源，则会被自动接受，并且系统将不显示证书提示。 如果证书出现问题，
系统可能会询问您是否接受该证书并继续进行连接。

•

凭据—用户名和密码，或用户名和令牌代码，用于建立访问设备的身份标识。 系统还可能提示
您输入辅助用户名和密码以及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验证环境可能会定期提示您更改密
码或令牌 PIN 号码。

“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复选框可能会出现在每个登录屏幕中。 （管理员可以禁用此功
能。）如果启用复选框，则在下次登录时不会提示相应的信息。 如果保存设置，则可以使用
“Forget Saved Settings”（忘记保存的设置）功能恢复提示登录信息。 使用“Save Settings”
（保存设置）功能可以保存以下信息：
•

证书接受

•

证书选择

•

用户名和密码

对所有连接提示做出响应后所采取的步骤取决于网络管理员所配置的访问策略以及网络访问设备
的类型。 连接过程可以包含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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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更新—Junos Pulse 可以在连接时自动更新。 例如，当第一次连接到新类型的网络访问设
备时，系统可能会收到更新的 Junos Pulse 软件，或者收到用于支持扩展服务的附加软件模
块。

与活动网络断开连接
要与网络断开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Junos Pulse 的“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针对要断开的连接单击 Disconnect（断

开连接）。
或者
1. 在 Junos Pulse 的“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右键单击连接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 Disconnect（断开连接）。

查看连接属性
要查看连接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Connections”（连接）列表中，单击连接名称旁边的展开图标。 连接详细信息将出现在

连接的下方。

编辑连接属性
创建连接后，可以对出现在“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的 URL 和名称进行编辑。 只有连接
当前处于非活动状态时，才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要编辑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右键单击连接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单击 Edit（编辑）。

将打开“Edit Connection”（编辑连接）对话框。
2. 编辑连接，然后单击 Save（保存）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或者单击 Connect（连接）以

发起连接并关闭对话框。
或者
1. 单击连接以将其选中。
2. 单击“Edit Connection”（编辑连接）按钮。

将打开“Edit Connection”（编辑连接）对话框。
3. 编辑连接，然后单击 Save（保存）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或者单击 Connect（连接）以

发起连接并关闭对话框。

忘记保存的设置
连接到网络时，可以选中“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复选框，使 Junos Pulse 记住登录凭
证。 （请注意，网络管理员可以禁用此功能。）每一个提示您进行响应的屏幕都拥有各自的“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复选框。 如果保存设置，则在以后的登录尝试中都不会提示您提供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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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如果登录凭据改变，则必须在 Junos Pulse 中清除已保存的设置，系统将重新提示您提
供凭据信息。
要删除已保存的登录凭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Connections”（连接）列表中右键单击任意位置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 Forget Saved Settings（忘记保存的设置）。 Junos Pulse 会为所有配置的连接清除

已保存的设置。
或者
1. 单击 Forget Saved Settings（忘记保存的设置）按钮：

删除连接
要删除 连接：
1. 在“Connections”（连接）列表中，单击选中要删除的连接。
2. 单击“Delete”（删除）按钮：
3. 在删除连接前，系统会提示您进行确认。

或者
1.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连接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单击 Delete（删除）。
2. 在删除连接前，系统会提示您进行确认。

解决 Junos Pulse 连接问题
可以使用以下故障排除信息来帮助解决连接问题。 第709页上的表97 列出了问题、说明及解决方
案建议。

表97: Junos Pulse 故障排除信息
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建议

在登录期间，出现以下消息：

Junos Pulse 无法验证服务器的标识。 此错误或任何
证书错误意味着 Junos Pulse 无法确保您将连接到可
信任的服务器。 服务器证书可能已撤消或已过期。 该
服务器证书可能由未被 Junos Pulse 认可的证书授权
机构发布，例如，当组织使用自签证书时。 如果网络
管理员已启用此权限，则可以选择继续操作并连接到服
务器，但只有在网络管理员建议您忽略证书错误后才能
这样操作。

您将认证到不受信任的服务器。 是否接受此连接的
证书？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70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表97: Junos Pulse 故障排除信息 (续)
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建议

在登录期间，出现以下消息：

如果在激活某个 Junos Pulse 连接时选中了“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复选框，则在每次激活该连接
时都会使用已提供的凭据，而不会提示输入登录信息。
不过，Junos Pulse 无法检测出网络密码的更改时间，
它会继续使用保存的设置，这会导致“Credentials
were invalid”（凭据无效）错误。 要解决此问题，
请单击 Forget Saved Settings（忘记保存的设置）按
钮。

证书无效。 请重新尝试。

下次连接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登录凭证，您可以指定
新登录信息。 如果选中“Save Settings”（保存设
置）复选框，则将保存新的凭证信息。
系统托盘图标和“Connections”（连接）窗格图
标变为“Failed”（失败）状态：
连接失败

“Connections”（连接）窗格中显示连接失败图标时，
可单击该连接以显示连接状态。 详细信息部分显示了
具体错误，可以单击该错误来打开显示错误详细说明的
窗口。

注释日志文件
注释日志文件时，在特定位置插入用于标记日志文件的文本。 例如，要解决连接问题，可能会要
求您使用特定文本来注释日志文件，再尝试已失败的连接，然后再次注释日志文件。 这样的事件
顺序可以让支持技术人员在日志文件中很容易找到跟踪连接问题的条目。
要注释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Junos Pulse 窗口顶部的程序图标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 Logs > Annotate（日志 > 注释）以打开“Annotate Logs”（注释日志）对话框。
3. 键入注释文本，然后单击 OK（确定）。

设置日志级别
要设置日志级别，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Junos Pulse 窗口顶部的程序图标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 Logs > Log Level > Detailed（日志 > 日志级别 > 详细）或 Logs > Log Level >

Normal（日志 > 日志级别 > 常规）。 复选标记表示当前启用的选项。
常规记录为缺省设置。 应该将记录操作设置为“Normal”（常规），除非正在解决连接问题。
详细记录操作会创建大量日志条目并增大日志文件。 通常，只有在解决问题后才会启用详细记
录。

保存日志文件
作为故障排除过程的一部分，您可能会被要求保存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 Pulse 可能包含多
个组件，且每个组件都会生成一个或多个日志文件。 “Save As”（另存为）操作可将所有 Pulse
日志文件及其他诊断文件组合到一个名为 LogsAndDiagnostics.zip 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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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存 Junos Pulse 日志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Junos Pulse 窗口顶部的程序图标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 Logs>Save As（日志 > 另存为）。 出现“Save As”（另存为）对话框。
3. 接受位置和文件名的缺省值或指定新值，然后单击 Save（保存）。

查看组件版本信息
在故障排除操作中，网络管理员可能会要求您验证 Junos Pulse 程序的版本号码。 要查看 Junos
Pulse 版本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Pulse > About（Pulse > 关于），打开“About”（关于）对话框。
2. 单击 version details（版本详细信息）打开“Pulse 版本详细信息”对话框。

相关主题

•

第702页上的了解 Junos Pulse 客户端

•

第703页上的部署 Junos Pulse 客户端软件

•

第704页上的Junos Pulse 界面和连接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引用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第711页)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第712页)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第714页)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第715页)

•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第719页)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用户可以在带互联网连接的 Windows XP 32 位、Windows Vista 64/32 位和 Windows 7 64/32
位机器上安装 Access Manager。 用户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安装该客户端，但无法运行它。
Access Manager 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与其他 Juniper Networks 客户端同时运行，这些客户端
包括 Odyssey Access Client (OAC)、Network Connect 客户端、Windows Secure Application
Manager (WSAM) 客户端、主机检查程序客户端和 WX 客户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2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

第714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

第715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

第719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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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第712页上的表98 列出了 Access Manager 在用户计算机上安装文件的目录、所安装的文件，以及
客户端卸载后保留的文件。

表98: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安装目录

目录中安装的文件

卸载后保留的文件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Connection Manager

•

ConnectionManagerService.dll

install.log

•

install.log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ConnectionStoreService.dll

•

dcfDOM.dll

•

install.log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install.log

•

ipsecmgr.dll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AccessServiceComponent.x86.exe

•

ConnectionMgrComponent.x86.exe

•

ConnectionStoreComponent.x86.exe

•

install.log

•

IPSecMgrComponent.x86.exe

•

JamGUIComponent.x86.exe

•

JamInstaller.dep

•

jnprnaInstall.exe

•

TunnelManagerComponent.x86.exe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vpnAccessMethodComponent.x86.exe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ConnectionStore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IPSecMgr

PROGRAMFILES%\Juniper
Networks\Juniper Access Manager

712

install.log

install.log

install.log
日志文件位置：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Juniper
Networks\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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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8: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续)
安装目录

目录中安装的文件

卸载后保留的文件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JamUI

•

install.log

install.log

•

jamCommand.exe

•

jamTray.exe

•

jamUI.exe

•

jamUIResource_EN.dll

•

uiPlugin.dll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access.ini

•

dsAccessService.exe

•

dsInstallerService.dll

•

dsLogService.dll

•

install.log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install.log

•

install.log

•

jnprna.cat

•

jnprnaNetInstall.log

•

jnprna.inf

•

jnprna.sys

•

jnprnaapi.dll

•

jnprnaNetInstall.dll

•

jnprnaNetInstall.log

•

jnprna_m.cat

•

jnprna_m.inf

•

jnprva.cat

•

jnprva.inf

•

jnprva.sys

•

jnprvamgr.cat

•

jnprvamgr.dll

•

jnprvamgr.inf

•

jnprvamgr.sys

•

nsStatsDump.exe

•

uninst.exe

•

versionInfo.ini

•

%WINDIR%\system32\drivers\jnprna.sys

•

%WINDIR%\system32\drivers\jnprva.sys

•

%WINDIR%\system32\drivers\jnprvamgr.sys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JUNS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JNP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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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8: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续)
安装目录

目录中安装的文件

卸载后保留的文件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Tunnel Manager

•

dsTMClient.dll

install.log

•

dsTMService.dll

•

dsTunnelManager.dll

•

install.log

•

TM.dep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install.log

•

Uninstall.exe

•

Uninstall.exe.manifest

•

versionInfo.ini

•

vpnAccessMethod.dll

•

vpnAccessMethod_EN.dll

%COMMONFILES%\Juniper
Networks\vpnAccessMethod

相关主题

install.log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1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

第714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

第715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

第719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第714页上的表99 列出了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及其组件在创建动态 VPN 通道时，对用户计算
机中 Windows 注册表所做的更改。

表99: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注册表键位置

注册表键更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Juniper Networks\Common Files

•

jnprnaapi"="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JNPRNA\\jnprnaapi.dll

•

jnprvamgr"="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JNPRNA\\jnprvamgr.dll

•

nsStatsDump"="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JNPRNA\\nsStatsDump.exe

•

dsLogService"="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JUNS\\dsLogService.dll

•

dsTMClient"="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Tunnel Manager\\dsTMClient.dll

•

dsTunnelManager"="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Juniper
Networks\\Tunnel Manager\\dsTunnelManager.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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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9: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续)
注册表键位置

注册表键更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Juniper Networks\Logging

•

LogFileNam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Juniper
Networks\\Logging\\debuglog.log

•

"Level"="3"

•

"LogSizeInMB"="10"

HKCU\Software\Juniper Networks\Access Manager\

相关主题

（内容有变化。 包含从服务器下载的客户端配置数据。）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1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

第712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

第715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

第719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第715页上的表100 列出了在安装或运行 Access Manager 时，最终用户可能看到的错误，消息的
可能原因，以及建议的操作。

表100: 动态 VPN 客户端错误
错误消息

可能的原因

建议的用户操作

Component instance
already in use（组件实
例已在使用中）

内部错误。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内存分配失败）

内部错误。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Failed to load
connection store（无法
加载连接存储）

内部错误。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Cannot get connection
information for
firewall（无法获取防火
墙的连接信息）

内部错误。 无法检索指定防火墙的连接信息。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Authentication failure:
Unknown HTTP response
code（认证失败：未知
HTTP 响应代码）

内部错误。 无法解密 HTTP 响应。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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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0: 动态 VPN 客户端错误 (续)
错误消息

可能的原因

建议的用户操作

Authentication failure:
Incorrect username or
password（认证失败：用
户名或密码错误）

用户输入了无效用户名或密码。

重新输入凭据。

Authentication failure:
Firewall is out of
licenses（认证失败：防
火墙缺少许可证）

所有可用的许可证目前都用于其他动态 VPN 会话，或
者未针对该功能安装许可证。

请尝试在另一用户释放许可证后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
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Authentication failure:
No configuration
available（认证失败：无
可用配置）

对于指定的用户帐户，目前无可用配置。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Cannot create IPsec
route entry（无法创建
IPsec 路由条目）

内部错误。 无法从连接存储读取路由条目。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Failed to read route
entry from connection
store（无法从连接存储读
取路由条目）

内部错误。 无法从连接存储读取路由条目。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Failed to add route
entry to policy（无法将
路由条目添加至策略）

内部错误。 无法将路由条目添加至连接存储。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Failed to initialize
IPsec Manager（IPsec
Manager 初始化失败）

内部错误。 IPsec Manager 初始化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IPsec authentication
failed（IPsec 认证失
败）

阶段 1 协商、扩展认证 (XAuth) 或阶段 2 协商失
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IPsec configuration
failed（IPsec 配置失
败）

内部错误或策略配置错误。 Tunnel Manager 无法配
置本地 IP 设置。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IKE negotiations failed
（IKE 协商失败）

IKE 交换过程中组件无法就安全参数达成一致。 管理
员可能需要重新配置阶段 1 提议。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Failed to initialize
authentication（无法初
始化认证）

连接至防火墙时无法认证，可能因为可分辨名称服务
器 (DNS) 无法解析指定的主机名。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Failed to connect to
server（无法连接服务
器）

到 Web 服务器的 TCP 连接认证失败，可能因为网络
连接有问题。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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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0: 动态 VPN 客户端错误 (续)
错误消息

可能的原因

建议的用户操作

Failed to send initial
HTTP request（无法发送
初始 HTTP 请求）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可能因为网络连接问题。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Failed to get HTTP
response（无法获取 HTTP
响应）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Firewall refused
authentication request
（防火墙拒绝了认证请
求）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Client failed to
provide login page（客
户端无法提供登录页面）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Server failed to send
authentication request
（服务器无法发送认证请
求）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Server failed to
respond to
authentication request
（服务器无法响应认证请
求）

客户端将用户凭据发送至 Web 服务器，但服务器无法
作出有效响应。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Authentication
negotiation failed（认
证协商失败）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Failed to get
configuration from
firewall（无法从防火墙
获取配置）

Web 服务器认证失败。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The user cancelled
authentication.（用户已
取消认证）

用户取消了认证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并重新输入凭据。

Failed to enter
username or password
（无法输入用户名或密
码）

认证请求超时。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并重新输入凭据。

Server failed to
request username and
password（服务器无法请
求用户名和密码）

客户端无法显示要求用户提供凭据的用户界面。

退出并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如果问题仍存在，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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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0: 动态 VPN 客户端错误 (续)
错误消息

可能的原因

建议的用户操作

Your client state is
preventing the
connection（客户端状态
阻止连接）

用户的客户端处于无法操作的状态。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
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Cannot open connection
store（无法打开连接存
储）

客户端无法与连接存储进行联系。

退出并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如果问题仍存在，
请重新安装 Access Manager。

Cannot process
configuration provided
by firewall（无法处理防
火墙提供的配置）

防火墙提供的脚本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使用。 该配置可
能需要在服务器上进行更新。

请尝试重新连接防火墙。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与系统
管理员联系。

Access Manager is not
running（Access Manager
未运行）

Access Manager 服务未运行。

退出并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Please select a
connection（请选择连
接）

选择 Start Connection（开始连接）时，用户未先选
择连接。

选择要连接的防火墙，然后选择 Start Connection
（开始连接）。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the selected
connection?（是否确定要
删除所选连接？）

用户选择了 Delete Connection（删除连接）。

指定是否要删除所选连接配置文件。

Cannot add new
connection. Service is
not running.（无法添加
新连接。服务未运行。）

Access Manager 服务未运行，因此无法创建新的连接
配置文件。

退出并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如果问题仍存在，
请重新安装 Access Manager。

Cannot add new
connection（无法添加新
连接）

Access Manager 无法添加新连接配置文件。

请重试。 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退出并重新启动 Access
Manager。

Connection name is
already in use（连接名
称已被使用）

无法添加连接配置文件，因为指定的连接名称已存在。

为连接配置文件指定唯一的名称。

Please reinstall Access
Manager（请重新安装
Access Manager）

尝试完成操作时无法找到文件。

请重新安装 Access Manager。

Invalid server
certificate（服务器证书
无效）

证书验证失败。

请检查客户端日志，确定证书失败的原因。

Initializing service...
（正在初始化服务...）

正在初始化客户端核心组件之一。 如果该组件不能初
始化，客户端无法正常工作。

等待服务完成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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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1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

第712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

第714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

第719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相关主题

用户无法使用 Access Manager 连接至远程访问服务器。
请使用以下工具解决客户端问题：
•

客户端日志—要查看客户端日志，请打开 Access Manager 并从“File”（文件）菜单中选择
Save logs and diagnostics（保存日志和诊断）。 在计算机上选择相关压缩日志文件的保存
位置，然后单击 Save（保存）。

•

详细日志—要创建更详细的客户端日志，请打开 Access Manager 并从“File”（文件）菜单
中选择 Enable Detailed Logging（启用详细日志记录）。

•

防火墙连接信息—要查看给定防火墙的连接信息，请打开 Access Manager，右键单击以选中该
防火墙，然后选择 Status（状态）。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667页上的了解到 VPN 的远程客户端访问

•

第711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系统要求

•

第712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文件

•

第714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注册表更改

•

第715页上的Access Manager 客户端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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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组 VPN
•

组 VPN 概述 (第721页)

•

组 VPN (第723页)

•

共址模式 (第743页)

•

服务器-组通信 (第753页)

•

了解组 VPN 限制 (第760页)

•

了解与 Cisco GET VPN 的互操作性 (第760页)

组 VPN 概述
IPsec 安全关联 (SA) 是虚拟专用网 (VPN) 参与方之间的单向协议，可定义用于认证和加密算
法、密钥交换机制以及安全通信的规则。 在当前的 VPN 实施中，SA 是两台安全设备之间的点对
点通道。 组 VPN 可扩展 IPsec 结构来支持由一组安全设备共享的 SA（请参阅第722页上的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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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标准 IPsec VPN 和组 VPN

IPsec VPN

VPN

VPN
IPsec SA
IPsec SA
使用组 VPN 时，可通过在外部包头中保留初始源和目标 IP 地址实现任意到任意连接。 安全组
播数据包的复制方式与核心网络中明文组播数据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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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了解 GDOI 协议 (第723页)

•

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第724页)

•

了解组 VPN 的 IKE 阶段 1 配置 (第724页)

•

了解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 (第725页)

•

了解动态策略 (第726页)

•

了解反回放 (第727页)

•

了解 VPN 组配置 (第727页)

•

组 VPN 配置概述 (第727页)

•

示例：配置组 VPN (第728页)

组 VPN

了解 GDOI 协议
组 VPN 基于 RFC 3547， 解释组域 (GDOI)。 此 RFC 介绍组成员与组服务器之间用于在组成员
内建立 SA 的协议。 GDOI 消息可创建、维护或删除一组设备的 SA。 GDOI 协议在端口 848 上
运行。
互联网安全关联和密钥交换协议 (ISAKMP) 定义用于建立自动密钥 IKE IPsec 通道 SA 的两个阶
段。 阶段 1 使两台设备能建立 ISAKMP SA。 阶段 2 建立其他安全协议（例如 GDOI）的 SA。
使用组 VPN 时，阶段 1 ISAKMP SA 协商在组服务器和组成员之间执行。 服务器和相关成员必须
使用相同的 ISAKMP 策略。 在阶段 2 中，服务器与该成员之间的 GDOI 交换建立与其他组成员
共享的 SA。 组成员无需与其他组成员协商 IPsec。 阶段 2 中的 GDOI 交换必须受阶段 1 SA
的保护。
共有两类 GDOI 交换：
•

groupkey-pull 交换允许组成员从服务器请求由相关组共享的 SA 和密钥。

•

groupkey-push 交换是单个重定密钥消息，该消息允许服务器在现有组 SA 过期前向组成员发送

组 SA 和密钥。 重定密钥消息是从服务器发送至成员的未经请求的消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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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54页上的了解组密钥操作

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组 VPN 的中心是组服务器。 组服务器执行以下任务：
•

控制组成员关系

•

生成加密密钥

•

管理组 SA 和密钥，并将其分发至组成员

组成员根据组服务器提供的组 SA 和密钥加密信息流。
一台组服务器可以为多个组服务。 单台安全设备可以是多个组的成员。
每个组都由一个组标识符表示，即 1 到 65,535 之间的数字。 组服务器和组成员之间由组标识
符关联起来。 每个组只能有一个组标识符，多个组不可使用相同的组标识符。
以下是对组 VPN 服务器和成员操作的大体介绍：
1. 组服务器在 UDP 端口 848 上侦听要注册的成员。 成员设备必须提供正确的 IKE 阶段 1 认

证来加入组。 支持逐个成员的预共享密钥认证。
2. 成功认证和注册后，成员设备通过 GDOI groupkey-pull 交换从服务器检索组 SA 和密钥。
3. 服务器将该成员加入相关组的成员关系。
4. 组成员交换使用组 SA 密钥加密的数据包。

服务器定期通过重定密钥 (GDOI groupkey-push) 消息向组成员发送 SA 和密钥刷新。 重定密钥
消息在 SA 到期前发送，确保了有效密钥可用于加密组成员间的信息流。
当组成员关系发生变化或组 SA 已更改时，服务器还会发送重定密钥消息来向成员提供新密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43页上的了解共址模式

•

第726页上的了解动态策略

•

第727页上的了解反回放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了解组 VPN 的 IKE 阶段 1 配置
组服务器和组成员间的 IKE 阶段 1 SA 可建立用于协商由组共享的 IPsec SA 的安全通道。 对
于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的标准 IPsec VPN，阶段 1 SA 配置包括指定 IKE 提议、策略
和网关。 对于组 VPN，IKE 阶段 1 SA 配置类似于标准 IPsec VPN 的配置，但是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层次结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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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KE 提议配置中，应设置将用于打开参与方之间安全通道的认证方法以及认证和加密算法。
在 IKE 策略配置中，应设置将用于协商阶段 1 通道的模式（主模式或积极模式），指定要使用
的密钥交换类型，并引用阶段 1 提议。 在 IKE 网关配置中，应引用阶段 1 策略。
组服务器上的 IKE 阶段 1 配置必须与组成员上的 IKE 阶段 1 配置匹配。 在服务器上，使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层次结构配置 IKE 阶段 1 SA。 在组成员上，使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层次结构配置 IKE 阶段 1 SA。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25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

了解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
当在阶段 1 协商中建立安全且通过认证的通道后，服务器和成员将继续阶段2.2。阶段 2 将建立
由组成员共享的 IPsec SA，用于保证成员间的数据传输安全。 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与标准
VPN 的配置类似，因此组成员无需与其他组成员协商 SA。
组 VPN 的阶段 2 IPsec 配置包含以下信息：
•

有关要用于 SA 的安全协议、认证和加密算法的提议。 IPsec SA 提议在组服务器上配置，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层次结构使用 proposal 配置语句。

•

引用该提议的组策略。 组策略指定要应用 SA 和密钥的信息流（协议、源地址、源端口、目标
地址和目标端口）。 组策略在服务器上配置，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
层次结构使用 ipsec-sa 配置语句。

•

引用组标识符、组服务器（使用 ike-gateway 配置语句配置）和成员连接到组所用接口的自动
密钥 IKE。 自动密钥 IKE 在成员上配置，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层次结构使
用 ipsec vpn 配置语句。

注意: 为防止数据包分段问题，建议将组成员用于连接 MPLS 网络的接口的最大传
输单位 (MTU) 配置为不大于 1400 字节。 请使用 set interface mtu 配置语句设
置 MTU 大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KE 阶段 1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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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动态策略
组服务器向指定组的成员分发组 SA 和密钥。 属于同一组的所有成员可以共享相同的 IPsec SA
集。 但不是每个组成员上都会安装为一个组配置的所有 SA。 特定成员上安装的 SA 由与组 SA
关联的策略和该成员上配置的安全策略决定。
在 VPN 组中，服务器推送至成员的每个组 SA 和密钥与组策略关联。 组策略描述要应用密钥的
信息流，包括协议、源地址、源端口、目标地址及目标端口。

注意: 对于单个组，不能存在相同的组策略（使用相同的源地址、目标地址、源端口
和协议值进行配置）。 如果尝试提交的配置中包含单个组的相同组策略，则会返回错
误。 这种情况下， 必须删除相同组策略中的一个。

在组成员上，必须配置用于定义从服务器下载的组策略范围的范围策略。 服务器分发的组策略将
与成员上配置的范围策略进行比较。 对于要安装在成员上的组策略，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

组策略中指定的任何地址必须处于范围策略中指定的地址范围内。

•

组策略中指定的源端口、目标端口及协议必须与范围策略中配置的匹配。

成员上安装的组策略称为动态策略。
范围策略可以放入特定 from-zone 和 to-zone 环境的安全策略排序列表中。 Junos OS 从排序
列表顶部开始对内向数据包执行安全策略查找。
根据范围策略在安全策略排序列表中的位置，动态策略查找会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

在考虑范围策略前，如果内向数据包匹配了安全策略，则不会发生动态策略查找。

•

如果内向策略匹配了范围策略，将继续搜索匹配的动态策略。 如果存在匹配的动态策略，则执
行策略操作 (permit)。 如果没有匹配的动态策略，搜索过程将继续搜索范围策略下面的策略。

注意: 在此版本中，仅允许对范围策略执行 tunnel 操作。 不支持其他操作。

应在 [edit security] 层次结构使用 policies 配置语句配置组成员上的范围策略。 在 permit
通道规则中使用 ipsec-group-vpn 配置语句以引用组 VPN；这使组成员可以共享单个 SA。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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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81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排序

•

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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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反回放
反回放是一项 IPsec 功能，可检测攻击者何时截取并回放数据包。 对于组 VPN，缺省情况下已
启用反回放，但可以使用 no-anti-replay 配置语句对组禁用该功能。
启用反回放后，组服务器会同步组成员间的时间。 每个 IPsec 数据包包含一个时间戳。 组成员
检查数据包的时间戳是否在配置的 anti-replay-time-window 值（缺省为 100 秒）内。 如果时间
戳超出该值，数据包将被丢弃。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了解 VPN 组配置

了解 VPN 组配置
应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层次结构使用 group 配置语句配置 VPN 组。
组信息包含以下信息：

相关主题

•

组标识符—1 和 65,535 之间的值，用来标识 VPN 组。 对于自动密钥 IKE，必须在组成员上
配置相同的组标识符。

•

组成员，使用 ike-gateway 配置语句配置。 可以存在此配置语句的多个实例，每个组成员一
个。

•

服务器的 IP 地址（建议使用回传接口地址）。

•

组策略—要下载至成员的策略。 组策略描述要应用 SA 和密钥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726页上的
“了解动态策略”。

•

服务器-成员通信—允许服务器向成员发送重定密钥消息的可选配置。 请参阅第753页上的“了
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

反回放—可检测数据包截取和回放的可选配置。 请参阅第727页上的“了解反回放”。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组 VPN 配置概述
本主题介绍配置组 VPN 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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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服务器上，配置以下内容：
1. IKE 阶段 1 协商。 请参阅第724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KE 阶段 1 配置”。
2. 阶段 2 IPsec SA。 请参阅第725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
3. VPN 组： 请参阅第727页上的“了解 VPN 组配置”。

在组成员上，配置以下内容：
1. IKE 阶段 1 协商。 请参阅第724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KE 阶段 1 配置”。
2. 阶段 2 IPsec SA。 请参阅第725页上的“了解组 VPN 的 IPsec SA 配置”。
3. 确定在成员上安装哪些组策略的范围策略。 请参阅第726页上的“了解动态策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53页上的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

第728页上的示例：配置组 VPN

•

第744页上的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示例：配置组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配置组 VPN 来扩展 IPsec 结构，以支持由一组安全设备共享的 SA。
•

要求 (第728页)

•

概述 (第728页)

•

配置 (第729页)

•

验证 (第74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 Juniper Networks 网络通信安全设备。

•

配置服务器和成员设备上的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在第729页上的图67 中，组 VPN 包括两台成员设备（member1 和 member2）和一台组服务器（服
务器上回传接口的 IP 地址为 20.0.0.1）。 组标识符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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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服务器-成员配置示例

20.0.0.1/32
MPLS

2
10.2.0.1/32
1
10.1.0.1/32

阶段 2 组 VPN SA 必须受阶段 1 SA 保护。 因此，组 VPN 配置必须包括在组服务器和组成员上
配置 IKE 阶段 1 协商。 此外，组服务器和组成员上必须配置相同的组标识符。
组策略在组服务器上配置。 为组配置的所有组策略将下载至组成员。 在组成员上配置的范围策
略将确定在成员上实际安装哪些组策略。 在此示例中，组服务器上配置了以下组策略，用于下载
至所有组成员：
•

p1—允许从 10.1.0.0/16 到 10.2.0.0./16 的所有信息流

•

p2—允许从 10.2.0.0./16 到 10.1.0.0/16 的所有信息流

•

p3—允许来自 10.1.1.1/32 的组播信息流

member1 设备上配置的范围策略允许所有来往于 10.0.0.0/8 子网的单播信息流。 member1 上未
配置允许组播信息流的范围策略；因此，member1 上未安装 SA 策略 p3。
member2 设备上配置的范围策略会丢弃来自 10.1.0.0/16 的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以及前往 10.1.0.0/16 的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 因此，member2
上未安装 SA 策略 p2。

配置
配置组服务器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lo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0.1/3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dh-group grou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mode main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proposals srv-prop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1 ike-policy srv-pol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0.1.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2 ike-policy srv-pol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10.2.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lifetime-seconds 360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group-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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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ike-gateway gw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ike-gateway gw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server-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sig-hash-algorithm
md5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ou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srv-cert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group-id 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ke-gateway gw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ke-gateway gw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proposal group-prop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source
10.1.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destination
10.2.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protocol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source
10.2.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destination
10.1.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protocol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source
10.1.1.1/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destination
239.1.1.1/3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protocol 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导航多个级别。 有关操作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组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设备上配置回传地址。
[edit]
user@host# edi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lo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0.1/32

2.

配置 IKE 阶段 1 SA（此配置必须与组成员上配置的阶段 1 SA 匹配）。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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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dh-group group2
user@host#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3.

定义 IKE 策略，并设置远程网关。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srv-pol mode main proposals srv-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1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1.0.1
user@host# set gateway gw2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2.0.1

4.

配置阶段 2 SA 交换。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配置组标识符、IKE 网关、反回放时间及服务器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time-seconds 3600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group-id 1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rver-address 20.0.0.1
ike-gateway gw1
ike-gateway gw2

配置服务器到成员通信。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user@host# set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ig-hash-algorithm md5 certificate “srv-cert”

7.

配置要下载至组成员的组策略。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1 source 10.1.0.0/16 destination
10.2.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2 source 10.2.0.0/16 destination
10.1.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3 source 10.1.1.1/16 destination
239.1.1.1/32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未显示预期的
配置，请重复此示例中的配置说明进行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
proposal srv-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srv-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srv-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 SECRET-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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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gw1 {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1.0.1;
}
gateway gw2 {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2.0.1;
}
}
ipsec {
proposal group-prop {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time-seconds 3600;
}
}
group group1 {
group-id 1;
ike-gateway gw1;
ike-gateway gw2;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rver-address 20.0.0.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ig-hash-algorithm md5;
certificate srv-cert;
}
}
group grp1 {
group-id 1;
ike-gateway gw1;
ike-gateway gw2;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rver-address 20.0.0.1;
ipsec-sa group-sa {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1 {
source 10.1.0.0/16;
destination 10.2.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
match-policy p2 {
source 10.2.0.0/16;
destination 10.1.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
match-policy p3 {
source 10.1.1.1/16;
destination 239.1.1.1/32;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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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0;
}
}
}

如果完成设备配置，请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commit。

配置 Member1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dh-group grou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mode main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proposals prop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
K8-VYZUHX7UHqmF3Sre"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ike-policy pol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local-address 10.1.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ike-gateway g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member1，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阶段 1 SA（此配置必须与组服务器上配置的阶段 1 SA 匹配）。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user@member1#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user@member1# set dh-group group2
user@member1#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user@member1#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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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IKE 策略，并设置远程网关。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user@member1# set policy pol1 mode main proposals prop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user@member1# set gateway g1 ike-policy pol1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1.0.1

3.

配置组标识符、IKE 网关及 member1 的接口。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user@member1# set vpn v1 group 1 ike-gateway g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注意: 为防止数据包分段问题，建议将组成员用于连接 MPLS 网络的接口的 MTU
大小配置为不大于 1400 字节。 请使用 set interface mtu 配置语句设置 MTU
大小。

4.

创建地址簿，并将区段附加到创建的地址簿。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member1#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1# set attach zone trust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member1#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1#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5.

配置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允许来往于 10.0.0.0/8 子网的单播信息
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6.

配置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允许来往于 10.0.0.0/8 子网的单播信息
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
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member1#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
proposal prop1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po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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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main;
proposals prop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eS6uBEleWLNb"; ## SECRET-DATA
}
gateway g1 {
ike-policy pol1;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1.0.1;
}
}
ipsec {
vpn v1 {
ike-gateway g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group 1;
}
}
[edit]
user@member1#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scop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1;
}
}
}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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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cop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1;
}
}
}
}
policy default-de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deny;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 Member2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dh-group grou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2 mode main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2 proposals pro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2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
K8-VYZUHX7UHqmF3Sre"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2 ike-policy pol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2 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2 local-address 10.2.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2 ike-gateway g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2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2 group 1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10_1_0_0_16 10.1.0.0/16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multicast_net 239.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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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10_1_0_0_16 10.1.0.0/16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multicast_net 239.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1_0_0_16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2 then rejec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source -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
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1_0_0_16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2 then rejec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member2：
1.

配置阶段 1 SA（此配置必须与组服务器上配置的阶段 1 SA 匹配）。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2]
user@member2# set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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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member2# set dh-group group2
user@member2# set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user@member2#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2.

定义 IKE 策略，并设置远程网关。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user@member2# set policy pol2 mode main proposals prop2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user@member2# set gateway g2 ike-policy pol2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2.0.1

3.

配置组标识符、IKE 网关及 member2 的接口。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user@member2# set vpn v2 group 1 ike-gateway g2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注意: 为防止数据包分段问题，建议将组成员用于连接 MPLS 网络的接口的 MTU
大小配置为不大于 1400 字节。 请使用 set interface mtu 配置语句设置 MTU
大小。

4.

创建通讯簿并将其附加到 trust 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10_1_0_0_16 10.1.0.0/16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multicast_net 239.0.0.0/8
user@member2# set attach zone trust

5.

创建另一通讯簿并将其附加到 untrust 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10_1_0_0_16 10.1.0.0/16
user@member2# set address multicast_net 239.0.0.0/8
user@member2#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6.

配置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阻止来自 10.1.0.0/16 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member2# set policy deny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1_0_0_16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2# set policy deny2 then reject
user@member2# set policy 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2# set policy 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user@member2# se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2# se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7.

配置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阻止信息流前往 10.1.0.0/16。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member2# set policy deny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10_1_0_0_16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2# set policy deny2 then reject
user@member2# set policy 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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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member2# set policy 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user@member2# se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2# set policy multicast-scope2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
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member2#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
proposal prop2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pol2 {
mode main;
proposals prop2;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Hm5FCA0BEy"; ## SECRET-DATA
}
gateway g2 {
ike-policy pol2;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2.0.1;
}
}
ipsec {
vpn v2 {
ike-gateway g2;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group 1;
}
}
[edit]
user@member2#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deny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1_0_0_16;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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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y;
}
then {
reject;
}
}
policy scope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2;
}
}
}
}
policy multicast-scope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2;
}
}
}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ny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10_1_0_0_16;
application any;
}
then {
rej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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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cope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2;
}
}
}
}
policy multicast-scope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multicast-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2;
}
}
}
}
policy default-de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deny;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member1 的动态策略 (第741页)

•

验证 member2 的动态策略 (第742页)

验证 member1 的动态策略
用途

查看 member1 上安装的动态策略。

操作

组服务器将密钥下载到 member1 后，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policies 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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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member1> show security dynamic-policies
Policy: scope1-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0,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4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1
From zone: untrust, To zone: 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1.0.0/16
Destination addresses: 10.2.0.0/16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Policy: scope1–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1,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5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2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1.0.0/16
Destination addresses: 10.2.0.0/16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含义

来自服务器的组播策略 p3 未安装在 member1 上，因为 member1 没有配置允许组播信息流的范
围策略。

验证 member2 的动态策略
用途

查看 member2 上安装的动态策略。

操作

组服务器将密钥下载到 member2 后，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dynamic-policies 命
令。
user@member2> show security dynamic-policies
Policy: scope2-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0,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4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1
From zone: untrust, To zone: 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1.0.0/16
Destination addresses: 10.2.0.0/16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Policy: scope2-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0,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4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1
From zone: untrust, To zone: 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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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addresses: 239.1.1.1/32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Policy: scope2–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1,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5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2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2.0.0/16/0
Destination addresses: 10.1.0.0/16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Policy: scope2–0001, action-type: permit, State: enabled, Index: 1048581,AI: disabled,
Scope Policy: 5
Policy Type: Dynamic
Sequence number: 2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Source addresses: 10.1.1.1/32
Destination addresses: 239.1.1.1/32
Application: Unknown
IP protocol: 0, ALG: 0, Inactivity timeout: 0
Source port range: [0-0]
Destination port range: [0-0]
Tunnel: INSTANCE-gvpn_133955586, Type: IPSec, Index: 133955586

含义

相关主题

member2 上未安装来自服务器的策略 p2（用于从 10.1.0.0/16 到 10.2.0.0/16 的信息流），因
为该策略与 member2 上配置的 deny2 安全策略匹配。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44页上的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

了解共址模式 (第743页)

•

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第744页)

共址模式

了解共址模式
组服务器和组成员功能是独立的，不会重叠。 服务器和成员功能可以在同一物理设备中共存，这
称为共址模式。 在共址模式下，服务器或成员的功能和行为不会发生变化，但应向服务器和成员
各自分配不同的 IP 地址，这样才能正确地交付数据包。 在共址模式下，只能向服务器分配一个
IP 地址，向各个组中的成员分配一个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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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6页上的了解动态策略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28页上的示例：配置组 VPN

•

第744页上的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设备配置为共址模式，以允许服务器和成员功能在同一物理设备上共存。
•

要求 (第744页)

•

概述 (第744页)

•

配置 (第745页)

•

验证 (第75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 Juniper Networks 网络通信安全设备。

•

配置服务器和成员设备上的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配置共址模式后，组服务器和组成员功能可在同一设备上共存。 在共址模式下，服务器和成员必
须具有不同的 IP 地址，这样才会正确交付数据包。
在第744页上的图68 中，组 VPN（组标识符为 1）包括两个成员（member1 和 member2）和一台组
服务器（回传接口的 IP 地址为 20.0.0.1）。 请注意，member1 与组服务器在同一台设备中共
存。 在此示例中，member1 用于连接 MPLS 网络 (ge-0/1/0) 的接口所分配的 IP 地址为
10.1.0.1/32。

图68:

服务器-成员共址示例

MPLS
/
20.0.0.1/32

1
2
10.2.0.1/32
10.1.0.1/32
(ge-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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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主题中的配置说明介绍如何配置组服务器-member1 设备的共址模式。 要配
置 member2，请参阅第728页上的“示例：配置组 VPN”。

注意: 为防止数据包分段问题，建议将组成员用于连接 MPLS 网络的接口的 MTU 大小
配置为不大于 1400 字节。 请使用 set interface mtu 配置语句设置 MTU 大小。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lo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0.1/32
set interfaces ge-0/1/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3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dh-group grou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mode main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proposals prop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policy pol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
K8-VYZUHX7UHqmF3Sre"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ike-policy pol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gateway g1 local-address 10.1.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ike-gateway g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group 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dh-group group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mode main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proposals srv-prop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policy srv-pol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
1grK8-VYZUHX7UHqmF3Sre"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1 ike-policy srv-pol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1 address 10.1.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2 ike-policy srv-pol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gateway gw2 address 10.2.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lifetime-seconds 360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group-id 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ke-gateway gw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ke-gateway gw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address 20.0.0.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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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sig-hash-algorithm
md5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ertificate srv-cert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proposal group-prop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source
10.1.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destination
10.2.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1 protocol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source
10.2.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destination
10.1.0.0/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2 protocol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source
10.1.1.1/16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destination
239.1.1.1/32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source-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destination-port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match-policy p3 protocol 0
set security group-vpn co-location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ike-gateway g1
se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vpn v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attach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attach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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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组 VPN 配置服务器-成员共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设备上配置回传地址。
[edi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lo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0.1/32

2.

配置 member1 用于连接 MPLS 网络的接口。
[edi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ge-0/1/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32

3.

在设备上配置组 VPN 共址。
[edit security group-vpn]
user@host# set co-location

4.

配置服务器的 IKE 阶段 1 SA（此配置必须与组成员上配置的阶段 1 SA 匹配）。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group-vpn server ike proposal srv-prop]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定义 IKE 策略，并设置远程网关。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srv-pol proposals srv-prop mode main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user@host# set gateway gw1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1.0.1
user@host# set gateway gw2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2.0.1

6.

配置服务器的阶段 2 SA 交换。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group-vpn server ipsec proposal group-pro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time-seconds 3600

在服务器上配置组标识符、IKE 网关、反回放时间及服务器地址。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user@host# set group-id 1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rver-address 20.0.0.1
user@host#set ike-gateway gw1
user@host#set ike-gateway gw2

8.

配置服务器到成员通信。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user@host# set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ig-hash-algorithm md5 certificate "srv-cert"

9.

配置要下载至组成员的组策略。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rp1 ipsec-sa group-sa ]
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1 source 10.1.0.0/16 destination
10.2.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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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2 source 10.2.0.0/16 destination
10.1.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user@host# set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3 source 10.1.1.1/16 destination
239.1.1.1/32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10.

配置 member1 的阶段 1 SA（此配置必须与为组服务器配置的阶段 1 SA 匹配）。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1.

group-vpn member ike proposal prop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定义策略，并设置 member1 的远程网关。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user@host# set policy pol1 mode main proposals prop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user@host# set gateway g1 ike-policy pol1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1.0.1

12.

配置组标识符、IKE 网关及 member1 的接口。
[edit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user@host# set vpn v1 group 1 ike-gateway g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13.

创建通讯簿并将其附加到区段。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1]
user@member1#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1# set attach zone trust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book2]
user@member1# set address 10_subnet 10.0.0.0/8
user@member1# set attach zone untrust

14.

配置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允许来往于 10.0.0.0/8 子网的单播信息
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15.

配置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范围策略，允许来往于 10.0.0.0/8 子网的单播信息
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match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user@member1# set policy scope1 then permit tunnel ipsec-group-vpn v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注意: 在配置的安全策略列表中，请确保范围策略列于缺省策略之前。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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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
ike {
proposal prop1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pol1 {
mode main;
proposals prop1;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 SECRET-DATA
}
gateway g1 {
ike-policy pol1;
address 20.0.0.1;
local-address 10.1.0.1;
}
}
ipsec {
vpn v1 {
ike-gateway g1;
group-vpn-external-interface ge-0/1/0;
group 1;
}
}
}
server {
ike {
proposal srv-prop {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s;
dh-group group2;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
policy srv-pol {
mode main;
proposals srv-prop;
pre-shared-key ascii-text "$9$c1grK8-VYZUHX7UHqmF3Sre"; ## SECRET-DATA
}
gateway gw1 {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1.0.1;
}
gateway gw2 {
ike-policy srv-pol;
address 10.2.0.1;
}
}
ipsec {
proposal group-prop {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hmac-sha1-96;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time-seconds 3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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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grp1 {
group-id 1;
ike-gateway gw1;
ike-gateway gw2;
anti-replay-time-window 120;
server-address 20.0.0.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
communication-type unicast;
encryption-algorithm aes-128-cbc;
sig-hash-algorithm md5;
certificate srv-cert;
}
ipsec-sa group-sa {
proposal group-prop;
match-policy p1 {
source 10.1.0.0/16;
destination 10.2.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
match-policy p2 {
source 10.2.0.0/16;
destination 10.1.0.0/16;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
match-policy p3 {
source 10.1.1.1/16;
destination 239.1.1.1/32;
source-port 0;
destination-port 0;
protocol 0;
}
}
}
}
co-location;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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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cop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1;
}
}
}
}
policy default-permi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efault-de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deny;
}
}
policy scop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_subnet;
destination-address 10_sub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tunnel {
ipsec-group-vpn v1;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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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能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组 VPN 成员注册 (第752页)

•

验证组 VPN 服务器的 IKE 安全关联 (第752页)

•

验证组 VPN 服务器 IPsec 安全关联 (第752页)

•

验证组 VPN 成员的 IKE 安全关联 (第752页)

•

验证组 VPN 成员 IPsec 安全关联 (第752页)

验证组 VPN 成员注册
用途

验证组 VPN 成员已正确注册。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registered-members 命令。

验证组 VPN 服务器的 IKE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组 VPN 服务器的 IKE SA。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组 VPN 服务器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组 VPN 服务器的 IPsec SA。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组 VPN 成员的 IKE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组 VPN 成员的 IKE SA。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ke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验证组 VPN 成员 IPsec 安全关联
用途

验证组 VPN 成员的 IPsec SA。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member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s 命令。

相关主题

75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28页上的示例：配置组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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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组通信
•

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第753页)

•

了解组密钥操作 (第754页)

•

了解心跳信号消息 (第756页)

•

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单播重定密钥消息 (第756页)

•

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 (第758页)

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通过服务器-成员通信，服务器可以向成员发送 GDOI groupkey-push 消息。 如果未对组配置服务
器-成员通信，成员可以发送 GDOI groupkey-pull 消息以注册和重新注册到服务器，但服务器无
法向成员发送重定密钥消息。
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层次结构使用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配置语句，为
组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 可定义以下选项：
•

服务器和成员之间使用的通信加密算法。 可以指定 3des-cbc、aes-128-cbc、aes-192-cbc、
aes-256-cbc 或 des-cbc。 不存在缺省算法。

•

用于向服务器认证成员的认证算法（md5 或 sha1）。 不存在缺省算法。

•

服务器向组成员发送单播还是组播重定密钥消息，以及与通信类型相关的参数。 请参阅第754页
上的“了解组密钥操作”。

•

服务器向组成员发送心跳信号消息的时间间隔。 这能让成员确定服务器是否已重新启动；如果
是，则要求成员重新注册到服务器。 缺省值为 300 秒。 请参阅第756页上的“了解心跳信号消
息”。

•

密钥加密密钥 (KEK) 的生存期。 缺省值为 3600 秒。

注意: 组服务器要向成员发送重定密钥消息，则需要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但也可能
存在例外情况。 例如，如果组成员是动态对等方（例如在家庭办公室中），则设备并
非始终启动，且每次开机后设备的 IP 地址可能都不同。 为一组动态对等方配置服务
器-成员通信可能导致服务器进行不必要的传输。 如希望始终执行 IKE 阶段 1 SA 协
商来保护 GDOI 协商，请勿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

如果未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则使用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registered-members 命令
显示的成员关系列表将显示已注册到服务器的组成员（可以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 为组配置
服务器-成员通信后，组成员关系列表将被清除。 如果通信类型配置为单播，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registered-members 命令将仅显示处于活动状态的成员。 如果通信类型配置为
组播，则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registered-members 命令将显示完成配置后已注册到
服务器的成员；成员关系列表不一定表示活动状态的成员，因为成员可能在注册后退出。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54页上的了解组密钥操作

•

第727页上的了解 VPN 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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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6页上的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单播重定密钥消息

•

第758页上的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

了解组密钥操作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组密钥 (第754页)

•

重定密钥消息 (第754页)

•

成员注册 (第755页)

•

密钥激活 (第755页)

组密钥
组服务器维护一个数据库，用于跟踪 VPN 组、组成员和组密钥间的关系。 服务器下载到成员的
组密钥有两种类型：
•

密钥加密密钥 (KEK)—用于加密重定密钥消息。 每组支持一个 KEK。

•

信息流加密密钥 (TEK)—用于加密和解密组成员间的 IPsec 数据信息流。

成员上配置匹配的范围策略后，组成员才会接受与 SA 关联的密钥。 系统将安装接受的密钥用于
组 VPN，并丢弃已拒绝的密钥。

重定密钥消息
如果已配置组进行服务器-成员通信（请参阅第753页上的“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服务器将
定期通过重定密钥（GDOI groupkey-push）消息向组成员发送 SA 和密钥刷新。 重定密钥消息在
SA 到期前发送，确保了有效密钥可用于加密组成员间的信息流。
当组成员关系发生变化，或者组 SA 已更改时（例如，添加或删除组策略后），服务器也会发送
重定密钥消息，向成员提供新密钥。
在服务器上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后，服务器方可向组成员发送重定密钥消息。 以下章节中介绍
的选项可指定消息类型以及发送消息的时间间隔：
•

重定密钥消息类型 (第754页)

•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第755页)

重定密钥消息类型
共有两类重定密钥消息：
•

单播重定密钥消息—组服务器向每个组成员发送一份重定密钥消息。 收到重定密钥消息后，成
员必须向服务器发送确认 (ACK) 消息。 如果服务器未收到成员的 ACK（包括重定密钥消息的
重新传输），服务器将认为该成员处于非活动状态，并将其从成员关系列表中移除。 服务器停
止向该成员发送重定密钥消息。
用于服务器-成员通信的 number-of-retransmission 和 retransmission-period 配置语句可以在
服务器未收到成员的 ACK 时，控制服务器重新发送重定密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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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播重定密钥消息—组服务器从指定的外向接口向配置的组播组地址发送一份重定密钥消息。
成员不会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的接收确认。 注册成员关系列表不一定表示活动状态的成员，
因为成员可能在初始注册后退出。 所有组成员必须配置为支持组播消息。

注意: 必须配置 IP 组播协议来允许在网络中传输组播信息流。 有关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配置组播协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Multicast Protocols
Configuration Guide。

重定密钥时间间隔
服务器发送重定密钥的时间间隔根据在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层次结构使用
的 lifetime-seconds 和 activation-time-delay 配置语句值计算得出。 计算公式为
lifetime-seconds minus 4*(activation-time-delay)。
KEK 的 lifetime-seconds 配置为服务器-成员通信的一部分；缺省值为 3600 秒。 TEK 的
lifetime-seconds 针对 IPsec 提议而配置；缺省值为 3600 秒。 activation-time-delay 在服务
器上针对组而配置；缺省值为 15 秒。 使用 lifetime-seconds 和 activation-time-delay 的缺
省值时，服务器发送重定密钥消息的时间间隔为 3600 - 4*15，即 3540 秒。

成员注册
如果组成员在当前密钥到期前未从服务器收到新 SA 密钥，该成员必须重新注册到服务器，然后
通过 GDOI groupkey-pull 交换获取更新的密钥。 这种情况下，服务器发送重定密钥消息的时间
间隔的计算方式为：lifetime-seconds - 3*(activation-time-delay)。 使用 lifetime-seconds
和 activation-time-delay 的缺省值时，服务器发送重定密钥消息的时间间隔为 3600 - 3*15，
或 3555 秒。
由于以下原因，可能会发生成员注册：
•

成员根据未从服务器收到心跳信号检测到服务器重新启动。

•

来自组服务器的重定密钥消息丢失或延迟，以及 TEK 生存期到期。

密钥激活
从服务器收到新密钥后，成员会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将密钥用于加密。 此时间由
activation-time-delay 配置语句决定，以及密钥是通过从服务器发送的重定密钥消息收到，还是
通过成员重新注册到服务器而得到。
如果密钥是通过从服务器发送的重定密钥消息收到，成员将等待 2*(activation-time-delay) 秒，
然后再使用密钥。 如果密钥是通过成员重新注册收到，则成员将等待由 activation-time-delay
值指定的秒数。
成员为成员上安装的每个组 SA 保留发送自服务器的两个最新密钥。 两个密钥均可用于解密，而
最新的那一个用于加密。 当新密钥激活后，之前的密钥将在 activation-time-delay 值指定的秒
数后删除。
activation-time-delay 配置语句的缺省值是 15 秒。 如果此时间设置得太短，可能会造成在安

装新密钥之前，远程组成员处发生丢包。 更改 activation-time-delay 值前，请考虑网络拓扑和
系统传输延迟。 对于单播传输，系统传输延迟与组成员数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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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

第726页上的了解动态策略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了解心跳信号消息
当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后，服务器将按指定的时间间隔向成员发送心跳信号消息（缺省时间间隔
为 300 秒）。 借助心跳信号机制，成员可以在未收到指定的心跳信号数后重新注册服务器。 例
如，成员在服务器重新启动期间不会收到心跳信号信息。 当服务器重新启动后，成员重新注册服
务器。
心跳信号通过 groupkey-push 消息传输。 序列号按每条心跳信号消息递增，从而防止成员受到回
放攻击。 与重定密钥消息不同，心跳信号消息无需接收方确认，且不由服务器传输。
心跳信号消息包含以下信息：
•

服务器上密钥的当前状态和配置

•

相对时间，如果启用了反回放

通过比较心跳信号中的信息，成员可以检测是否错过了服务器信息或重定密钥消息。 成员通过注
册来将自己与服务器同步。

注意: 心跳信号消息可以增加网络拥塞并导致不必要的成员重新注册。 因此，必要情
况下可在成员上禁用心跳信号检测。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53页上的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单播重定密钥消息
此示例显示如何让服务器向组成员发送单播重定密钥消息，以确保有效密钥可用于加密组成员之
间的信息流。

756

•

要求 (第757页)

•

概述 (第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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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757页)

•

验证 (第75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组服务器和成员进行 IKE 阶段 1 协商。

•

配置组服务器和成员进行阶段 2 IPsec SA。

•

在组服务器上配置组 g1。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组 g1 指定以下服务器-成员通信参数：
•

服务器向组成员发送单播重定密钥消息。

•

3des-cbc 用于加密服务器和成员之间的信息流。

•

sha1 用于成员认证。

对服务器心跳信号、KEK 生存期和重新传输使用缺省值。

配置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通信类型。

1.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communications-type unicast

设置加密算法。

2.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设置成员认证。

3.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sig-hash-algorithm sha1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能正常工作，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53页上的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

第754页上的了解组密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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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7页上的了解 VPN 组配置

示例：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
此示例显示如何让服务器向组成员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以确保有效密钥可用于加密组成员之
间的信息流。
•

要求 (第758页)

•

概述 (第758页)

•

配置 (第758页)

•

验证 (第75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组服务器和成员进行 IKE 阶段 1 协商和阶段 2 IPsec SA。 请参阅第728页上的“示例：
配置组 VPN” 或第744页上的“示例：通过服务器-成员共址配置组 VPN”。

•

配置服务器将用于发送组播消息的接口 ge-0/0/1.0。 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配置组播组地址 226.1.1.1。 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注意: 必须配置 IP 组播协议来允许在网络中传输组播信息流。 此示例不显示组播
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您为组 g1 指定以下服务器-成员通信：
•

服务器通过组播地址 226.1.1.1 和接口 ge-0/0/1.0 向组成员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

•

3des-cbc 用于加密服务器和成员之间的信息流。

•

sha1 用于成员认证。

对服务器心跳信号、KEK 生存期和重新传输使用缺省值。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multicast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multicast-group 226.1.1.1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multicast-outgoing-interface ge-0/0/1.0
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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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sig-hash-algorithm
sha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服务器-成员通信来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
设置通信类型。

1.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communication-type multicast

设置组播组。

2.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multicast-group 226.1.1.1

设置用于外向组播消息的接口。

3.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multicast-outgoing-interface ge-0/0/1.0

设置加密算法。

4.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设置成员认证。

5.

[edit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user@host# set sig-hash-algorithm sha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命
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type multicast;
multicast-group 226.1.1.1;
multicast-outgoing-interface ge-0/0/1.0;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ig-hash-algorithm sha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用于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的服务器-成员通信 (第759页)

验证用于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的服务器-成员通信
用途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用于发送组播重定密钥消息的服务器-成员通信参数，以确保有效密钥可用于
加密组成员之间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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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roup-vpn server group g1 server-member-communication 命
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7页上的组 VPN 配置概述

•

第753页上的了解服务器-成员通信

•

第754页上的了解组密钥操作

•

第727页上的了解 VPN 组配置

了解组 VPN 限制
对于组 VPN，此版本不支持以下功能：

相关主题

•

非缺省路由实例

•

机箱集群

•

服务器集群

•

基于路由的组 VPN

•

基于公共互联网的部署

•

SNMP

•

来自 Cisco GET VPN 服务器的拒绝策略

•

用于配置和监控的 J-Web 接口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21页上的组 VPN 概述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了解与 Cisco GET VPN 的互操作性
Cisco 的 GDOI 实施称为组加密传输 (GET) VPN。 虽然 Junos OS 和 Cisco GET VPN 中的组 VPN
均基于 RFC 3547， 解释组域，但在同时包含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和 Cisco 路由器的网
络环境中部署 GDOI 时，需要注意一些实施差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最新的 Junos OS Release
Notes。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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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

第459页上的了解 IKE 和 IPsec 数据包处理

•

第723页上的了解 GDOI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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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4页上的了解组服务器和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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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入侵检测和防护
•

IDP 策略 (第765页)

•

应用级分布式拒绝服务 (第823页)

•

IDP 特征数据库 (第835页)

•

IDP 应用识别 (第851页)

•

IDP SSL 检查 (第859页)

•

IDP 服务类别操作 (第865页)

•

IDP 性能与容量调整 (第873页)

•

IDP 日志记录 (第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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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IDP 策略
•

IDP 策略概述 (第765页)

•

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第766页)

•

IDP 内联监测模式 (第769页)

•

IDP 规则和规则库 (第770页)

•

IDP 应用和应用集 (第792页)

•

IDP 攻击和攻击对象 (第797页)

IDP 策略概述
Junos OS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供您对通过启用了 IDP 的设备的网络信息流选择性实施各
种攻击检测与防护技术。 该策略允许您定义策略规则来基于区段、网络和应用对信息流的一部分
进行匹配，然后对该信息流采取主动式或被动式防护措施。
IDP 策略定义设备处理网络信息流的方式。 让您可以对经过网络的信息流实施各种攻击检测和防
护技术。
策略由规则库构成，而每个规则库均包含一组规则。 您将定义规则参数（如信息流匹配条件、操
作和日志记录要求），然后将规则添加到规则库。 通过在一个或多个规则库中添加规则来创建
IDP 策略之后，可选择要在设备上处于活动状态的策略。
Junos OS 允许您配置多个 IDP 策略，但是一个设备一次只能有一个活动的 IDP 策略。 可将同
一个 IDP 策略安装到多台设备上，也可在网络中的每台设备上分别安装唯一的 IDP 策略。 一个
策略只能包含任何规则库类型的一个实例。

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IDP 功能，所以无需任何许可证。 即使设备上未安装有效
的许可证和特征数据库，也可配置和安装 IDP 策略中的定制攻击和定制攻击组。

可执行以下任务来管理 IDP 策略：
•

从头新建 IDP 策略。 请参阅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从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一个预定义模板开始创建 IDP 策略（请参阅第836页上的“了解预
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在规则库内添加或删除规则。 可使用以下任意 IDP 对象来创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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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基本系统中的现有区段和网络对象

•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预定义服务对象

•

定制应用对象

•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预定义攻击对象

•

创建定制攻击对象（请参阅第816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

更新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特征数据库。 此数据库中包含所有预定义对象。

•

维护多个 IDP 策略。 可将这些策略中的任何一个应用于设备。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86页上的了解 IDP 最终规则

•

第792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集

•

第797页上的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两个安全策略，以便为设备上两个方向传输的所有信息流均启用 IDP 服务。
•

要求 (第766页)

•

概述 (第766页)

•

配置 (第767页)

•

验证 (第76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创建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应用。 请参阅第792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概述
要让传输信息流通过 IDP 检查，请配置安全策略，并对要检查的所有信息流启用 IDP 应用服务。
安全策略中包含一些规则，用于定义网络中允许的信息流类型和网络内部对待这些信息流的方式。
如果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将指示针对 IDP 规则库检查匹配指定条件的信息流。

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IDP 功能，所以无需任何许可证。 即使设备上未安装有效
的许可证和特征数据库，也可配置和安装 IDP 策略中的定制攻击和定制攻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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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允许传输信息流不经 IDP 检查即通过，请为规则指定一个 permit 操作，但不启用 IDP 应用
服务。 匹配该规则中的条件的信息流将不执行 IDP 检测即通过设备。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两个策略 idp-app-policy-1 和 idp-app-policy-2，以便为设备上两个方向
传输的所有信息流均启用 IDP 服务。 idp-app-policy-1 策略指示针对 IDP 规则库检查从之前
配置的 Zone1 传输到 Zone2 的所有信息流。 idp-app-policy-2 策略指示针对 IDP 规则库检查
从 Zone2 传输到 Zone1 的所有信息流。

注意: 安全策略操作中设置的操作必须为 permit。 对于设备拒绝或丢弃的信息流不
能启用 IDP。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policy idp-app-policy-1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policy idp-app-policy-1
application-services id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2 to-zone Zone1 policy idp-app-policy-2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2 to-zone Zone1 policy idp-app-policy-2
application-services idp

分步过程

match
then permit
match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为设备上两个方向传输的所有信息流均启用 IDP 服务：
1.

针对一个方向传输的信息流创建一个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policy idp-app-policy-1]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2.

指定要对匹配策略中所指定条件的信息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policy idp-app-policy-1]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idp

3.

针对另一个方向传输的信息流创建另一个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2 to-zone Zone1 policy idp-app-policy-2]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4.

指定要对匹配策略中所指定条件的信息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2 to-zone Zone1 policy idp-app-policy-2]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idp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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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
policy idp-app-policy-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idp;
}
}
}
}
}
from-zone Zone2 to-zone Zone1 {
policy idp-app-policy-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idp;
}
}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68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安全策略配置是否正确无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76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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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内联监测模式
•

了解 IDP 内联监测模式 (第769页)

•

示例：配置 IDP 内联监测模式 (第769页)

了解 IDP 内联监测模式
内联监测模式的主要用途是为信息流提供最佳案例深度检查分析，同时维护设备的整体性能和稳
定性。 内联监测功能为匹配已启用 IDP 应用服务的安全策略的信息流提供应用层威胁被动式内
联检测。 如果设备处于内联监测模式，数据包将通过防火墙检查，并将复制到独立的 IDP 模块。
这样数据包无需等待 IDP 处理结果即可到达下一个服务模块。 通过执行此操作，如果信息流输
入超过了 IDP 吞吐量限制，只要没有超过模块限制（如防火墙限制），设备仍然可继续处理。
如果 IDP 进程失败，设备的其它所有功能将继续正常运行。 IDP 进程恢复之后，将继续数据包
的检查处理。 由于内联监测模式会让 IDP 进入被动模式来进行监控，将推迟会话关闭、丢弃和
标记差异服务等预防性操作。 将忽略丢弃数据包操作。
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配置内联监测模式：转发处理模式设置为最大化 IDP 会话，因为这样可以
确保防火墙服务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此外，无需单独的监测或 span 端口即可使用内联监测模
式。

注意: 切换到内联监测模式或切换回常规模式时，必须重新启动设备。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9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内联监测模式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示例：配置 IDP 内联监测模式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设备配置内联监测模式。

要求
首先请查看内联监测模式功能。 请参阅第769页上的“了解 IDP 内联监测模式”。

概述
内联监测模式功能为匹配已启用 IDP 应用服务的安全策略的信息流提供应用层威胁被动式内联检
测。

注意: IDP 内联监测模式无需单独的监测端口或 span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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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为设备配置内联监测模式：
设置内联监测模式。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idp-sessions
inline-tap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在操作模式下重新启动系统。

3.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reboot

注意: 切换到内联监测模式或切换回常规模式时，必须重新启动设备。

如果要将设备切换回常规模式，请删除内联监测模式配置。

4.

[edit security]
user@host# delete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idp-sessions
inline-tap

验证
要验证是否启用了内联监测模式，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转发进程模式的行项
显示“Forwarding process mode : maximizing sessions (Inline-tap)”（转发进程模式：最
大化会话（内联监测））。
相关主题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了解 IDP 策略规则 (第771页)

•

IDP 规则库 (第776页)

•

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第778页)

•

IDP IPS 规则库 (第779页)

•

IDP 免除规则库 (第783页)

•

IDP 最终规则 (第786页)

•

IDP DSCP 规则 (第789页)

IDP 规则和规则库

77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四章: IDP 策略

了解 IDP 策略规则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中的每个指令称为一个规则。 规则在规则库中创建。
规则库是共同定义一个 IDP 策略的一组规则。 规则通过指定 IDP 系统应查看网络信息流的哪个
部分来查找攻击，从而提供检测机制的环境。 如果发现了匹配的规则，则意味着网络信息流中检
测到了攻击，继而触发针对该规则的操作。 IDP 系统将执行指定操作，从而保护网络避免此攻
击。
IDP 策略规则由以下组件构成：
•

了解 IDP 规则匹配条件 (第771页)

•

了解 IDP 规则对象 (第771页)

•

了解 IDP 规则操作 (第773页)

•

了解 IDP 规则操作 (第775页)

•

了解 IDP 规则通知 (第775页)

了解 IDP 规则匹配条件
匹配条件指定为查找攻击而希望 IDP 监控的网络信息流类型。
匹配条件使用以下特征指定要监控的网络信息流类型：
•

源区段和目标区段 —所有信息流从源区段传输到目标区段。 可选择任意区段充当源或目标。

还可使用区段例外为每台设备指定独特的目标和源区段。 如果指定 any，将监控源自任意区段
和到任意区段的网络信息流。 缺省值为 any。
•

源 IP 地址—指定网络信息流发起的源 IP 地址。 可指定 any 以监控源自任何 IP 地址的网络

信息流。 也可指定 source-except 来指定除指定地址之外的所有源。 缺省值为 any。
•

目标 IP 地址—指定网络信息流要发送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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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except 来指定除指定地址之外的所有目
标。 缺省值为 any。
•

应用—指定目标 IP 地址支持的应用层协议。 如果针对所有应用，可指定 any；如果针对规则

的攻击对象中配置的应用，则指定 default。

了解 IDP 规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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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为 IDP 规则配置以下对象类型。

区段对象
区段或安全区段是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的集合。 IDP 使用基本系统中配置的区段对象。

地址或网络对象
地址对象代表网络的组件，如主机、服务器和子网。 可在 IDP 策略中使用地址对象指定要保护
的网络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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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或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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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提供预定义的服务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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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P 支持以下服务对象类型：
•

Any—允许 IDP 匹配所有传输层协议。

•

TCP—指定 TCP 端口或端口范围以匹配指定 TCP 端口的网络服务。 如果要匹配所有 TCP 端口

的服务，可指定 junos-tcp-any。
•

UDP—指定 UDP 端口或端口范围以匹配指定 UDP 端口的网络服务。 如果要匹配所有 UDP 端口

的服务，可指定 junos-udp-any。
•

RPC—指定远程过程调用（Sun Microsystems 的 RPC）程序号或程序号范围。 IDP 使用此信息

识别 RPC 会话。
•

ICMP—指定属于 ICMP 数据包组成部分的类型和代码。 如果要匹配所有 ICMP 服务，可指定
junos-icmp-all。

•

default—允许 IDP 将缺省协议和自动检测到的协议与攻击对象中隐含的应用匹配。

攻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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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对象在规则中指定，用于识别恶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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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72页上的表101 中对三种主要的攻击对象进行了说明：

表101: IDP 攻击对象说明

772

攻击对象

说明

特征攻击对象

特征攻击对象使用状态式攻击特征检测已知攻击。 攻击特征是
始终存在于攻击中的一种模式；只要存在攻击，就会有攻击特
征。 使用状态式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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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定义了
攻击的环境，状态式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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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异常攻击对象用于识别网络中的异常活动。 这种对象根据
所用的特定协议的规则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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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避开入侵防范系统 (IPS)。

复合攻击对象

复合攻击对象将多个特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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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或协议异常匹配才能与
复合攻击对象匹配；可指定特征或异常必须匹配的顺序。 使用
复合攻击对象可改善 IDP 策略规则、减少误报以及增加检测的
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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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And、Or 和 Ordered and 运算
来定义复合攻击中不同攻击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的发生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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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对象组
IDP 中包含大量预定义的攻击对象。 可将攻击对象分组，以便帮助保持 IDP 策略的条理性和可
管理性。 攻击对象组中可包含不同类型的一个或多个攻击对象。 Junos OS 支持下面两种攻击
组：
•

预定义攻击对象组—包含特征数据库中的对象。 预定义攻击对象组具有动态特性。 例如，
“FTP: Minor”（FTP：轻微）组选择应用为 FTP 且严重性为“Minor”（轻微）的所有攻击。
如果安全数据库中引入了严重性为“Minor”（轻微）的新 FTP 攻击，缺省情况下将把该攻击
添加到“FTP: Minor”（FTP：轻微）组。

•

动态攻击组—包含基于特定匹配条件的攻击对象。 例如，动态组中可包含与某个应用有关的所
有攻击。 更新特征期间，将基于该组的匹配条件自动更新动态组成员关系。
在 SRX 系列设备上，对于使用方向过滤器的动态攻击组，应在排除值中使用表达式“and”。
而对于所有过滤器，缺省表达式为“or”。 但是，也可以为方向过滤器选择“and”。
例如，如果要选择方向为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所有攻击，请使用 set security idp
dynamic-attack-group dyn1 filters direction values client-to-server 命令配置方向过滤器。
对于连锁攻击，多个成员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方向。 如果策略中包括连锁攻击，
client-to-server 过滤器将选择包含方向为客户端到服务器的所有成员的所有连锁攻击。 这
意味着如果连锁至少有一个成员的方向为客户端到服务器，将选择包含方向为服务器到客户端
或 ANY 的成员的连锁攻击。
要防止将这些连锁攻击添加到策略，请将动态组配置为如下所示：
•

set security idp dynamic-attack-group dyn1 filters direction expression and

•

set security idp dynamic-attack-group dyn1 filters direction values client-to-server

•

set security idp dynamic-attack-group dyn1 filters direction values
exclude-server-to-client

•
•

set security idp dynamic-attack-group dyn1 filters direction values exclude-any

定制攻击组—包含客户定义的攻击组，可通过 CLI 配置。 其中可包含特定预定义攻击、定制
攻击、预定义攻击组或动态攻击组。 它们具有静态特性，因为攻击是在组内指定的。 因此更
新安全数据库时，这种攻击组不会改变

了解 IDP 规则操作
Actions 指定被监控信息流与规则中指定的攻击对象相匹配时，希望 IDP 执行的操作。
第773页上的表102 说明了可为 IDP 规则指定的操作。

表102: IDP 规则操作
项

定义

No Action

不执行任何操作。 如果希望仅为某些信息流生成日志，请使用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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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IDP 规则操作 (续)
项

定义

Ignore Connection

如果找到了攻击匹配，则停止扫描连接剩余的信息流。 IDP 禁用特定连接
的规则库。
注意: 该操作并不表示忽略攻击。

Diffserv Marking

将注明的差异服务代码点 (DSCP) 值指定给某个攻击中的数据包，然后继续
正常传递该数据包。
请注意，DSCP 值不会应用于被检测为攻击的第一个数据包，而是应用于后
续的数据包。

Drop Packet

IDP 在匹配数据包到达其目的地前将其丢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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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攻击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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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使用任意应用的定制特征中定义的非数据包环境配置了一个 IDP
策略，并且该策略中有操作丢弃数据包，那么当 IDP 识别了攻击，解码器
将把 drop_packet 升级为 drop_connection。 这种情况不适用于 DNS 协
议攻击。 如果识别了攻击，DNS 解码器不会将 drop_packet 升级为
drop_connection。 这样将确保只会丢弃 DNS 攻击信息流，而有效 DNS 请
求将继续处理。 还可以避免为有效 TCP DNS 请求重新传输 TCP。

Drop Connection

丢弃与连接关联的所有数据包，以防连接的信息流到达其目的地。 使用该
操作丢弃不易实行欺骗的信息流的连接。

Close Client

关闭连接并将 RST 数据包发送到客户端，但不向服务器发送。

Close Server

关闭连接并向服务器发送 RST 数据包，但不向客户端发送。

Close Client and Server

关闭连接并将 RST 数据包同时发送到客户端和服务器。

Recommended

所有预定义攻击对象都有一个关联的缺省操作。 该操作是检测到相应攻击
时 Juniper Networks 建议执行的操作。
注意:

该操作仅支持 IPS 规则库。

建议—Juniper Networks 视为严重威胁的所有攻击对象的列表，按类别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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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类型”按类型将攻击对象分组（异常或特征）。 在每个类型中，
攻击对象按严重性分组。

•

“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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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系统”按攻击对象针对的操作系统（BSD、Linux、Solaris 或
Windows）对攻击对象进行分组。 在每个操作系统中，攻击对象按服务
和严重性进行分组。

•

“严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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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重大）、Major（主要）、Minor（轻微）、Warning
（警告）和 Info（参考）。 在每个严重性中，攻击对象按类别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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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IDP 规则操作
IP 操作是应用于使用相同 IP 操作属性的将来连接的操作。 例如，可在规则中配置一个 IP 操
作来阻止两个主机之间将来的所有 HTTP 会话，前提是这两个主机之间的会话中检测到了攻击。
也可以指定超时值来定义仅当在指定的超时值内发起了新会话的条件下才应该应用的操作。 IP
操作的缺省超时值为 0，表示 IP 操作永不超时。
IP 操作与其它操作类似；它们引导 IDP 丢弃或关闭连接。 但是，由于您现在还有攻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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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操作属性是以下字段的组合：
•

源 IP 地址

•

目标 IP 地址

•

目标端口

•

源区段

•

协议

第775页上的表103 汇总了 IDP 规则支持的 IP 操作类型：

表103: IDP 规则 IP 操作
项

定义

Notify

不对未来信息流执行任何操作，但会记录事件。 此为缺省选项。

Drop/Block Session

将无提示丢弃匹配 IP 操作规则的任何会话的所有数据包。

Close Session

将通过把 RST 数据包发送到客户端和服务器来关闭匹配此 IP 操作规则的
所有新会话。

如果信息流匹配多个规则，将应用所有匹配规则中最严重的 IP 操作。 最严重的 IP 操作是“Close
Session”（关闭会话）操作，其次为“Drop/Block Session”（丢弃/阻止会话）操作，接着是
“Notify”（通知）操作。

了解 IDP 规则通知
通知定义执行操作时记录信息的方式。 如果检测到攻击，可选择选择记录攻击并创建包含攻击信
息的日志记录，然后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日志服务器。
通过使用通知，也可配置以下选项来指示日志服务器对为各规则生成的日志执行特定操作：
•

Set Alerts（设置警报）—为 IDP 策略中的规则指定警示选项。 如果规则匹配，相应的日志记

录将在日志查看器的警示列显示一个警示。 安全管理员可使用警示获悉重要的安全事件并作出
反应。
•

Set Severity Level（设置严重性级别）—设置日志记录中的严重性级别，以便为日志记录在日

志服务器上的组织和呈现提供更好的支持。 可使用选定攻击对象的缺省严重性设置，或为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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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选择特定严重性。 在规则中配置的严重性将覆盖继承的攻击严重性。 可将严重性级别设
置为以下级别：

相关主题

•

Info（参考）— 2

•

Warning（警报）— 3

•

Minor（轻微）— 4

•

Major（主要）— 5

•

Critical（重大）— 7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

第786页上的了解 IDP 最终规则

•

第789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中的 DSCP 规则

•

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第776页)

•

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第777页)

•

示例：禁用和激活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 (第777页)

IDP 规则库

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是规则和规则库的集合。 规则库是使用特定检测方法来识别和抵御
攻击的一组有序规则。
规则是一组指令，通过指定 IDP 系统应查看网络信息流的哪个部分来查找攻击以提供检测机制的
环境。 如果发现了匹配的规则，则意味着网络信息流中检测到了攻击，继而触发针对该规则的操
作。 IDP 系统将执行指定操作，从而保护网络避免此攻击。
每个规则库可以有多个规则—您可以将规则按照所需顺序放置来确定对网络信息流应用规则的顺
序。 IDP 系统中的每个规则库都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来识别和抵御攻击。 Junos OS 支持两种类
型的规则库—入侵防护系统 (IPS) 规则库和免除规则库。
相关主题

77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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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77页上的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

第777页上的示例：禁用和激活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

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定义规则库中的规则。 请参阅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概述
IDP 规则匹配算法将从规则库的顶部开始，对照规则库中与指定条件匹配的所有规则检查信息流。
您可以将规则按照所需顺序放置来确定对网络信息流应用规则的顺序。 将规则添加到规则库时，
添加的规则将放到现有规则列表的结尾部分。 要将规则放到除规则库结尾之外的其它任何位置
中，请将规则插入到规则库中的所需位置。 本示例将规则 R2 放到名称为 base-policy 的策略
中 IDP IPS 规则库内的规则 R1 之前。

配置
分步过程

在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根据希望评估规则的顺序来定义规则在规则库中的位置。

1.

[edit]
user@host# inser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before
rule R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84页上的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827页上的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示例：禁用和激活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禁用和激活规则库中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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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定义规则库中的规则。 请参阅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概述
在规则库中，可通过使用 deactivate 和 activate 命令来禁用和启用规则。 deactivate 命令用
于注释掉配置中的指定语句。 发布 commit 命令时，已禁用的规则不起作用。 activate 命令用
于将指定语句添加回配置。 下次发出 commit 命令时，已启用的规则将起作用。 本示例显示如何
禁用和再次激活与名为 base-policy 的策略关联的 IDP IPS 规则库中的规则 R2。

配置
分步过程

禁用和激活规则库中的规则：
指定要禁用的规则。

1.

[edit]
user@host# deactivate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激活该规则。

2.

[edit]
user@host# activate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84页上的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827页上的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定义用于保护服务器（如 DNS 或 HTTP）抵御应用级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的参数。 可根据正常的服务器活动请求来设置定制应用指标，以确定何时应将客户端视为攻
击客户端。 然后使用应用级 DDoS 规则库为应监控的信息流定义源匹配条件，再执行定义的操
作：关闭服务器、丢弃数据包或无操作。 也可执行 IP 操作：ip-block、ip-close、ip-notify、
ip-connection-rate-limit 或 timeout。 第779页上的表104 汇总了可在应用级 DDoS 规则库规
则内配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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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4: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组件

相关主题

项

定义

Match condition

指定希望设备对其执行攻击监控的网络信息流。

Action

指定受监控信息流匹配应用级 DDoS 规则中指定的 application-ddos 对象
时，希望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采取的操作。

IP Action

这样您就可以暗中阻止某个源地址来保护网络抵御将来的入侵，同时允许合
法信息流。 可在应用级 DDoS 中配置以下 IP 操作选项之一：ip-block、
ip-close、ip-notify 和 ip-connection-rate-limit。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保护概述

•

第827页上的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

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第779页)

•

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第780页)

IDP IPS 规则库

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入侵防护系统 (IPS) 规则库通过使用攻击对象检测已知和未知攻击来保护网络免受攻击。 该规
则库根据状态式特征和协议异常来检测攻击。 第779页上的表105 汇总了可在 IPS 规则库规则内
配置的选项。

表105: IPS 规则库组件
项

定义

Match condition

指定希望设备对其执行攻击监控的网络信息流类型。 有关匹配条件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Attack objects/groups

指定希望设备在受监控网络信息流中要匹配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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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攻击对象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Terminal flag

指定最终规则。 有匹配的最终规则时，设备将停止为会话匹配规则。 有关
最终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86页上的“了解 IDP 最终规则”。

Action

指定受监控信息流匹配规则中指定的攻击对象时，希望系统采取的操作。
如果攻击触发了多个规则操作，将执行这些规则中严重性最高的操作。 有
关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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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5: IPS 规则库组件 (续)

相关主题

项

定义

IP Action

让您可以保护网络抵御将来的入侵，同时允许合法信息流。 可在 IPS 规则
库中配置以下 IP 操作选项之一—notify（通知）、drop（丢弃）或 close
（关闭）。 有关 IP 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
略规则”。

Notification

定义执行操作时记录信息的方式。 可选择记录攻击，创建包含攻击信息的
日志记录，以及将信息发送给日志服务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71页
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

第786页上的了解 IDP 最终规则

•

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要求 (第780页)

•

概述 (第780页)

•

配置 (第781页)

•

验证 (第78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创建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请参阅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概述
每个规则都包含匹配条件、对象、操作和通知。 定义 IDP 规则时，必须指定希望 IDP 监控的网
络信息流类型，方法是使用以下特征—源区段、目标区段、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以及目
标 IP 地址支持的应用层协议。 规则在规则库中定义，而规则库则与策略关联。
本示例介绍如何创建策略 base-policy，为该策略指定规则库，然后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R1。
在本示例中，规则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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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匹配条件，包括从以前配置的名为 trust 的区段到以前配置的另一个名为 untrust 的区
段的所有信息流。 此匹配条件还包括一个预定义的攻击组 Critical - TELNET。 该匹配条件
中的应用设置为 default，匹配攻击对象中配置的所有应用。

•

指定操作，以便丢弃匹配规则 R1 条件的所有信息流的连接。

•

启用攻击记录并指定向攻击日志添加警示标志。

•

指定严重性级别为 critical。

定义该规则之后，请将 base-policy 指定为设备上的活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TELNET-Critical"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action drop-connection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notification log-attacks
aler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severity critical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1.

通过为策略指定有意义的名称来创建策略。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2.

为策略关联规则库。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edit rulebase-ips

3.

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user@host# edit rule R1

4.

定义规则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5.

定义攻击充当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TELNET-Critical"

6.

为规则指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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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action drop-connection
7.

为规则指定通知和日志记录选项。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notification log-attacks alert

8.

为规则设置严重性级别。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severity critical

9.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
rulebase-ips {
rule R1 {
match {
from-zone trust;
source-address any;
to-zone untrust;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attacks {
predefined-attack-groups Critical-TELNET;
}
}
then {
action {
drop-connection;
}
notification {
log-attacks {
alert;
}
}
severity critical;
}
}
}
}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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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83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 IDP IPS 规则库配置的规则是否正确无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第777页上的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

第777页上的示例：禁用和激活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

•

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第783页)

•

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第784页)

IDP 免除规则库

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免除规则库与入侵防护系统 (IPS) 规则库结合使用，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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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 规则相匹配。 如
果信息流与 IPS 规则库中的规则相匹配，系统将在执行指定的操作前尝试将该信息流与免除规则
库进行匹配。 免除规则库中精心编写的规则可显著降低 IPS 规则库生成的误报数量。
在以下条件下配置免除规则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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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务必在配置免除规则库之前配置 IPS 规则库。

第784页上的表106 汇总了可在免除规则库规则内配置的选项。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78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表106: 免除规则库选项

相关主题

项

定义

Match condition

指定希望设备按照 IPS 规则库中的相同方式对其执行攻击监控的网络信息
流类型。 但是，在免除规则库中不能配置应用；始终配置为 any。

Attack objects/groups

指定受监控网络信息流中不希望设备匹配的攻击对象。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第784页上的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IPS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

要求 (第784页)

•

概述 (第784页)

•

配置 (第784页)

•

验证 (第786页)

要求
首先请在 IDP IPS 规则库中创建规则。 请参阅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
则”。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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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设置 source-except 或 destination-except，以指定除指定源或目标地址
之外的所有源或目标。

•

希望 IDP 免除的、针对指定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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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示例显示 IDP 在内部网络中为攻击 FTP:USER:ROOT 生成误报。 将规则配置为源 IP 属于内部
网络时免除对该攻击进行攻击检测。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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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devices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s "FTP:USER:ROO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为 IPS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1.

指定要为其定义并免除规则库的 IDP IPS 规则库。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2.

将免除规则库与策略和区段关联，然后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set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any

3.

为规则库指定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set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devices
destination-address any

4.

指定要免除攻击检测的攻击。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set rulebase-exempt rule R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s
"FTP:USER:ROOT"

5.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
rulebase-exempt {
rule R1 {
match {
from-zone trust;
source-address internal-devices;
to-zone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ttacks {
predefined-attacks FTP:USER:ROO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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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86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定义的规则是否已从 IDP 规则库配置中免除。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

第777页上的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

第777页上的示例：禁用和激活 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了解 IDP 最终规则 (第786页)

•

示例：在规则库中设置最终规则 (第787页)

IDP 最终规则

了解 IDP 最终规则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规则匹配算法将从规则库顶部开始，对照规则库中与源、目标和服务匹配
的所有规则检查信息流。 但是，可将规则配置为最终规则。 最终规则是该算法的例外。 在最终
规则中发现源、目标、区段和应用的匹配项时，IDP 将不再继续检查后续规则是否存在相同的源、
目标和应用。 信息流与匹配规则中的攻击对象匹配与否并不重要。
可将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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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略源自已知可信任源的信息流。 通常，对应该类最终规则的操作为 None（无）。

•

忽略发往仅易受一组特定攻击影响的服务器的信息流。 通常，对应该类最终规则的操作为 Drop
Connection（丢弃连接）。

定义最终规则时务必谨慎。 不合适的最终规则会使您的网络直接暴露在攻击之下。 切记与最终
规则的源、目标和应用匹配的信息流再不会与后续规则进行比较，即使该信息流与最终规则中的
攻击对象不匹配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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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最终规则。 尤其要小心对源和目标都使用 any 的最终规则。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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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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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

第787页上的示例：在规则库中设置最终规则

示例：在规则库中设置最终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最终规则。
•

要求 (第787页)

•

概述 (第787页)

•

配置 (第787页)

•

验证 (第78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启用安全策略中的 IDP 应用服务。 请参阅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创建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定义规则。 请参阅第777页上的“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概述
在缺省情况下，IDP 规则库中的规则不是最终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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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指定某个规则为最终规则；即，如果 IDP 遇到匹配最终规则中指定的源、
目标和服务的情况，它将不对该连接检查任何后续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最终规则。 将指定规则 R2，以便在信息流的源 IP 源自贵公司的已知可信
任网络时终止匹配算法。 如果匹配该规则，IDP 将忽略来自可信任网络的信息流，并且不监控相
应会话中是否有恶意数据。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2 terminal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78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最终规则，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IDP 策略。

1.

[edit]
user@host# edi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定义规则，并设置其匹配条件。

2.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set rulebase-ips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 destination-address
any

为该规则设置最终标志。

3.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set rulebase-ips rule R2 terminal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
rulebase-ips {
rule R2 {
match {
source-address internal;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terminal;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88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最终规则的配置是否正确无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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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86页上的了解 IDP 最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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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了解 IDP 策略中的 DSCP 规则 (第789页)

•

示例：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规则 (第789页)

IDP DSCP 规则

了解 IDP 策略中的 DSCP 规则
差异服务代码点 (DSCP) 是以 IP 数据包包头中定义的 6 位字段编码的一个整数值。 用于实施
服务类别 (CoS) 区分。 CoS 让您可以覆盖缺省数据包转发行为，并为特定信息流指定服务级别。
可将 DSCP 值配置为 IDP 策略规则中的操作。 请首先通过定义 IDP 策略中的匹配条件来定义信
息流，然后为其关联差异服务标记操作。 行为聚合分类器根据 DSCP 值为信息流设置转发类和丢
失优先级，从而确定信息流收到的转发处理。
匹配 IDP 策略规则的所有数据包中 IP 包头内都有以匹配策略中指定的 DSCP 值重写的 CoS 字
段。 如果信息流匹配具有不同 DSCP 值的多个规则，将采用匹配的第一个 IDP 规则，而这个 IDP
规则随后将应用于该对话的所有信息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9页上的了解 IDP IPS 规则库

•

第783页上的了解 IDP 免除规则库

•

第789页上的示例：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规则

示例：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规则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值。
•

要求 (第789页)

•

概述 (第790页)

•

配置 (第790页)

•

验证 (第79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启用安全策略中的 IDP 应用服务。 请参阅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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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安全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定义规则。 请参阅第777页上的“示例：在 IDP 规则库中插入规则”。

概述
如果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值，将为网络中的不同信息流类型提供 CoS 值的关联方法，从而
产生不同程度的可靠性。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策略 policy1，为该策略指定规则库，然后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R1。 在本
示例中，规则 R1：
•

指定匹配条件，来包括任何从之前配置的 trust 区段到之前配置的另一个 untrust 区段的信
息流。 此匹配条件还包括一个预定义的攻击组 HTTP - Critical。 该匹配条件中的应用指定
为 default，且匹配攻击对象中配置的所有应用。

•

指定一个操作，以便为匹配规则 R1 条件的所有信息流，用 DSCP 值 50 重写 IP 包头中的 CoS
字段。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from-zone Zone-1 to-zone
Zone-2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HTTP - Critical"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action mark-diffserv
5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在 IDP 策略中配置 DSCP 值：
1.

通过为策略指定有意义的名称来创建策略。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2.

为策略关联规则库。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user@host# edit rulebase-ips

3.

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user@host# edit rule R1

4.

定义规则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1]
user@host# set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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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 “HTTP - Critical”

为规则指定操作。

5.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R1]
user@host# set then action mark-diffserv 50
6.

继续为规则指定任何通知或日志记录选项（如果需要）。

7.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base-policy{
rulebase-ips {
rule R1 {
match {
from-zone trust;
source-address any;
to-zone untrust;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attacks {
predefined-attack-groups HTTP-Critical;
}
}
then {
action {
mark-diffserv {
50;
}
}
}
}
}
active-policy base-polic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91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 IDP 策略中是否配置了 DSCP 值。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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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89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中的 DSCP 规则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了解 IDP 应用集 (第792页)

•

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第792页)

•

示例：配置 IDP 应用集 (第794页)

IDP 应用和应用集

了解 IDP 应用集
应用或服务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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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提供基于业界标准应用的预定义应用和应用集。 如果需要添加预定义应用中
不包含的应用，可创建定制应用或修改预定义应用来满足您的需要。
可指定应用或服务来表示将某个策略应用于这种类型的信息流。 有时多个策略中可能包含若干相
同应用或此类相同应用的子集，使之难以管理。 Junos OS 允许创建多组应用，称为应用集。
通过使用应用集，可以管理少量应用集，而不是大量的单个应用条目，从而简化流程。
应用（或应用集）配置为数据包的匹配条件。 数据包的类型必须为策略中指定的应用类型，才能
将策略应用于该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与策略指定的应用类型匹配，并且其他所有标准都匹配，则
将策略操作应用于数据包。 可在策略中使用和引用预定义或定制应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92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应用并将其与 IDP 策略关联。

792

•

要求 (第793页)

•

概述 (第793页)

•

配置 (第793页)

•

验证 (第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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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启用安全策略中的 IDP 应用服务。 请参阅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概述
要创建定制应用，请为应用指定有意义的名称，然后为其关联参数—例如，静止超时或应用协议
类型。 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个名称为 cust-app 的特殊 FTP 应用，将其指定为端口 78 上运
行的 IDP 策略 ABC 内的匹配条件，然后将静止超时值指定为 6000 秒。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app application-protocol ftp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78 inactivity-timeout 6000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match application cust-app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then action no-action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ABC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创建应用并将其与 IDP 策略关联：
1.

创建应用并指定其属性。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ap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protocol ftp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78
inactivity-timeout 6000

2.

将该应用指定为策略中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cust-app

3.

指定无操作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user@host# set then action no-action

4.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ABC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和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
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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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base-ips {
rule R1 {
match {
application cust-app;
}
}
}
}
active-policy ABC;
[edit]
user@host# sho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 cust-app {
application-protocol ftp;
protocol tcp;
destination-port 78;
inactivity-timeout 6000;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94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该应用是否已与 IDP 策略关联。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92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集

•

第794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集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示例：配置 IDP 应用集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应用集并将其与 IDP 策略关联。

794

•

要求 (第795页)

•

概述 (第795页)

•

配置 (第795页)

•

验证 (第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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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启用安全策略中的 IDP 应用服务。 请参阅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定义应用。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和应用集”。

概述
要配置应用集，请向应用集单独添加预定义应用或定制应用，然后为该应用集分配有意义的名称。
为应用集命名之后，请将名称指定为策略的组成部分。 要对某个数据包应用该策略，该数据包必
须匹配此集合中包含的任一应用。
本示例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名称为 SrvAccessAppSet 的应用集，并将其与 IDP 策略 ABC 关联。
应用集 SrvAccessAppSet 中包含三个应用。 您将在策略规则中指定一个应用集，而不是指定三
个应用。 如果所有其它条件均匹配，该应用集中的任意应用均充当有效的匹配条件。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security idp
security idp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set SrvAccessAppSet application junos-ssh
application-set SrvAccessAppSet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application-set SrvAccessAppSet application cust-ap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match application SrvAccessAppSet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ABC then action no-action
active-policy ABC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创建应用集并将其与 IDP 策略关联：
1.

创建应用集，并在其中加入三个应用。
[edit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et SrvAccessAppSet]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junos-ssh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junos-telnet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cust-app

2.

创建 IDP 策略。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3.

将该应用集与一个 IDP 策略关联。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user@host# set rulebase-ips rule ABC match application SrvAccessAppSet

4.

为该策略指定操作。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user@host# set rulebase-ips rule ABC then action no-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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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策略。

5.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ABC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和 show application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
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
rulebase-ips {
rule R1 {
match {
application SrvAccessAppSet;
}
then {
action {
no-action;
}
}
}
}
}
active-policy ABC;
[edit]
user@host# sho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et SrvAccessAppSet {
application ssh;
application telnet;
application custApp;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796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该应用集是否已与 IDP 策略关联。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796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92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集

•

第792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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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

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第797页)

•

IDP 协议解码器 (第811页)

•

IDP 内容解压缩 (第813页)

•

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第815页)

•

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第818页)

•

列举特定协议的 IDP 测试条件 (第821页)

IDP 攻击和攻击对象

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可创建定制攻击对象来检测新攻击，或对预定义攻击对象加以定制来满足您网络的具体需要。
要配置定制攻击对象，请为其指定唯一名称，然后指定更多信息，如一般性说明和关键字，以便
更轻松地查找和维护该攻击对象。
攻击对象定义中的某些属性是所有攻击类型共有的属性，如攻击名称、说明、严重性级别、服务
或应用绑定、时间绑定、建议操作，以及协议或端口绑定。 某些字段特定于攻击类型，只能用于
该特定攻击的定义。

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IDP 功能，所以无需任何许可证。 即使设备上未安装有效
的许可证和特征数据库，也可配置和安装 IDP 策略中的定制攻击和定制攻击组。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攻击名称 (第797页)

•

严重性 (第797页)

•

服务和应用绑定 (第798页)

•

协议和端口绑定 (第801页)

•

时间绑定 (第802页)

•

攻击属性（特征攻击） (第803页)

•

攻击协议（协议异常攻击） (第808页)

•

攻击属性（复合或连锁攻击） (第809页)

攻击名称
为对象指定一个字母数字名称。 您可能希望在攻击名称中加入攻击所用协议。

严重性
指定攻击对网络的危害程度。 按照危害程度递增的顺序，严重性类别为 info（参考）、warning
（警告）、minor（轻微）、major（主要）、critical（重大）（见第775页上的“了解 IDP 规则
通知”）。 “重大”攻击是最危险的—这些攻击通常试图使服务器崩溃或获取网络的控制权。
“参考”攻击的危险性最小，通常被网络管理员用来发现自身安全系统中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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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应用绑定
服务或应用绑定字段指定攻击用于进入您网络的服务。

注意: 指定定制攻击中的服务或协议绑定。 如果两者同时指定，则服务绑定的优先级
更高。

•

Any（任意）—如果不确定正确服务，因此希望在所有服务中均比对特征，请指定 any。 由于
某些攻击使用多个服务来攻击您的网络，所以您可能希望选择 Any 服务绑定来检测攻击，而不
考虑攻击为连接选择的服务。

•

Service（服务）—大多数攻击使用某一特定服务来攻击您的网络。 可选择用于实施攻击的特
定服务来充当服务绑定。 第798页上的表107 显示了支持的服务和与这些服务关联的缺省端口。

表107: 服务绑定的受支持服务

798

服务

说明

缺省端口

AIM

AOL Instant Messenger。 美国在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提供互联网、聊天和即时消息传递服务。

TCP/5190

BGP

边界网关协议

TCP/179

Chargen

字符发生器协议是一种基于 UDP 或 TCP 的调试和测量工具。

TCP/19、UDP/19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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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P/67、UDP/68

Discard

放弃协议是一种应用层协议，介绍了放弃发送给端口 9 的
TCP 或 UDP 数据的过程。

TCP/9、UDP/9

DNS

域名系统将域名转换为 IP 地址。

TCP/53、UDP/53

Echo

Echo

TCP/7、UDP/7

Finger

Finger 是一种 UNIX 程序，用于提供有关用户的信息。

TCP/79、UDP/79

FTP

文件传输协议 (FTP) 允许在计算机之间发送和接收文件。

TCP/21、UDP/21

Gnutella

Gnutella 是一种在分布式网络中运行的公共域文件共享协议。

TCP/6346

G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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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70

H225RAS

H.225.0/RAS（注册、许可与状态）

UDP/1718、UD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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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7: 服务绑定的受支持服务 (续)
服务

说明

缺省端口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全球信息网 (WWW) 使用的底层协议。

TCP/80、TCP/81、TCP/88、
TCP/3128、TCP/7001
(Weblogic)、TCP/8000、
TCP/8001、TCP/8100
(JRun)、TCP/8200
(JRun)、TCP/8080、
TCP/8888 (Oracle-9i)、
TCP/9080 (Websphere)、
UDP/80

ICMP

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IDENT

标识协议是一种用于 TCP 客户端认证的 TCP/IP 应用层协议。

TCP/113

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IKE) 是一种协议，用于获取已通过认
证的密钥资料以用于 ISAKMP。

UDP/500

IMAP

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是一种用于检索邮件的协议。

TCP/143、UDP/143

IRC

Internet Relay Chat (IRC) 允许已连接到互联网的人员加入
实时讨论。

TCP/6667

LDAP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是一组用于访问信息目录的协议。

TCP/389

lpr

行式打印机守护程序协议是一种基于 TCP 的协议，用于打印
应用。

TCP/515

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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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1863

MSRPC

Microsoft 远程过程调用

TCP/135、UDP/135

M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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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1433、TCP/3306

MYSQL

MySQL 是 Linux 和 Windows 两者均可使用的一个数据库管理
系统。

TCP/3306

NBDS

由 IBM 发布的 NetBIOS 数据报服务应用为通过广播媒体连接
的 PC 提供了无连接（数据报）应用，可以查找资源、启动会
话和终止会话。 它是一种不可靠的应用，且数据包也未排序。

UDP/137 (NBName)、
UDP/138 (NB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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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2049、UDP/2049

n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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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119

NTP

网络时间协议为计算机提供了一种与参考时间同步的方法。

UD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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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7: 服务绑定的受支持服务 (续)

800

服务

说明

缺省端口

POP3

邮局协议用于检索电子邮件。

UDP/110、TCP/110

Portmapper

在互联网中的节点上运行的服务，用于将 ONC RPC 程序号映
射到侦听该程序号的服务器的网络地址。

TCP/111、UDP/111

RADIUS

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应用是一种服务器程序，用于认证和计
费。

UDP/1812、UDP/1813

rexec

Rexec

TCP/512

rlogin

RLOGIN 可启动远程主机上的终端会话。

TCP/513

rsh

RSH 可执行远程主机上的外壳命令。

TCP/514

rtsp

实时流协议 (RTSP) 适用于流媒体应用

TCP/554

SIP

会话启动协议 (SIP) 是一种应用层控制协议，用于创建、修
改和终止会话。

TCP/5060、UDP/5060

SMB

IP 上的服务器消息块 (SMB) 是一种协议，允许通过网络读写
服务器上的文件。

TCP/139、TCP/445

SMTP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是用于在服务器之间发送邮件的协议。

TCP/25、UDP/25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一组用于管理复杂网络的协议。

TCP/161、UDP/161

SNMPTRAP

SNMP 陷阱

TCP/162、UDP/162

SQLMON

SQL 监控器 (Microsoft)

UDP/1434

SSH

SSH 是一个程序，用于通过强认证登录到网络上的另一台计算
机，以及保护不安全通道中的通信安全。

TCP/22、UDP/22

SSL

安全套接字层

TCP/443、TCP/80

syslog

Syslog 是一种 UNIX 程序，用于向系统日志记录程序发送消
息。

UDP/514

Telnet

Telnet 是一种 UNIX 程序，提供了一种与终端路由器接口的
标准方法，以及设备之间面向终端的过程。

TCP/23、UDP/23

TNS

透明网络底层

TCP/1521、TCP/1522、
TCP/1523、TCP/1524、
TCP/1525、TCP/1526、
TCP/1527、TCP/1528、
TCP/1529、TCP/1530、
TCP/2481、TCP/1810、
TC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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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7: 服务绑定的受支持服务 (续)
服务

说明

缺省端口

TFTP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UDP/69

VNC

虚拟网络计算用于简化与互联网相连的其他计算机或移动路由
器的查看与交互。

TCP/5800、TCP/5900

Whois

网络目录应用协议是一种查找域名的方法。

TCP/43

Y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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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5050

协议和端口绑定
可通过协议或端口绑定来指定攻击用于进入您网络的协议。 可指定网络协议的名称或协议号。

注意: 指定定制攻击中的服务或协议绑定。 如果两者同时指定，则服务绑定的优先级
更高。

•

IP—可使用协议号指定任意受支持的网络层协议。 第801页上的表108 列出了不同协议的协议
号。

表108: 受支持的协议和协议号
协议名称

协议号

IGMP

2

IP-IP

4

EGP

8

PUP

12

TP

29

IPV6

41

ROUTING

43

FRAGMENT

44

RSVP

46

GRE

47

ES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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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8: 受支持的协议和协议号 (续)
协议名称

协议号

AH

51

ICMPV6

58

NONE

59

DSTOPTS

60

MTP

92

ENCAP

98

PIM

103

COMP

108

RAW

255

•

ICMP、TCP 和 UDP—不使用特定服务的攻击可能使用特定端口来攻击您的网络。 某些 TCP 和
UDP 攻击使用标准端口进入您的网络并建立连接。

•

RPC—远程过程调用 (RPC) 协议由分布式处理应用用于远程处理进程之间的交互。 客户端对
RPC 服务器执行远程过程调用时，服务器将通过远程程序进行回复；每个远程程序使用一个不
同的程序号。 要检测使用 RPC 的攻击，请将服务绑定配置为 RPC，并指定 RPC 程序 ID。

第802页上的表109 显示了关键协议的样本格式。

表109: 协议的样本格式
协议名称

协议号

说明

ICMP

<Port>ICMP</Port>

指定协议名称。

IP

<Port>IP/protocol-number</Port>

指定网络层协议号。

RPC

<Port>RPC/program-number</Port>

指定 RPC 程序号。

TCP 或者UDP

•

<Port>TCP </Port>

•

<Port>TCP/port </Port>

对于 TCP 和 UDP 协议，可选择是否指定端
口。 例如，可指定以下任何一项：

•

<Port>TCP/minport-maxport
</Port>

•

<Port>UDP</Port>

•

<Port>UDP/10</Port>

•

<Port>UDP/10-100</Port>

时间绑定
时间绑定用于为定制攻击对象配置时间属性。 时间属性控制攻击对象如何识别重复一定次数的攻
击。 通过配置攻击的范围和计数，可在会话中的一段时间（一分钟）内检测一系列相同攻击。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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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范围）
指定某个攻击出现的次数范围：
•

Source（源）—如果指定此选项，将检测来自源地址的攻击是否达到了指定次数，而不考虑目
标地址。 这就意味着对于指定攻击，将为来自源地址的每个攻击维护一个阈值。 将忽略目标
地址。 例如，从具有相同源地址 ip-a，但具有不同目标地址 ip-b 和 ip-c 的两个不同对
（ip-a、ip-b）和（ip-a、ip-c）检测到了异常。 然后，ip-a 的匹配项数增加到了 2。 假设
阈值或 count也设置为 2，则特征将触发攻击事件。

•

Destination（目标）—如果指定此选项，将检测发送到目标地址的攻击是否达到了指定次数，
而不考虑源地址。 这就意味着对于指定攻击，将为来自目标地址的每个攻击维护一个阈值。
将忽略源地址。 例如，从具有相同目标地址 ip-b，但具有不同源地址 ip-a 和 ip-c 的两个
不同对（ip-a、ip-b）和（ip-c、ip-b）检测到了异常。 然后，ip-b 的匹配项数增加到了 2。
假设阈值或 count也设置为 2，则特征将触发攻击事件。

•

Peer（对等方）—如果指定此选项，将在会话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之间检测攻击是否达到了指
定次数。 这意味着该阈值适用于一对源和目标地址。 假设从两个不同源和目标对（ip-a、
ip-b）和（ip-a、ip-c）检测到了异常。 然后将每对的匹配次数设置为 1，即使这两对共用一
个源地址。

Count（计数）
count（计数）或阈值指定设备将攻击对象视为匹配攻击之前，该攻击对象在指定范围内必须检测
到该攻击的次数。 如果将攻击对象与多个端口绑定，而该攻击对象检测到不同端口上有这个攻
击，则将把各端口上的每个攻击算作一次单独的攻击。 例如，如果攻击对象在 TCP/80 上检测到
一次攻击，然后在 TCP/8080 上也检测到一次攻击，则算作 2 次。
如果达到了 count 匹配，则匹配条件的每个攻击都会导致攻击计数加一。 此计数周期持续 60
秒，之后再次重复。

攻击属性（特征攻击）
特征攻击对象使用状态式攻击特征（攻击的特定部分始终存在的一种模式）来检测已知攻击。 其
中还包含用于实施攻击的协议或服务，以及攻击发生的环境。 以下属性特定于特征攻击，可在配
置特征攻击时进行配置：

注意: 攻击环境、流类型和方向是特征攻击定义的必需字段。

攻击环境
攻击环境定义特征的位置。 如果知道服务和特定服务环境，请指定该服务，然后指定相应的服务
环境。 如果知道服务，但是不确定特定服务环境，请指定以下常规环境之一：
•

first-data-packet—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在第一个数据包中检测攻击。

•

first-packet—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在流的第一个数据包中检测攻击。 如果攻击对象的流方

向设置为 any，设备将同时检查服务器到客户端和客户端到服务器两种流的第一个数据包。 如
果知道攻击特征出现在会话的第一个数据包中，则选择 first packet 而不选择 packet 将减少
设备需要监控的信息流的量，从而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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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et—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对数据包中的攻击模式进行比对。 如果选择此选项，还必须指

定服务绑定来定义服务包头选项。 尽管不是必须的，但是指定这些附加参数可以提高攻击对象
的精确度，从而提高性能。
•

line—如果指定此环境，将在网络信息流内的特定行中检测模式攻击。

•

normalized-stream—如果指定此环境，将在整个规格化流中检测攻击。 规格化流是多种信息发

送方式之一。 在该流中，数据包内的信息先进行规格化，再执行比对。 假设
www.yahoo.com/sports 与 www.yahoo.com/s%70orts 相同。 用于表示这两个 URL 的规划化格式
可能为 www.yahoo.com/sports。 请选择 normalized stream，不要选择 stream，除非希望检测
确切格式中的某个模式。 例如，如果希望检测确切模式 www.yahoo.com/s%70orts，则选择
stream。
•

normalized-stream256—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在规格化流中前 256 个字节内检测攻击。

•

normalized-stream1k—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在规格化流中前 1024 个字节内检测攻击。

•

normalized-stream8k—如果指定此环境，将仅在规格化流中前 8192 个字节内检测攻击。

•

stream—如果指定此环境，将重新组合数据包，然后提取数据来搜索模式匹配。 但是，设备不

能识别流环境的数据包边界，所以将组合多个数据包的数据。 仅当无其它环境选项中包含此攻
击时，才指定这个选项。
•

stream256—如果指定此环境，将重新组合数据包，并在信息流的前 256 个字节中搜索模式匹配

项。 如果流方向设置为 any，设备将同时检查服务器到客户端和客户端到服务器两种流的前
256 个字节。 如果知道攻击特征在会话的前 256 个字节中，则选择 stream256 而不选择 stream
将减少设备必须监控和缓存的信息流的量，从而提高性能。
•

stream1k—如果指定此环境，将重新组合数据包，并在信息流的前 1024 个字节中搜索模式匹配

项。 如果流方向设置为 any，设备将同时检查服务器到客户端和客户端到服务器两种流的前
1024 个字节。 如果知道攻击特征在会话的前 1024 个字节中，则选择 stream1024 而不选择
stream 将减少设备必须监控和缓存的信息流的量，从而提高性能。
•

stream8k—如果指定此环境，将重新组合数据包，并在信息流的前 8192 个字节中搜索模式匹配

项。 如果流方向设置为 any，设备将同时检查服务器到客户端和客户端到服务器两种流的前
8192 个字节。 如果知道攻击特征在会话的前 8192 个字节中，则选择 stream8192 而不选择
stream 将减少设备必须监控和缓存的信息流的量，从而提高性能。

攻击方向
可指定攻击的连接方向。 使用单个方向（而不是 Any）可提高性能，减少误报和增加监测精确
度。
•

Client to server（仅在客户端到服务器信息流中监测攻击）

•

Server to client（仅在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中监测攻击）

•

Any（检测任一方向的攻击）

攻击模式
攻击模式是要检测的攻击的特征。 特征是始终存在于攻击中的一种模式；只要存在攻击，就会有
攻击特征。 要创建攻击模式，必须首先分析攻击以检测模式（如代码段、URL 或数据包包头中的
值），然后创建用于表示该模式的语法表达式。 也可排除特定模式。 如果排除某个模式，则意
味着如果攻击中定义的模式不匹配指定的模式，则将攻击视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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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仅支持对数据包、行和基于应用的环境执行模式排除，不支持对流和规格化流
环境执行模式排除。

特定于协议的参数
指定数据包包头中的某些值和选项。 不同协议的这些参数不同。 在定制攻击定义中，只能为以
下协议之一指定字段—TCP、UDP 或 ICMP。 不过，可以在定制攻击定义中使用 TCP 或 UDP 定义
IP 协议字段。

注意: 只能为使用一个数据包或第一个数据包环境的攻击对象定义包头参数。 如果指
定了 line、stream、stream 256 或服务环境，则不能指定包头参数。

如果不确定恶意数据包的选项或标志设置，请将所有字段保留为空，让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尝
试对所有包头内容进行特征比对。
第805页上的表110 显示了可为使用该 IP 协议的攻击设置的字段和标志。

表110: IP 协议字段和标志
字段

说明

Type of Service

指定服务类型的值。 常用服务类型为：
•

0000 缺省值

•

0001 最小化成本

•

0002 最大化可靠性

•

0003 最大化吞吐量

•

0004 最小化延迟

•

0005 最大化安全性

Total Length

为数据包中的字节数指定值，包括所有包头字段和数据负荷。

ID

为目标系统用于重新组合分段数据包的唯一值指定值。

Time to Live

为数据包的活动时间 (TTL) 值指定一个整数值，其取值范围为 0–255。
该值指定数据包可经过的设备数。 每个处理该数据包的路由器都会使
TTL 减 1；如果 TTL 到 0，则丢弃该数据包。

Protocol

为所用协议指定值。

Source

输入攻击设备的源地址。

Destination

输入攻击目标的目标地址。

Reserved Bit

不使用该位。

More Fragments

如果设置 (1)，该选项表示数据包中包含更多片段。 如果不设置 (0)，
则表示未保留更多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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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IP 协议字段和标志 (续)
字段

说明

Don’t Fragment

如果设置 (1)，该选项表示数据包不能为传输而分片。

第806页上的表111 显示了可为使用该 TCP 协议的攻击设置的数据包头字段和标志。

表111: TCP 包头字段和标志
字段

说明

Source Port

为攻击设备上的端口号指定一个值。

Destination Port

为攻击目标的端口号指定一个值。

Sequence Number

为数据包的序号指定一个值。 该编号可确定数据相对于整个数据序列的
位置。

ACK Number

为数据包的 ACK 号指定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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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TCP 包头中的字节数指定一个值。

Data Length

为数据负荷中的字节数指定一个值。 对于 SYN、ACK 和 FIN 数据包，
该字段应为空。

Window Size

为 TCP 窗口大小中的字节数指定一个值。

Urgent Pointer

为紧急指针指定一个值。 该值表示数据包中的数据为紧急数据；必须设
置 URG 标志，才能激活该字段。

URG

如果设置，紧急标志表示数据包的数据是紧急的。

ACK

如果设置，应答标志将确认数据包的接收。

PSH

如果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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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端口号标识）中，而无需等待该序列中的其余数据包。

RST

如果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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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

如果设置，SYN 标志指示请求新会话。

FIN

如果设置，结束标志表示数据包传输已完成，可关闭连接。

R1

不使用这个保留位（两个中的第一个）。

R2

不使用这个保留位（两个中的第二个）。

第807页上的表112 显示了可为使用该 UDP 协议的攻击设置的数据包头字段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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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UDP 包头字段和标志
字段

说明

Source Port

为攻击设备上的端口号指定一个值。

Destination Port

为攻击目标的端口号指定一个值。

Data Length

为数据负荷中的字节数指定一个值。

第807页上的表113 显示了可为使用该 ICMP 协议的攻击设置的数据包头字段和标志。

表113: ICMP 包头字段和标志
字段

说明

ICMP Type

为用于标识请求或回复数据包功能的主代码指定一个值。

ICMP Code

为用于标识给定类型内请求或回复数据包功能的辅助代码指定一个值。

Sequence Number

为数据包的序号指定一个值。 该编号用于确定请求或回复数据包相对于
整个序列的位置。

ICMP ID

为识别号指定一个值。 该识别号是目标系统用来关联请求和回复数据包
的唯一值。

Data Length

为数据负荷中的字节数指定一个值。

样本特征攻击定义
下面是一个样本特征攻击定义：
<Entry>
<Name>sample-sig</Name>
<Severity>Major</Severity>
<Attacks><Attack>
<TimeBinding><Count>2</Count>
<Scope>dst</Scope></TimeBinding>
<Application>FTP</Application>
<Type>signature</Type>
<Context>packet</Context>
<Negate>true</Negate>
<Flow>Control</Flow>
<Direction>any</Direction>
<Headers><Protocol><Name>ip</Name>
<Field><Name>ttl</Name>
<Match>==</Match><Value>128</Value></Field>
</Protocol><Name>tcp</Name>
<Field><Name><Match>&lt;</Match>
<value>1500</Value>
</Field></Protocol></Headers>
</Attack></Attacks>
</Entry>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80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攻击协议（协议异常攻击）
协议异常攻击对象检测违反了协议规范（RFC 和常用 RFC 扩展）的未知攻击或复杂攻击。 不能
新建协议异常，但是可以配置新攻击对象来控制设备在检测到预定义的协议异常时如何对其进行
处理。

注意: 服务或应用绑定是协议异常攻击的必需字段。

以下属性特定于协议异常攻击。 攻击方向和测试条件都是配置异常攻击定义所需的字段。

攻击方向
攻击方向用于指定攻击的连接方向。 使用单个方向（而不是 Any）可提高性能，减少误报和增加
监测精确度：
•

Client to server（仅在客户端到服务器信息流中监测攻击）

•

Server to client（仅在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中监测攻击）

•

Any（检测任一方向的攻击）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是决定是否符合异常攻击的条件。 Juniper Networks 支持某些预定义的测试条件。 在
下面的示例中，条件为消息太长。 如果消息大小超过该测试条件的预配置值，则说明匹配攻击。
<Attacks>
<Attack>
<Type>anomaly</Type>
...
<Test>MESSAGE_TOO_LONG</Test>
<Value>yes</Value>
...
</Attack>
</Attacks>

样本协议异常攻击定义
下面是一个样本协议异常攻击定义：
<Entry>
<Name>sample-anomaly</Name>
<Severity>Info</Severity>
<Attacks><Attack>
<TimeBinding><Count>2</Count>
<Scope>peer</Scope></TimeBinding>
<Application>TCP</Application>
<Type>anomaly</Type>
<Test>OPTIONS_UNSUPPORTED</Test>
<Direction>any</Direction>
</Attack></Attacks>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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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属性（复合或连锁攻击）
复合或连锁攻击对象检测使用多种方法来利用漏洞的攻击。 此对象将多个特征和/或协议异常组
合为一个攻击对象，从而强制让信息流与该复合攻击对象内的组合特征和异常模式比对，再将信
息流标识为攻击。 通过组合特征或异常，甚至指定其必须匹配的顺序，可以严格指定设备将信息
流标识为攻击需要发生的事件。
复合攻击中必须至少指定 2 个成员（攻击）。 复合攻击中最多可指定 32 个成员。 成员可以是
特征或异常攻击。
以下属性特定于复合攻击：

Scope（范围）
范围用于指定攻击是否在会话内或在会话内跨事务进行比对。 如果指定的服务支持一个会话内的
多个事务，也可指定是在单个会话内进行比对，还是跨一个会话内的多个事务之间进行比对：
•

如果指定 session，则允许对象在同一会话内有多个匹配项。

•

如果指定 transaction，则跨越在同一会话内发生的多个事务来比对对象。

Order（顺序）
使用有序匹配可创建必须按指定顺序比对各成员特征或协议异常的复合攻击对象。 如果不指定有
序匹配，复合攻击对象仍然必须比对所有成员，但攻击模式或协议异常在攻击中可以随机出现。

Reset（重置）
指定只要在同一个会话中检测到了一个攻击，就生成一个新日志。 如果该字段设置为 no，则对
一个会话仅记录一次攻击。

表达式（布尔表达式）
如果使用布尔表达式字段，则禁用有序匹配功能。 布尔表达式字段利用成员名称或名称索引属
性。 支持下面的三个布尔运算符，并且可对其使用圆括号；这些运算符用于帮助确定顺序：
•

or—如果匹配成员名称模式之一，则表达式匹配。

•

and—如果两个成员名称模式均匹配，则表达式匹配。 成员的出现顺序不重要。

•

oand (ordered and)—如果两个成员名称模式均匹配，并且其出现顺序与布尔表达式中指定的顺

序相同，则表达式匹配。
假设您创建了五个特征成员，标记为 s1-s5。 假设您知道攻击中始终包含模式 s1，然后是 s2 或
s3。 您还知道攻击中始终包含 s4 和 s5，但其位置在攻击中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创建
下面的布尔表达式：((s1 oand s2) or (s1 oand s3)) and (s4 and s5)

注意: 可以在定制攻击定义中定义有序匹配或表达式（但不能两者同时定义）。

成员索引
可在连锁攻击中指定成员索引来唯一标识成员（攻击）。 在下面的示例中，定义的表达式内使用
了成员索引来标识成员 m01 和 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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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m02 AND m01</Expression>
<Order>no</Order>
<Reset>no</Reset>
<ScopeOption/>
<Members>
<Attack>
<Member>m01</Member>
<Type>Signature</Type>
...
<Pattern><!CDATA[.*/getlatestversion]]></Pattern>
<Regex/>
</Attack>
<Attack><Member>m02</Member>
<Type>Signature</Type>
...
<Pattern><!CDATA[\[Skype\'.*]]></Pattern>
<Regex/>
</Attack>
<Attack>

注意: 定义该表达式时，必须为所有成员指定成员索引。

样本复合攻击定义
下面是一个样本复合攻击定义：
<Entry>
<Name>sample-chain</Name>
<Severity>Critical</Severity>
<Attacks><Attack>
<Application>HTTP</Application>
<Type>Chain</Type>
<Order>yes</Order>
<Reset>yes</Reset>
<Members><Attack>
<Type>Signature</Type>
<Context>packet</Context>
<Pattern><![CDATA[Unknown[]></Pattern>
<Flow>Control</Flow>
<Direction>cts</Direction>
</Attack><Attack>
<Type>anomaly</Type>
<Test>CHUNK_LENGTH_OVERFLOW</Test>
<Direction>any</Direction>
</Attack></Members>
</Attack></Attacks>
</Entry>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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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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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5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

第818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

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第811页)

•

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第811页)

•

了解多 IDP 检测器支持 (第812页)

IDP 协议解码器

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使用协议检测器来检查协议的完整性和环境信息，方法是查找异常和确保
满足 RFC 标准。 异常可以是协议的任何部分，如包头、消息正文或违反该协议的 RFC 标准的其
它个别字段。 例如，对于 SMTP，如果 SMTP MAIL TO 在 SMTP HELO 的前面，则 SMTP 协议中存
在异常。
如果有协议环境信息，协议解码器将在这些环境中检查是否存在攻击。 例如，对于 SMTP，如果
一封电子邮件发给 user@company.com，则 user@company.com 为环境信息，而 SMTP MAIL TO 则
为环境。 通过使用协议环境数据而不是整个数据包来检测攻击，协议解码器提高了整体性能和精
确度。
如果为一个策略配置了一个规则，而该规则与对 SMTP 执行的协议解码器检查匹配，则将触发该
规则并执行相应操作。
IDP 模块随附了一组预配置的协议解码器。 这些协议解码器中包含所执行的各种特定于协议的环
境检查的缺省设置。 可使用这些缺省设置，也可对其进行调整来满足站点的具体需要。 要显示
可用协议解码器列表，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 show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detector protocol-name ?

有关当前协议解码器集及其缺省环境值的更详细视图，可查看 detector-capabilities.xml 文
件，该文件位于设备上的 /var/db/idpd/sec-download 文件夹中。 下载新安全程序包时，也会
收到该文件，其中列出了当前协议和缺省解码器环境值。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97页上的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

第818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

第812页上的了解多 IDP 检测器支持

•

第815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

第811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的 tunabl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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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首先请查看 IDP 协议解码器功能。 请参阅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概述
Junos IDP 模块随附了一组预配置的协议解码器。 这些协议解码器中包含所执行的各种特定于协
议的环境检查的缺省设置。 可使用这些缺省设置，也可对其进行调整来满足站点的具体需要。
本示例显示如何调整 FTP 的协议解码器。

配置
分步过程

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的 tunable 参数：
查看具有 tunable 参数的协议列表。

1.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detector protocol-name FTP

配置 FTP 协议的 tunable 参数。

2.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idp sensor-configuration-detector protocol-name FTP]
tunable-name sc_ftp_failed_logins tunable-value 4
tunable-name sc_ftp_failed_flags tunable value 1
tunable-name sc_ftp_line_length tunable-value 1024
tunable-name sc_ftp_password_length tunable-value 64
tunable-name sc_ftp_sitestring_length tunable-value 512
tunable-name sc_ftp_username_length tunable-value 3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12页上的了解多 IDP 检测器支持

•

第815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了解多 IDP 检测器支持
收到的新安全程序包中包含攻击定义和检测器。 在安全程序包的给定版本中，攻击定义对应所含
检测器的功能。 如果在设备上禁用了策略老化（请 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中的
reset-on-policy 命令了解策略老化命令），则给定时间内只有一个策略有效。 但是如果启用了
策略老化，并且存在策略更新，则加载新策略时不会卸载现有策略。 因此，这两个策略在设备上
都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策略将继续检查所有现有会话，用新策略检查新会话。 如果使用
较旧策略的所有现有会话均终止或到期，将卸载这个较旧的策略。
如果加载了一个策略，还将为该策略关联一个检测器。 如果正在加载的新策略有一个关联检测
器，而该检测器匹配现有策略已在使用的检测器，则不加载新检测器，两个策略都会使用同一个
关联检测器。 但是如果新检测器不匹配当前检测器，将随新策略一并加载新检测器。 在这种情
况下，加载的每个策略都使用自己的关联检测器执行攻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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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任何时候最多可以加载两个检测器。 如果（由两个或更多策略）加载了两个检测器，并
且加载新策略还需要加载一个新检测器，则必须先至少卸载一个已加载的检测器，才能加载这个
新检测器。 卸载检测器之前，也将卸载使用相应检测器的所有策略。
可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当前策略和相应检测器版本：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1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5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

了解内容解压缩 (第813页)

•

示例：配置 IDP 内容解压缩 (第814页)

IDP 内容解压缩

了解内容解压缩
在 HTTP 之类的应用协议中，可压缩内容并通过网络传输。 模式将不匹配压缩内容，因为编写了
特征模式来比对未编码的信息流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将避开 IDP 检测。 为了避免逃避对 HTTP
压缩内容执行 IDP 检测，添加了 IDP 子模块来解压协议内容。 将对解压后的内容执行特征模式
比对。
要显示所有 IPS 计数器值的状态，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ips

某些攻击通过压缩内容引入。 内容解压缩之后的大小可能膨胀到非常大，占用宝贵的系统资源，
从而导致拒绝服务。 这种类型的攻击可以通过解压缩后的数据大小与压缩的数据大小之间的比例
来识别。 content-decompress-ratio-over-limit 计数器用于确定超过了此比例的事件数。 缺
省比例视为符合典型环境。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该比例可能需要通过重新设置
content-decompress-ratio-over-limit 值来进行调整。 不过请记住，高比率会降低检测到此类攻
击的机会。
content-decompress-memory-over-limit 计数器用于确定解压缩后的数据量超出所分配内存的事
件数。 缺省内存分配为同时需要解压缩的会话平均数提供每个会话 33 KB 的内存。 要确定该值
是否符合您的环境，请分析来自与解压缩有关的计数器的值和经过设备的 IDP 会话总数，并估算
同时需要解压缩的会话数。 假设这些会话中的每一个需要 33 KB 内存才能解压缩，请将您估算
的需求与缺省值进行比较。 如有必要，可通过重新设置 max-memory-kb 值来调整内存分配。 请
注意，由于解压缩内容需要分配大量内存，系统性能将由于要增加用于解压缩的最大内存分配而
受到影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1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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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IDP 内容解压缩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IDP 内容解压缩。
•

要求 (第814页)

•

概述 (第814页)

•

配置 (第814页)

•

验证 (第814页)

要求
首先请查看 IDP 内容解压缩功能。 请参阅第813页上的“了解内容解压缩”

概述
缺省情况下已禁用解压缩功能。 在本示例中，将启用检测器，把最大内存配置为 50,000 KB，并
把最大压缩比配置为 16:1。

注意: 启用解压缩将导致设备性能下降。

配置
分步过程

配置 IDP 内容解压缩：
1.

启用检测器。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detector protocol-name HTTP
tunable-name sc_http_compress_inflating tunable-value 1

注意: 要禁用检测器，请将 tunable-value 设置为 0。

2.

如有必要，修改最大内存（以 KB 为单位）。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sensor-configuration ips max-memory-kb 50000

3.

如有必要，配置最大解压缩比例。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sensor-configuration ips content-decompression-max-ratio 16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ips 命令。 content-decompress
计数器提供有关解压缩处理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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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1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协议解码器

•

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第815页)

•

示例：配置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第816页)

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要配置定制攻击对象，请为其指定唯一名称，然后指定更多信息，以便更轻松地查找和维护该攻
击对象。
攻击对象定义中的某些属性是所有攻击类型共有的属性，如攻击名称、严重性级别、服务或应用
绑定、时间绑定，以及协议或端口绑定。 某些字段特定于攻击类型，只能用于该特定攻击的定
义。
特征攻击对象使用状态式攻击特征（攻击的特定部分始终存在的一种模式）来检测已知攻击。 其
中还包含用于实施攻击的协议或服务，以及攻击发生的环境。 以下属性特定于特征攻击，可在配
置特征攻击时进行配置—攻击环境、攻击方向、攻击模式，以及协议特定的参数（TCP、UDP、ICMP
或 IP 包头字段）。
配置基于特征的攻击时，请记住以下事项：

相关主题

•

攻击环境和方向是特征攻击定义的必需字段。

•

仅支持对数据包、行和基于应用的环境执行模式排除，不支持对流和规格化流环境执行模式排
除。

•

配置协议特定的参数时，可仅为以下协议之一指定字段—IP、TCP、UDP 或 ICMP。

•

配置协议绑定时，可仅指定以下项之一—IP、ICMP、TCP、UDP、RPC 或应用。
•

IP—协议号为必需字段。

•

TCP 和 UDP—可指定单个端口 (minimum-port) 或端口范围（minimum-port 和
maximum-port）。 如果不指定端口，则采用缺省值 (0-65535)。

•

RPC—程序号为必需字段。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97页上的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6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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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示例：配置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基于特征的攻击对象。
•

要求 (第816页)

•

概述 (第816页)

•

配置 (第816页)

•

验证 (第818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个名为 sig1 的特征攻击，并为其指定以下属性：
•

建议操作（丢弃数据包）—IDP 在匹配数据包到达其目标前将其丢弃，但并不关闭连接。

•

时间绑定—将范围设置为 source（源），将计数设置为 10。 如果范围为 source（源），将统
计来自同一个源的所有攻击，而如果攻击数达到了指定计数 (10)，将记录该攻击。 在本示例
中，将记录来自同一个源的每第十次攻击。

•

攻击环境 (packet)—与数据包内的攻击模式进行比对。

•

攻击方向 (any)—同时检测两个方向的攻击—客户端到服务器和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

•

协议 (TCP)—指定 TTL 值为 128。

•

Shellcode (Intel)—设置该标志以检测 Intel 平台的 shellcode。

•

协议绑定—指定 TCP 协议和端口 50 到 100。

配置了基于特征的攻击对象之后，请在 IDP 策略规则中指定攻击为匹配条件。 请参阅第780页上
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severity major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recommended-action drop-packet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time-binding scope source count 10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attack-type signature context packet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attack-type signature shellcode intel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attack-type signature protocol ip ttl value 128 match
equal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attack-type signature protocol-binding tcp minimum-port
50 maximum-port 100
se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attack-type signature directio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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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创建基于特征的攻击对象：
1.

指定攻击的名称。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2.

指定攻击的一般属性。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idp custom-attack sig1]
severity major
recommended-action drop-packet
time-binding scope source count 10

指定攻击的类型和环境。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signature context packet

4.

指定攻击方向和 shellcode 标志。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signature shellcode intel

5.

设置协议及其字段。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signature protocol ip ttl value 128 match equal

6.

指定协议绑定和端口。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signature protocol-binding tcp minimum-port 50 maximum-port
100

7.

指定方向。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signature direction an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sig1 {
recommended-action drop-packet;
severity major;
time-binding {
count 10;
scope source;
}
attack-type {
signature {
protocol-binding {
tcp {
minimum-port 50 maximum-por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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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ext packet;
direction any;
shellcode intel;
protocol {
ip {
ttl {
match equal;
value 128;
}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运行正常。
•

验证配置 (第818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创建了基于特征的攻击对象。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15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特征的攻击

•

第797页上的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81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

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第818页)

•

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第819页)

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协议异常攻击对象检测违反了协议规范（RFC 和常用 RFC 扩展）的未知攻击或复杂攻击。 不能
新建协议异常，但是可以配置新攻击对象来控制设备在检测到预定义的协议异常时如何对其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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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属性特定于协议异常攻击：
•

攻击方向

•

测试条件

配置基于协议异常的攻击时，请记住以下事项：

相关主题

•

服务或应用绑定是协议异常攻击的必需字段。 除了支持的应用之外，服务还包括 IP、TCP、
UDP、ICMP 和 RPC。

•

攻击方向和测试条件属性是配置异常攻击定义必需的字段。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11页上的了解 IDP 协议解码器

•

第797页上的了解定制攻击对象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1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基于协议异常的攻击对象。
•

要求 (第819页)

•

概述 (第819页)

•

配置 (第820页)

•

验证 (第821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个名为 anomaly1 的协议异常攻击，并为其指定以下属性：
•

时间绑定—将范围指定为 peer（对等），将计数指定为 2，以便检测会话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
之间的异常是否达到指定次数。

•

严重性 (info)—提供有关匹配条件的任何攻击的信息。

•

攻击方向 (any)—同时检测两个方向的攻击—客户端到服务器和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

•

服务 (TCP)—匹配使用 TCP 服务的攻击。

•

测试条件 (OPTIONS_UNSUPPORTED)—匹配某些预定义的测试条件。 在本示例中，如果攻击中包
含不支持的选项，则条件匹配。

•

Shellcode (sparc)—设置该标志以检测 Sparc 平台的 shel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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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了基于协议异常的攻击对象之后，请在 IDP 策略规则中指定攻击作为匹配条件。 请参阅第
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idp
idp
idp
idp
idp
idp
idp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custom-attack

anomaly1 severity info
anomaly1 time-binding scope peer count 2
anomaly1 attack-type anomaly test OPTIONS_UNSUPPORTED
sa
sa attack-type anomaly service TCP
sa attack-type anomaly direction any
sa attack-type anomaly shellcode sparc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创建基于协议异常的攻击对象：
1.

指定攻击的名称。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anomaly1

2.

指定攻击的一般属性。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anomaly1]
user@host# set severity info
user@host# set time-binding scope peer count 2

3.

指定攻击类型和测试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anomaly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anomaly test OPTIONS_UNSUPPORTED

4.

指定异常攻击的其它属性。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anomaly1]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anomaly service TCP
user@host# set attack-type anomaly direction any
user@host# attack-type anomaly shellcode sparc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anomaly1 {
severity info;
time-binding {
count 2;
scope peer;
}
attack-type {
anomaly {
test OPTIONS_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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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TCP;
direction any;
shellcode sparc;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配置 (第821页)

验证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创建了基于协议异常的攻击对象。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18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列举特定协议的 IDP 测试条件
配置 IDP 定制攻击时，可为特定协议指定列举测试条件。 列举 ICMP 的测试条件：
1. 列举 ICMP 的受支持测试条件，然后选择要配置的测试条件。 CLI 中 [edit security idp

custom-attack test1 attack-type anomaly] 层次结构级别中提供了受支持的测试条件。
user@host#set test icmp?
Possible completions:
<test>
Protocol anomaly condition to be checked
ADDRESSMASK_REQUEST
DIFF_CHECKSUM_IN_RESEND
DIFF_CHECKSUM_IN_RESPONSE
DIFF_LENGTH_IN_RESEND

2. 配置希望为测试条件配置的服务。

user@host# set service ICMP
3. 配置测试条件（无需指定协议名称）。

user@host# set test ADDRESSMASK_REQUEST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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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82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18页上的了解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

第81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 IDP 协议异常的攻击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五章

应用级分布式拒绝服务
•

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第823页)

•

IDP 应用级 DDoS 保护概述 (第823页)

•

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第827页)

•

了解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第831页)

•

示例：配置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第833页)

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应用级 DDoS 攻击的目的是耗尽目标服务器（如 DNS 或 HTTP 服务器）的资源，使其不能执行预
期服务。 方法是从经常使用欺骗性 IP 地址的恶意自动程序客户端发出极大量的应用请求。
应用级 DDoS 攻击与传统的第 3 层和第 4 层 DDoS 攻击（如 SYN 泛滥）不同。 从第 3 层和第
4 层的角度看，此类攻击可以显示为合法事务。 传统的第 3 层和第 4 层 DDoS 解决方案只能限
制这些攻击的速率并开始应用事务，而不是拒绝攻击。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保护概述

•

第827页上的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IDP 应用级 DDoS 保护概述
•

了解应用级 DDoS 模块 (第823页)

•

了解应用级 DDoS 定义 (第824页)

•

了解应用级 DDoS 规则 (第826页)

•

了解应用级 DDoS IP 操作 (第826页)

•

了解应用级 DDoS 会话操作 (第827页)

了解应用级 DDoS 模块
应用级分布式拒绝服务（应用级 DDoS）IDP 模块使用应用级度量来区分正常与恶意的应用请求。
然后识别来犯的源地址，并可丢弃或拒绝这些请求。 根据用户配置的应用阈值，当客户端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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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超过了定义的阈值时，将对来自来犯客户端地址的信息流应用会话和 IP 操作。 此功能用于保
护服务器免受 DNS 和 HTTP 应用级 DDoS 攻击。
要识别恶意自动程序客户端，请创建一个具有 rulebase-ddos 的策略来监控特定信息流，并定义
应用级 DDoS 应用度量和阈值来监控该信息流。 如果超过了这个阈值，将对客户端执行定义的操
作来保护应用服务器。
IDP 执行从连接监控到协议分析，再到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的多阶段分析，并维护各个受保护服
务器的状态。 可在应用级 DDoS 应用定义中配置 connection-rate-threshold，以便监控连接速
率。 如果超过了连接阈值速率，IDP 将转到协议分析来执行深度内容检查，并维护有关应用事务
的统计数据。 应用级 DDoS 攻击可以归类为重度攻击或随机攻击。 重度攻击以快速重复性方式
执行相同的应用事务，例如，反复查询一个不存在的域名。 随机攻击执行随机应用事务，如查询
随机域名，每个请求查询一个。 可配置环境 value-hit-rate-threshold 来检测重度攻击，配置
环境 hit-rate-threshold 来检测随机攻击。 如果超过了这两个环境阈值的其中一个，IDP 将转
到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阶段，此时根据用户配置的时间绑定阈值以每客户端为基础跟踪应用事务。
善意客户端不会执行相同的重复性事务，而恶意自动程序客户端则会。 如果超过了时间绑定阈
值，将通过配置的 IP 操作和会话操作来阻止确认的自动程序客户端。
也可在 exclude-context-values 下配置一个正则表达式列表来避免将特定环境值视为执行应用
级 DDoS 处理的条件。 这对于针对可能经常命中环境阈值的众所周知资源的请求很有帮助，如对
域名 google.com 的 DNS 查询。
协议分析阶段对环境 hit-rate-threshold 和 value-hit-rate-threshold 使用缺省时间间隔 60
秒。 例如，如果将 value-hit-rate threshold 配置为 10,000，将针对 10,000 次命中的限制
以 60 秒的时间间隔监控环境值。
IDP 还对状态转换使用滞后来避免状态之间的剧烈波动。 对落后于状态，将使用低于所配置连接
和环境阈值限制 20% 的缺省值。 例如： 如果将环境 value-hit-rate-threshold 配置为 10,000，
相同环境值在 60 秒内命中 10,000 次之后，IDP 将从协议分析转为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并且
仅当此类命中数在 60 秒内小于 8000 时才会落后于状态。
建议在 application-ddos 定义中配置时间绑定阈值，因为该阈值对区分善意客户端和恶意自动
程序客户端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选择不定义时间绑定阈值，IDP 将不执行自动程序客户端分
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应用事务超过了环境阈值，将执行配置的 IP 操作和会话操作。 请注
意，如果不执行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善意客户端对受保护服务器发出请求时可能遭到拒绝。
IDP 仅为当前策略维护应用级 DDoS 状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812页上的“了解多 IDP 检
测器支持”中的策略老化参考。 将不对来自使用较老策略的会话的信息流执行应用级 DDoS 检
查。 如果加载了新策略，将重新获取各受保护服务器的应用级 DDoS 状态。

了解应用级 DDoS 定义
只能为每个受保护服务器配置一个 application-ddos 定义。 但是，可在具有特定
destination-address 和/或 to-zone 的两个或更多规则中使用同一个 application-ddos 定义
来保护具有相同所需 application-ddos 阈值的两个或更多服务器。
第825页上的表114 显示了可为 application-ddos 设置的参数。 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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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具有不同应用级 DDoS 应用的两个规则处理传送到一个目标应用服务器的
信息流，则应用级拒绝服务（应用级 DDoS）检测将不工作。 设置应用级 DDoS 规则
时，请确保不要配置有两个不同 application-ddos 对象的 rulebase-ddos 规则，因
为以一个应用服务器为目标的信息流可以处理多个规则。 事实上必须为受保护的每个
应用服务器配置应用级 DDoS 规则，这样以一个受保护服务器为目标的信息流仅命中
一个应用级 DDoS 规则。
应用级 DDoS 规则为最终规则，这就意味着信息流只要被一个规则处理，就不会被另
一个规则处理。

表114:

应用 DDoS 参数

参数

说明

service service-name

要监控的应用层服务，如 DNS 或 HTTP。

exclude-context-value

配置应从应用级 DDoS 检测排除的常用环境值模式的列表。 例如，如果
有一个 Web 服务器接收大量对主页/登录页的 HTTP 请求，则可将其从应
用级 DDoS 检测排除掉。

connection-rate threshold

connections-per-second 阈值，这是用于启动对应用环境值进行监控的
阈值。

context context-name

通过信息流数据解析应用协议时 IDP 协议解码器生成的应用环境的名称。

hit-rate-threshold

配置了时间绑定参数时，在时间间隔（缺省值为 60 秒）内作为自动程序
客户端分类启动条件的环境命中数。 如果未配置时间绑定参数，将执行
配置的策略操作。

value-hit-rate-threshold

配置了时间绑定参数时，在时间间隔内作为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启动条件
的环境命中数。 如果未配置时间绑定参数，将执行配置的策略操作。

max-context-values

应监控和/或报告的前 n 个环境值。

time-binding-period

确定是否应将某个客户端归类为恶意自动程序客户端的时间绑定周期。
如果客户端对同一个环境值的请求在 time-binding-period 秒内超过了
time-binding-count 次，将把该设置与 time-binding-count 结合使用
来检测攻击。

time-binding-count

为确定客户端是否应被视为恶意自动程序客户端，时间绑定时间段内从各
客户端命中的环境或环境值数。
在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对于与暴力和时间绑定有关的攻击，仅当
匹配计数等于阈值时，才执行日志记录。 即在度量阈值的 60 秒时间段
内仅生成一个日志。 此过程可以防止生成重复性日志，并确保与其它
IDP 平台（如 IDP 单机平台）的一致性。
如果 60 秒时间段内未发现任何攻击，并清空了 BFQ 条目，将重新开始
执行匹配计数，在攻击表中显示新攻击匹配，并生成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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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应用级 DDoS 规则
可配置一个或多个应用级 DDoS 规则来定义为保护服务器而应监控的信息流。
第826页上的表115 显示了可为 application-ddos 设置的参数。

表115: 应用级 DDoS 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from-zone

匹配源区段。

source-address

匹配源地址。

to-zone

匹配目标区段。

destination-address

匹配目标地址。

application

选择缺省值，以便从 application-ddos 定义选择应用服
务。

application-ddos

指定 DDoS 应用。

了解应用级 DDoS IP 操作
可配置 IP 操作，以便在特定时间内丢弃来自已确定的自动程序客户端地址的将来会话，或限制
将来连接的速率。
第826页上的表116 显示了可用于配置应用级 DDoS IP 操作的参数。

表116: 应用级 DDoS IP 操作参数
参数

说明

ip-block

阻止匹配 IP 操作的任何会话的将来连接。

ip-close

通过向客户端发送 RST 数据包来关闭匹配 IP 操作的任何客户端地址的将
来连接。
如果未使用 TCP，将无提示丢弃连接。

826

ip-connection-rate-limit

基于您设置的每秒连接限制对将来的连接执行速率限制。 此参数可用于减
少来自客户端的攻击数。

ip-notify

如果匹配将来的连接，则不执行任何操作，但记录事件。

log

对匹配规则的信息流记录有关 IP 操作的信息。

timeout

指定发现信息流匹配之后希望 IP 操作保持有效的秒数。

log-create

生成有关安装 IP 操作过滤器的日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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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应用级 DDoS IP 操作参数 (续)
参数

说明

refresh-timeout

刷新超时，以便为 IP 操作配置了超时且将来的信息流匹配该 IP 操作条
目时，该 IP 操作过滤器不会到期。

了解应用级 DDoS 会话操作
会话操作确定应对识别的自动程序客户端执行何种操作。
第827页上的表117 显示了可为操作设置的参数。

表117:

相关主题

应用级 DDoS 操作参数

参数

说明

close-server

关闭连接并向服务器发送 RST 数据包，但不向客户端发送。

drop-connection

丢弃与连接关联的所有数据包，以防连接的信息流到达其目标。 该操作用于丢
弃不易实行欺骗的信息流的连接。

drop-packet

IDP 在匹配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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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攻击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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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action

不执行任何操作。 如果希望仅为某些信息流生成日志，请使用此操作。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827页上的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示例：启用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应用级 DDoS 模块保护 DNS 服务器抵御应用级 DDoS 攻击。
•

要求 (第827页)

•

概述 (第828页)

•

配置 (第828页)

•

验证 (第831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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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 DNS 服务器配置应用级 DDoS 保护之前，请查看要保护的服务器上的平均 DNS 请求负荷，以
便确定要配置的应用阈值。 接下来定义应用阈值，然后当事务的客户端应用超过了这些阈值时，
将对来自来犯客户端地址的信息流应用会话和 IP 操作。
例如，如果 DNS 服务器预期每秒处理的正常负荷为 1000 个请求，请选择超过正常负荷的 20%
（即每秒共 1200 个请求）作为 connection-rate-threshold 值。 该值其实就是 60 秒内 60,000
个事务，所以选择超过该负荷的 20%（共 72,000）作为 context hit-rate-threshold 值。 可
根据对所查询相同域名的请求的最大负荷来选择环境 value-hit-rate-threshold。 如果 DNS 在
60 秒内接收的对域 xyz.com 的查询不可能超过 2000 次，则将环境 value-hit-rate-threshold
设置为超过该值的 20%，即 60 秒共 2400 次。
对于监控和报告，可选择将 max-context-values 设置为 100，这样将在最大程度上监控和报告
活跃程度最高的 100 个 DNS 查询请求。 如果客户端在该范围内，则很可能是恶意自动程序客户
端。 识别了自动程序客户端之后，可将 IP 操作配置为 ip-block 且超时为 600 秒（10 分钟内
拒绝自动程序客户端访问），并将会话操作设置为 drop-packet。
在本示例中，当每秒的连接数超过了 1200 时，IDP 将开始执行深度协议分析。 如果对环境
dns-type-name 的查询总数超过了 72,000 或对同一个查询值的请求超过了 2400，IDP 还将开始
执行自动程序客户端分类。

注意: 当应用服务器上发生了应用级 DDoS 攻击时，其事务速率将比正常负荷甚至峰
值负荷下的事务速率高得多。 因此，最佳实践是设置的阈值高于应用服务器的正常峰
值，这样就不会触发不必要的分类处理。 此设置可提高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整
体性能，因为服务器真正达到异常事务速率之前，应用级 DDoS 模块不会开始执行客
户端分类。

注意: 只能为每个应用级 DDoS 规则定义一个 DDoS 应用。 可创建更多规则来监控多
个 DDoS 应用。
每个应用级 DDoS 规则都是一个最终规则，即只能考虑将一个匹配规则用于内向信息
流匹配。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to-zone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application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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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action
drop-packe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ip-action
ip-block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ip-action
timeout 60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nection-rate-threshold 120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hit-rate-threshold
7200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value-hit-rate-threshold 240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max-context-values
10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time-binding-count
1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time-binding-period
30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exclude-context-values
.*google.com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exclude-context-values
.*yahoo.com
set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service dns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定义信息流类型、要监控的协议环境，以及用于触发操作的阈值。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service dns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nection-rate-threshold 120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hit-rate-threshold
7200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value-hit-rate-threshold 240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max-context-values
10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time-binding-count
10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time-binding-period
30

2.

设置将免除监控的环境值。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exclude-context-values .*google.com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exclude-context-values .*yahoo.com

3.

为 rulebase-ddos 设置 IDP 策略规则，以便定义受监控信息流的源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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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source-address any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to-zone any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application default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edit security idp]
4.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match

定义检测到应用级 DDoS 攻击信息流时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action drop-packet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ip-action ip-block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1 then
ip-action timeout 6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和 show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
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ppDDoS-policy-1 {
rulebase-ddos {
rule AppDDoS-rul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to-zone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application-ddos {
dns-server-1;
}
}
then {
action {
drop-packet;
}
ip-action {
ip-block;
timeout 6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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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dns-server-1
context dns-type-name {
hit-rate-threshold 72000;
value-hit-rate-threshold 2400;
max-context-values 100;
time-binding-count 10;
time-binding-period 30;
exclude-context-values [ .*google.com .*yahoo.com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第831页)

验证针对应用级 DDoS 攻击的 IDP 保护
用途

验证正受到 IDP 应用级 DDoS 功能保护的服务器的基本统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ddo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保护概述

了解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要成功减轻对您的网络环境的应用级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需要设置正确的规则阈值。
要确定正确的阈值，需要分析网络统计数据。 借助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可从以受保护服
务器为目标的应用请求收集有关连接、环境与速率和数据记录的应用信息。 可通过这些信息来确
定趋势，以便帮助您为环境创建更有效的规则。
下面是统计信息报告的主要功能：
•

对应用请求数据执行应用级 DDoS 报告。

•

按照您定义的周期对应用连接速率和环境速率执行统计信息收集。 缺省快照时间间隔为每分钟
一次，取值范围为 1 到 60 分钟。

•

报告文件将写入路由引擎 (RE) 数据存储设备，以便获得更大的存储空间。

•

文件大小达到 10 MB 时自动对统计信息报告文件执行文件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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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统计信息报告存储在路由引擎 (RE) 数据存储设备上的 /var/log/addos 目录
中。 要执行报告日志记录，必须至少有 2 GB 的可用空间。

IDP 模块将轮询应用级 DDoS 记录，并按照您定义的时间间隔为当前活动创建快照。 收集的每个
统计记录都代表一个最高达 4 KB 的应用请求数据条目（环境值）。 收集的信息包括服务器 IP
地址、区段、连接，以及环境速率、协议和第 7 层服务与环境值。 max-context-values 设置确
定应该为每个应用环境收集多少个记录。
/var/log/addos 中所存储报告的文件命名约定包含前缀 addos-stats 和以下格式的记录创建时
间戳：YYYYMMDDHHMMSS（年/月/日/时/分/秒）。 例如：addos-stats-20100501091500 表示 2010
年 5 月 1 日上午 9 点 15 分。
报告文件的格式为逗号分隔值 (.csv) 格式，应从设备复制出来，以便使用可读取 .csv 文件的
程序（如 Excel）进行分析。 有关应用级 DDoS 统计记录中各字段的说明，请参见第832页上的表
118。

表118:

应用级 DDoS 统计记录字段

字段

说明

time

事件的发生时间。

record-type

创建的记录的类型。 支持类型 app-record。

record-data

标识所收集数据的类型（addos-http-url 或 addos-dns）。

destination-ip

应用请求的目标 IP。

ddos-app-name

应用级 DDoS 规则中定义的所配置应用对象的名称。

conn/sec

应用每秒尝试的连接数。

context-name

应用包头中的环境名称。

context-hits/tick

每个时间间隔内的环境命中数。 缺省时间间隔为 60 秒。

context-value-hits/tick

每个时间间隔内的环境值命中数。 缺省时间间隔为 60 秒。

context-value

应用环境名称。 context-value 同时以十六进制和 ASCII 格式报告，并且大小不超过
4 K。

以下输出显示一个应用级 DDoS 统计记录。
2010:01:16:04:23:53,app-record,my-http,5.0.0.1,trust,6,http-url-parsed,1234/60sec,1234/60sec,ascii:/abc.html
hex:2f6162632e68746d6c
2010:01:16:04:23:53,app-record,my-http,5.0.0.1,trust,6,http-url-parsed,932791/60sec,932791/60sec,ascii:/index.html
hex:2f696e6465782e68746d6c

以下屏幕快照显示一个带格式的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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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清除不再需要的统计文件，请运行操作命令 request system storage
cleanup。

可使用收集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应用级 DDoS 活动和识别命中服务器的应用活动的类型与速率。 通
常最开始会为规则设置较低的阈值且不采取操作，然后通过分析所收集统计信息大致了解了您的
环境之后，可通过设置正确的限制和配置针对攻击的有效操作来保护系统。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3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级 DDoS 规则库

示例：配置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以便分析网络统计数据。 可使用这些数据来帮
助设置正确的规则阈值，以便启用针对您网络中的应用级 DDoS 攻击的保护。

要求
统计信息报告保存在路由引擎 (RE) 数据存储设备上的 /var/log/addos 目录中。 要执行报告日
志记录，必须至少有 2 GB 的可用空间。

概述
可通过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从以受保护服务器为目标的应用请求收集有关连接、环境与
速率和数据记录的应用信息。 可通过这些信息来确定趋势，以便帮助您为环境创建更有效的规
则。
缺省的统计信息快照创建时间间隔为每分钟一次，取值范围为 1 到 60 分钟。 在本示例中，将
启用时间间隔为 5 分钟的统计信息报告。 在 5 分钟的时间间隔中，应用级 DDoS 模块创建当前
活动的快照，并将报告文件以逗号分隔格式放入 /var/log/addos 目录中。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ddos statistics interval
5

2.

禁用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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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delete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ddos statistics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application-statistics 命令。
相关主题

83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1页上的了解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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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特征数据库
•

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第835页)

•

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第836页)

•

IDP 特征数据库 (第838页)

•

示例：添加检测器传感器配置 (J-Web) (第846页)

•

验证特征数据库 (第847页)

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特征数据库是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其中包含不同对象的定义—如攻击
对象、应用程序特征对象和服务对象—这些对象在定义 IDP 策略规则时使用。 为了防范新漏洞，
Juniper Networks 在 Juniper 网站上定期提供一个文件，其中包含攻击数据库更新。 可下载该
文件来保护网络抵御新威胁。

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IDP 功能，所以无需任何许可证。 即使设备上未安装有效
的许可证和特征数据库，也可配置和安装 IDP 策略中的定制攻击和定制攻击组。

IDP 特征数据库存储在启用了 IDP 的设备上，其中包含预定义攻击对象和组的定义。 这些攻击
对象和组用于检测网络信息流中的已知攻击模型和协议异常。 可将攻击对象和组配置为 IDP 策
略规则中的匹配条件。

注意: 必须在设备上安装 IDP signature-database-update 许可证密钥，才能下载和
安装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特征数据库每日更新。 IDP 特征许可证密钥不支持宽
限期。 有关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可执行以下任务来管理 IDP 特征数据库：
•

更新特征数据库—下载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提供的攻击数据库更新。 每天都会发现新攻
击，所以让特征数据库保持最新非常重要。

•

验证特征数据库版本—每个特征数据库都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号，而最新的数据库的版本号最高。
可使用 CLI 来显示特征数据库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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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下载协议检测器引擎—可在下载特征数据库时一并下载协议检测器引擎。 IDP 协议检测器中包
含应用层协议解码器。 检测器有配对的 IDP 策略，且一并更新。 策略更新时始终需要更新检
测器，即使检测器中无变化也不例外。

•

计划特征数据库更新—可将启用了 IDP 的设备配置为在固定的时间间隔之后自动更新特征数据
库。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6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库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第840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846页上的示例：添加检测器传感器配置 (J-Web)

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第836页)

•

下载和使用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CLI 过程） (第837页)

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Juniper Networks 提供预定义的策略模板，可以此为基础创建自己的策略。 每个模板都是特定
规则库类型的一组规则，可根据您的需要复制并更新。 可从安全的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的
templates.xml 文件获取这些模板。 要开始使用模板，请从 CLI 运行命令，下载该文件并复制到
/var/db/scripts/commit 目录。
每个策略模板中都包含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使用与攻击对象关联的缺省操作。 应定制这些模板，
以便可在您的网络中工作，方法是选择自己的源和目标地址，然后选择可体现您的安全需要的 IDP
操作。
第836页上的表119 汇总了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预定义 IDP 策略模板。

表119: 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模板名称

说明

DMZ Services

保护典型的非军事区段 (DMZ) 环境。

DNS Server

保护域名系统 (DNS) 服务。

File Server

保护文件共享服务，如网络文件系统(NFS)、FTP 等。

Getting Started

包含非常开放的规则。 在受控实验室环境中很有用，但是不应在大信息流实时网络中部署。

IDP Default

包含对安全性和性能的良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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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 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续)
模板名称

说明

NSS Recommended

包含客户端与服务器端攻击对象的混合，用于在 NSS Lab 中进行测试。 此模板可用于复制执行这些测试
期间获得的结果。 http://www.nsslabs.com/resources/test-methodologies.html 中提供了完整的测试
详细信息。

Recommended

仅包含 Juniper Networks 标记为 recommended 的攻击对象。 所有规则都设置了自己的“操作”列，以
便针对各种攻击对象执行相应的推荐操作。

Web Server

保护 HTTP 服务器抵御远程攻击。

要使用预定义的策略模板，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下载策略模板。
2. 安装下载的策略模板。
3. 启用 templates.xml 脚本文件。 /var/db/scripts/commit 目录中的 commit 脚本如果尚未启

用，则将被忽略。
4. 选择适合您的策略模板，然后在需要时进行定制。
5. 激活希望在系统中运行的策略。 激活策略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即使 CLI 中显示了提交完

成消息，系统也可能继续编译策略并将其推送到数据平面。

注意: 策略的编译过程有时可能会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配置中显示的活动策略
可能与设备上运行的实际策略不匹配。 请运行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验
证运行策略。 此外，还可查看 IDP 日志文件来验证策略的加载和编译状态（请参
阅第847页上的“验证特征数据库”）。

6. 删除或禁用 commit 脚本文件。 通过删除 commit 脚本文件，可避免在提交配置时覆盖对模

板的修改这一风险。 禁用该语句会向其添加一个不活动标志，实际上从配置中注释掉了该语
句。 发出 commit 命令时，标记为不活动的语句不生效。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37页上的下载和使用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CLI 过程）

下载和使用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CLI 过程）
首先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要下载和使用预定义的策略模板，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脚本文件 templates.xml 下载到 /var/db/idpd/sec-download/sub-download 目录中。 此脚

本文件中包含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policy-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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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templates.xml 文件复制到

/var/db/scripts/commit 目录，然后将其重命名为

templates.xsl。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policy-templates
3. 启用 templates.xsl 脚本文件。 提交时，Junos OS 管理进程 (mgd) 将在

/var/db/scripts/commit 目录中查找脚本，并针对候选配置数据库运行该脚本，以便确保配置

符合脚本指示的规则。
user@host# set system scripts commit file templates.xsl
4. 提交配置。 提交配置将把下载的模板保存到 Junos OS 配置数据库，并使其出现在 CLI 中的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层次结构级别。
5. 显示已下载模板列表。
user@host#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
Possible completions:
<active policy> Set active policy
DMZ_Services
DNS_Service
File_Server
Getting_Started
IDP_Default
Recommended
Web_Server
6. 激活预定义的策略。 以下语句将 Recommended 预定义 IDP 策略指定为活动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Recommended
7. 删除或禁用 commit 脚本文件。 通过删除 commit 脚本文件，可避免在提交配置时覆盖对模

板的修改这一风险。 运行以下命令之一：
user@host# delete system scripts commit file templates.xsl
user@host# deactivate system scripts commit file templates.xsl
8.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提交此配置。
9. 可通过使用 show security idp status 命令验证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784页上的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

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第839页)

•

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第840页)

•

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第841页)

•

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第842页)

IDP 特征数据库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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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第842页)

•

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第845页)

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用于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的安全程序包中包含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 IDP 攻击对象组构成
的数据库，可在 IDP 策略中使用这些对象和对象组来针对已知和未知攻击匹配信息流。 Juniper
Networks 将使用新发现的攻击模式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对象和组。
对攻击对象数据库的更新可能包括：
•

现有攻击对象的新说明或严重性

•

新攻击对象

•

删除废弃攻击对象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 (第839页)

•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组 (第839页)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这些攻击对象具有唯一名称，用于帮助您识别攻击。 名
称中的第一部分指示攻击对象所属的组。 例如：
•

FTP:USER:ROOT —属于 FTP:USER 组。 它检测使用 root 帐户登录 FTP 服务器的尝试。

•

HTTP:HOTMAIL:FILE-UPLOAD —属于 HTTP:HOTMAIL 组。 它检测通过基于 Web 的电子邮件服务
Hotmail 发送的电子邮件附带的文件。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组
预定义的攻击组列表显示下面描述的类别中包含的攻击对象。 该列表中还包含 Juniper Networks
视为严重威胁的一组建议攻击对象。 建议攻击对象分为以下类别：

表120: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组
攻击对象组

说明

攻击类型

按类型（异常或特征）对攻击对象分组。 在每个类型中，攻击对象按严重
性分组。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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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

按攻击对象所应用的操作系统（BSD、Linux、Solaris 或 Windows）对攻
击对象进行分组。 在每个操作系统中，攻击对象按服务和严重性进行分
组。

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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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cal（重大）、Major（主要）、Minor（轻微）、Warning（警告）和
Info（参考）。 在每个严重性中，攻击对象按类别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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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 预定义的攻击对象组 (续)

相关主题

攻击对象组

说明

Web 服务

按常用 Web 服务对攻击对象分组。 这些服务按安全性级别分组—Warning
（警报）、Critical（重大）、Major（主要）、Minor（轻微）和 Info
（参考）。

其它

按性能级别对攻击对象分组。 对 IDP 性能造成一定程度影响的攻击对象
归到这一类别下。

响应

对从服务器到客户端方向传输的信息流中的攻击对象分组。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1页上的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784页上的示例：为 IDP 免除规则库定义规则

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新攻击对象将频繁添加到特征数据库服务器；定期下载这些更新并安装到您的受管设备上可以确
保网络受到有效保护，从而抵御最新的威胁。 向特征数据库服务器添加新攻击对象之后，将使用
最新的数据库版本号更新数据库的版本号。 每个特征数据库都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号，最新的数据
库的版本号最高。
更新特征数据库时，特征数据库更新客户端将使用 HTTPS 连接来连接到 Juniper Networks 网站
并获取更新。 此更新—即现有特征数据库与最新特征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将基于分配给各特征数
据库的版本号进行计算。 下载了更新之后，将把被更新的信息与现有特征数据库合并，并把版本
号设置为最新特征数据库的版本号。
相关主题

84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41页上的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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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Juniper Networks 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提供。 此数
据库中包含可在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中用于针对已知攻击匹配信息流的攻击对象组。 尽
管不能创建、编辑或删除预定义的攻击对象，但仍可使用 CLI 更新可在 IDP 策略中使用的攻击
对象列表。
要更新特征数据库，请从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下载安全程序包。 该安全程序包中包含以下
IDP 组件：
•

攻击对象

•

攻击对象组

•

应用程序对象

•

IDP 检测器引擎的更新

•

IDP 策略模板（策略模板单独下载。 请参阅第836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策略模板”。）

缺省情况下，下载安全程序包时，将把以下组件下载到您设备中的 Staging 文件夹内：完整攻击
对象组表的最新版本、应用程序对象表，以及 IDP 检测器引擎的更新。 由于攻击对象表通常很
大，所以缺省情况下系统仅下载攻击对象表的更新。 但是，可通过使用 full-update 配置选项来
下载完整攻击对象表。
下载安全程序包之后，必须安装该程序包，以便使用设备上 Staging 文件夹中新下载的更新来更
新安全数据库。
安装安全程序包之后，提交配置时将检查所有策略的语法（而不仅仅是活动策略）。 此项检查与
提交检查相同。 如果从您下载的新特征数据库删除了任何现有策略中配置的攻击，提交检查将失
败。 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时，将不会自动更新策略中配置的攻击。 例如，假设将一个策略配置
为包含系统上的特征数据库版本 1200 内的现有攻击 FTP:USER:ROOT。 然后下载了特征数据库版
本 1201，其中不再包含攻击 FTP:USER:ROOT。 由于新下载的数据库内没有您策略中配置的这个攻
击，CLI 中的提交检查将失败。 要成功提交配置，必须从策略配置中删除该攻击 (FTP:USER:ROOT)。

小心: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一个新 IDP 策略加载失败，IDP 特征更新也可能失败。
如果新 IDP 策略加载失败，将加载上一个已知正常的 IDP 策略。 解决了新策略加载
的问题且新有效策略处于活动状态时，特征更新将正常进行。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40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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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Juniper Networks 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提供。 此数
据库中包含可在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策略中用于针对已知攻击匹配信息流的攻击对象组。 尽
管不能创建、编辑或删除预定义的攻击对象，但仍可使用 CLI 更新可在 IDP 策略中使用的攻击
对象列表。 下载安全程序包之后，必须安装该程序包，以便使用设备上 Staging 文件夹中新下
载的更新来更新安全数据库。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39页上的了解预定义的 IDP 攻击对象和对象组

•

第840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

第841页上的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本示例显示如何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要求 (第842页)

•

概述 (第842页)

•

配置 (第842页)

•

验证 (第844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Juniper Networks 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以安全程序包
的形式提供。 此数据库中包含可在 IDP 策略中用于针对已知攻击匹配信息流的攻击对象组。
在本示例中，将下载具有完整攻击对象与攻击对象组表的安全程序包。 安装完成之后，攻击对象
和攻击对象组将出现在 CLI 中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层次结构级别内的
predefined-attack-groups 和 predefined-attacks 配置语句下。 将创建一个策略，并将这个
新策略指定为活动策略。 还将仅下载 Juniper Networks 最近上载的更新，然后使用这些新更新
来更新攻击数据库、运行策略和检测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842

本示例不可执行 CLI 快速配置，因为配置期间需要手动干预。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十六章: IDP 特征数据库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手动下载并更新特征数据库，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安全程序包的 URL。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url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cgi-bin/index.cgi

注意: 缺省情况下 URL 为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cgi-bin/index.cgi。

2.

提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3.

切换到操作模式。
[edit]
user@host# exit

4.

下载安全程序包。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full-update

5.

检查安全程序包的下载状态。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status

6.

使用 install 命令更新攻击数据库。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7.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攻击数据库的更新状态。 命令输出将显示有关下载的攻击数据库报表和
安装的攻击数据库版本的信息。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status

8.

切换到配置模式。
user@host>configure

9.

创建 IDP 策略。
[edit ]
user@host#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icy1

10.

将攻击对象或攻击对象组与策略关联。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icy1]
user@host#set rulebase-ips rule rule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Response_Critical"

11.

设置操作。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icy1]
user@host#set rulebase-ips rule rule1 then action no-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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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policy1

13.

提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14.

一周之后，仅下载 Juniper Networks 最近上载的更新。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15.

检查安全程序包的下载状态。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status

16.

使用新更改更新攻击数据库、活动策略和检测器。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17.

使用安装状态检查攻击数据库、活动策略和检测器。
user@host>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status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icy1 {
rulebase-ips {
rule rule1 {
match {
attacks {
predefined-attack-groups Response_Critical;
}
}
then {
action {
no-action;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手动验证 IDP 特征数据库 (第844页)

手动验证 IDP 特征数据库
用途

844

手动显示 IDP 特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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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45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示例：自动更新特征数据库
本示例显示如何自动下载特征数据库更新。
•

要求 (第845页)

•

概述 (第845页)

•

配置 (第845页)

•

验证 (第846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Juniper Networks 定期更新预定义的攻击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以安全程序包
的形式提供。 此数据库中包含可在 IDP 策略中用于针对已知攻击匹配信息流的攻击对象组。 可
将设备配置为按照指定的时间间隔自动下载特征数据库更新。
在本示例中，将从 12 月 10 日下午 11:59 开始每隔 48 小时下载包含完整攻击对象和攻击对象
组表的安全程序包。 还将为安全程序包启用自动下载和更新。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下载和更新预定义的攻击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安全程序包的 URL。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url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cgi-bin/index.cgi

注意: 缺省情况下 URL 为
https://services.netscreen.com/cgi-bin/index.cgi。

2.

为下载指定时间、时间间隔和下载超时值。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automatic interval 48 download-timeout
3 start-time 2009-12-10.2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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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程序包启用自动下载和更新。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automatic enabl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示例：添加检测器传感器配置 (J-Web)
在本示例中，将为文件传输协议添加一个 Tunable 值为 1000 的检测器传感器配置，该配置可使
用“IDP Sensor configuration”（IP 传感器配置）页上的“Basic”（基本）和“Advanced”
（高级）选项卡进一步调整。
要添加检测器传感器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IDP>Sensor（配置 > 安全 > IDP > 传感器）。
2. 选择 Detector（检测器）选项卡。
3. 单击 Add（添加）。
4. 在“Protocol”（协议）列表中，选择 FTP。
5. 在“Tunable Name”（Tunable 名称）列表中，选择 sc_ftp_flags。
6. 在“Tunable Value”（Tunable 值）框中，键入 1000。
7. 单击 OK（确定）保存配置。

注意: 有关如何使用 J-Web 的“Configure”（配置）菜单配置此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导航到 J-Web 用户界面中的 Configure>Security>IDP>Sensor（配置 > 安全 > IDP
> 传感器）页面，然后单击“Help”（帮助）。

相关主题

84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第853页上的示例：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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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特征数据库
•

验证 IDP 策略编译和加载状态 (第847页)

•

验证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第849页)

验证 IDP 策略编译和加载状态
用途

显示 IDP 日志文件，以便验证 IDP 策略加载和编译状态。 激活 IDP 策略时，可查看 IDP 日志
并验证策略是否已成功加载和编译。

操作

要跟踪 IDP 策略的加载和编译进度，请在 CLI 中配置以下一项或全部配置：
•

可配置一个日志文件（位于 /var/log/ 中），并设置跟踪选项标志来记录这些操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traceoptions file idp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traceoptions flag all

•

可将设备配置为把系统日志消息记录到 /var/log 目录中的一个文件内：
user@host# set system syslog file messages any any

在 CLI 中提交配置之后，在 UNIX 级外壳内的 shell 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

示例输出
user@host> start shell
user@host% tail -f /var/log/idpd
Aug 3 15:46:42 chiron clear-log[2655]: logfile cleared
Aug 3 15:47:12 idpd_config_read: called: check: 0
Aug 3 15:47:12 idpd commit in progres ...
Aug 3 15:47:13 Entering enable processing.
Aug 3 15:47:13 Enable value (default)
Aug 3 15:47:13 IDP processing default.
Aug 3 15:47:13 idp config knob set to (2)
Aug 3 15:47:13 Warning: active policy configured but no application package installed, attack
may not be detected!
Aug 3 15:47:13 idpd_need_policy_compile:480 Active policy path /var/db/idpd/sets/idpengine.set
Aug 3 15:47:13 Active Policy (idpengine) rule base configuration is changed so need to recompile
active policy
Aug 3 15:47:13 Compiling policy idpengine....
Aug 3 15:47:13 Apply policy configuration, policy ops bitmask = 41
Aug 3 15:47:13 Starting policy(idpengine) compile with compress dfa...
Aug 3 15:47:35 policy compilation memory estimate: 82040
Aug 3 15:47:35 ...Passed
Aug 3 15:47:35 Starting policy package...
Aug 3 15:47:36 ...Policy Packaging Passed
Aug 3 15:47:36 [get_secupdate_cb_status] state = 0x1
Aug 3 15:47:36 idpd_policy_apply_config idpd_policy_set_config()
Aug 3 15:47:36 Reading sensor config...
Aug 3 15:47:36 sensor/idp node does not exist, apply defaults
Aug 3 15:47:36 sensor conf saved
Aug 3 15:47:36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called...
Aug 3 15:47:36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done.
Aug 3 15:47:36 idpd_policy_apply_config: IDP state (2) being set
Aug 3 15:47:36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36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36 Apply policy configuration, policy ops bitmask = 4
Aug 3 15:47:36 Starting policy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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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3 15:47:36 Loading policy(/var/db/idpd/bins/idpengine.bin.gz.v +
/var/db/idpd/sec-repository/installed-detector/libidp-detector.so.tgz.v +
/var/db/idpd/bins/compressed_ai.bin)...
Aug 3 15:47:36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called...
Aug 3 15:47:36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done.
Aug 3 15:47:37 idpd_policy_load: creating temp tar directory '/var/db/idpd//bins/52b58e5'
Aug 3 15:47:37 sc_policy_unpack_tgz: running addver cmd '/usr/bin/addver -r
/var/db/idpd/sec-repository/installed-detector/libidp-detector.so.tgz.v
/var/db/idpd//bins/52b58e5/__temp.tgz > /var/log/idpd.addver'
Aug 3 15:47:38 sc_policy_unpack_tgz: running tar cmd '/usr/bin/tar -C /var/db/idpd//bins/52b58e5
-xzf /var/db/idpd//bins/52b58e5/__temp.tgz'
Aug 3 15:47:40 idpd_policy_load: running cp cmd 'cp /var/db/idpd//bins/52b58e5/detector4.so
/var/db/idpd//bins/detector.so'
Aug 3 15:47:43 idpd_policy_load: running chmod cmd 'chmod 755 /var/db/idpd//bins/detector.so'
Aug 3 15:47:44 idpd_policy_load: running rm cmd 'rm -fr /var/db/idpd//bins/52b58e5'
Aug 3 15:47:45 idpd_policy_load: detector version: 10.3.160100209
Aug 3 15:47:45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45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45 idp_policy_loader_command: sc_klibs_subs_policy_pre_compile() returned 0 (EOK)
Aug 3 15:47:45 idpd_policy_load: IDP_LOADER_POLICY_PRE_COMPILE returned EAGAIN, retrying... after
(5) secs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_policy_loader_command: sc_klibs_subs_policy_pre_compile() returned 0 (EOK)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idp policy parser pre compile succeeded, after (1) retries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policy parser compile subs s0 name
/var/db/idpd/bins/idpengine.bin.gz.v.1 buf 0x0 size 0zones 0xee34c7 z_size 136 detector
/var/db/idpd//bins/detector.so ai_buf 0x0 ai_size 0 ai /var/db/idpd/bins/compressed_ai.bin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idp policy parser compile succeeded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idp policy pre-install succeeded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idp policy install succeeded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0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0 idpd_policy_load: idp policy post-install succeeded
Aug 3 15:47:51 IDP policy[/var/db/idpd/bins/idpengine.bin.gz.v] and
detector[/var/db/idpd/sec-repository/installed-detector/libidp-detector.so.tgz.v] loaded
successfully.
Aug 3 15:47:51 Applying sensor configuration
Aug 3 15:47:51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called...
Aug 3 15:47:51 idpd_dev_add_ipc_connection: done.
Aug 3 15:47:51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1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1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45: evGetNext got event.
Aug 3 15:47:51 idpd_comm_server_get_event:553: evDispatch OK
Aug 3 15:47:51
...idpd commit end
Aug 3 15:47:51 Returning from commit mode, status = 0.
Aug 3 15:47:51 [get_secupdate_cb_status] state = 0x1
Aug 3 15:47:51 Got signal SIGCH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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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输出
user@host> start shell
user@host% tail -f /var/log/messages
Aug 3 15:46:56 chiron mgd[2444]: UI_COMMIT_PROGRESS: Commit operation in progress: no commit
script changes
Aug 3 15:46:56 chiron mgd[2444]: UI_COMMIT_PROGRESS: Commit operation in progress: no transient
commit script changes
Aug 3 15:46:56 chiron mgd[2444]: UI_COMMIT_PROGRESS: Commit operation in progress: finished
loading commit script changes
Aug 3 15:46:56 chiron mgd[2444]: UI_COMMIT_PROGRESS: Commit operation in progress: exporting
juniper.conf
.....
Aug 3 15:47:51 chiron idpd[2678]: IDP_POLICY_LOAD_SUCCEEDED: IDP
policy[/var/db/idpd/bins/idpengine.bin.gz.v] and
detector[/var/db/idpd/sec-repository/installed-detector/libidp-detector.so.tgz.v] loaded
successfully(Regular load).
Aug 3 15:47:51 chiron idpd[2678]: IDP_COMMIT_COMPLETED: IDP policy commit is complete.
......
Aug 3 15:47:51 chiron chiron sc_set_flow_max_sessions: max sessions set 16384

含义

提交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命令之后，显示用于显示后台运行进程的日志消息。 此样
本输出显示策略编译、传感器配置和策略加载已成功。

验证 IDP 特征数据库版本
用途

显示特征数据库版本。

操作

操作模式下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version。

示例输出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version
Attack database version:31(Wed Apr 16 15:53:46 2008)
Detector version :9.1.140080400
Policy template version :N/A

含义

输出将显示启用了 IDP 的设备上特征数据库、协议检测器和策略模板的版本号。 验证以下信息：
•

Attack database version—2008 年 4 月 16 日设备上的活动特征数据库的版本为 31。

•

Detector version —显示设备上当前运行的 IDP 协议检测器的版本号。

•

Policy template version —显示在 CLI 中运行 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install
policy-templates 配置语句时安装到 /var/db/scripts/commit 目录中的策略模板的版本。

有关 show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version 输出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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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IDP 应用识别
•

IDP 应用识别 (第851页)

•

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第854页)

•

IDP 内存和会话限制 (第855页)

•

验证应用识别进程的 IDP 计数器 (第857页)

•

了解 IDP 应用识别 (第851页)

•

了解 IDP 服务和按攻击对象绑定应用 (第852页)

•

示例：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第853页)

IDP 应用识别

了解 IDP 应用识别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的应用特征，用于检测非标准端口上运行的传输控制协议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应用。 通过识别这些应用，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可将正确的
攻击对象应用于非标准端口上运行的应用。 而且无需解码器即可缩小应用攻击特征的范围，从而
提高性能。
IDP 传感器根据 IDP 规则库中定义的特定规则来监控网络和检测可疑的异常网络信息流。 并根
据协议或应用将攻击对象应用于信息流。 传感器可通过应用特征来识别非标准端口上运行的已知
和未知应用，以及应用正确的攻击对象。
应用特征以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安全程序包组成部分的形式提供。 可随安全程序包更新一
并下载预定义的应用特征。 您自己不能创建应用特征。 有关如何下载安全程序包的信息，请参
阅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应用特征通过比对会话的第一个数据包中的模式来识别应用。 IDP 传感器同时比对客户端到服务
器和服务器到客户端两种会话的模式。
仅当启用了用于请求应用识别的服务（如 IDP、AppFW、AppTrack 或 AppQoS）来调用应用识别
时，才会缺省启用应用识别。 如果这些策略或配置中的任何一个均不存在，将不会自动触发应用
识别。 但是，如果在策略规则中指定了一个应用，IDP 将使用这个指定应用，而不使用应用识别
规则。 有关如何在策略规则中指定应用的说明，请参阅第792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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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应用识别。 要通过 CLI 禁用应用识别，请参阅第1165页上的
“禁用 Junos OS 应用识别（CLI 过程）”。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65页上的禁用 Junos OS 应用识别（CLI 过程）

•

第852页上的了解 IDP 服务和按攻击对象绑定应用

•

第854页上的了解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

了解 IDP 应用系统缓存

•

第855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

第853页上的示例：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了解 IDP 服务和按攻击对象绑定应用
攻击对象可通过不同方法绑定到应用和服务：
•

攻击对象可隐式绑定到应用，并且不具有服务定义。 攻击对象基于环境或异常的名称绑定到应
用。

•

攻击对象可使用服务名称绑定到服务。

•

攻击对象可使用 TCP 或 UDP 端口，ICMP 类型或代码，或 RPC 程序号绑定到服务。

指定的应用或服务绑定是否适用取决于完整攻击对象定义及 IDP 策略配置：
•

如果在攻击对象定义中指定应用，将忽略服务字段。 攻击对象绑定到应用，而不是指定的服
务。 但是，如果在攻击对象定义中指定服务，但不指定应用，攻击对象将绑定到该服务。 第
852页上的表121 汇总了应用和服务绑定在应用识别中的行为。

表121: 应用和服务与应用识别
攻击对象字段

绑定行为

应用识别

:application (http)

•

绑定到应用 HTTP。

已启用

•

忽略服务字段。

:service (smtp)
:service (http)

绑定到应用 HTTP。

已启用

:service (tcp/80)

绑定到 TCP 端口 80。

禁用

例如，在下面的攻击对象定义中，攻击对象绑定到应用 HTTP，启用应用识别，并忽略服务字段
SMTP。
: ("http-test"
:application ("http")
:service ("smtp")
:rectype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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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
:pattern (".*TERM=xterm; export TERM=xterm; exec bash – i\x0a\x.*")
:type (stream)
)
:type (attack-ip)
)
•

如果攻击对象基于服务特定的环境（如 http-url）和异常（如 tftp_file_name_too_long），将
同时忽略应用和服务字段。 服务环境和异常间接表示应用；因此，如果在攻击对象中指定服务
环境和异常，将应用应用识别。

•

如果在策略中配置特定应用，将覆盖攻击对象中指定的应用绑定。 第853页上的表122 汇总绑定
与 IDP 策略中的应用配置。

表122: IDP 策略中的应用配置

相关主题

策略中的应用类型

绑定行为

应用识别

Default

绑定到攻击对象定义中配置的应用或服务。

•

对基于应用的攻击对象启用

•

对基于服务的攻击对象禁用

Specific application

绑定到攻击对象定义中指定的应用。

禁用

Any

绑定到所有应用。

禁用

•

如果在 IDP 策略中指定了应用，则攻击对象定义中配置的应用类型与 IDP 策略中配置的应用
类型必须匹配。 策略规则不能指定两个不同应用（一个在攻击对象中，另一个在策略中）。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53页上的示例：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示例：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
•

要求 (第853页)

•

概述 (第854页)

•

配置 (第854页)

•

验证 (第85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下载应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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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在 IPS 规则库中创建 IDP 策略 ABC 并定义规则 123。 将 default 指定为 IDP
策略规则中的应用类型。 如果指定应用而不是指定 default，将对该规则禁用应用识别功能，而
IDP 将匹配具有指定应用类型的信息流。 目前不能直接引用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下定
义的应用。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为应用识别配置 IDP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IDP 策略。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指定应用类型。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123 match application
default

指定满足匹配条件时要执行的操作。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ABC rulebase-ips rule 123 then action no-action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识别应用包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第856页上的示例：设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

了解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第854页)

•

示例：为嵌套应用的攻击日志记录添加 IDP 应用信息 (CLI) (第855页)

了解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随着应用协议封装的使用增加，对支持识别相同的第 7 层协议上运行的多个不同应用的需求也随
之上升。 例如，Facebook 和 Yahoo Messenger 之类的应用均可通过 HTTP 运行，但是需要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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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为在同一个第 7 层协议上运行的两个不同应用。 为此，当前的应用识别层拆分为了两个层：
第 7 层应用和第 7 层协议。
已经创建了内含的预定义应用特征来检测第 7 层应用，而现有第 7 层协议特征仍将按照相同方
式继续运行。 可在攻击对象中使用这些预定义的应用特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激活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CLI 过程）

•

第855页上的示例：为嵌套应用的攻击日志记录添加 IDP 应用信息 (CLI)

示例：为嵌套应用的攻击日志记录添加 IDP 应用信息 (CLI)
添加到 IDP 攻击日志记录中的“服务”之后、“规则”之前的嵌套应用信息提供有关检测到的第
7 层应用的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Facebook”在日志文件中显示为嵌套应用信息。
Aug 29 20:46:32 4.0.0.254 RT_IDP: IDP_ATTACK_LOG_EVENT: IDP: at 1251603992, SIG Attack
log <4.0.0.1:33000->5.0.0.1:210> for TCP protocol and service SERVICE_IDP application
FACEBOOK by rule 1 of rulebase IPS in policy idpengine. attack: repeat=0, action=NONE,
severity=MEDIUM, name=http-url-attack-test, NAT <8.11.163.220:0->0.0.0.0:0>,
time-elapsed=0, inbytes=0, outbytes=0, inpackets=0, outpackets=0,
intf:untrust:ge-0/0/1.0->trust:ge-0/0/0.0, and misc-message -

注意: 有关 IDP 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4页上的了解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

•

激活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识别（CLI 过程）

•

了解 IDP 应用识别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第855页)

•

示例：设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第856页)

IDP 内存和会话限制

了解 IDP 应用识别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尽管不能使用 IDP 特征数据库创建应用特征，仍然可配置传感器设置来限制运行应用识别的会话
数和限制用于应用识别的内存量。
•

会话的内存限制—可配置可用于为一个 TCP 或 UDP 会话的应用识别保存数据包的最大内存字
节量。 也可配置用于应用识别的全局内存用量限制。 系统达到了为会话指定的内存限制之后，
将禁用会话的应用识别。 但是，IDP 会继续匹配模式。 将把匹配的应用保存到缓存，这样下
一个会话就可以使用。 这样就可以通过有目的地发送大量客户端到服务器数据包来保护系统抵
御攻击者绕过应用识别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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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数—可配置可同时运行应用识别的最大会话数。 系统达到指定的会话数之后，将禁用应用
识别。 可限制会话数以抵御拒绝服务 (DOS) 攻击；当过多连接请求泛滥并耗尽系统上分配的
所有资源时，即发生此类攻击。

第856页上的表123 提供了 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的中心点 (CP) 会话数
容量。

表123: 最大 CP 会话数
SRX 系列设备

最大会话数

中心点 (CP)

SRX3400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3600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5600

900 万

完整 CP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1000 万

完整 CP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58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856页上的示例：设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示例：设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IDP 应用识别服务配置内存和会话限制。
•

要求 (第856页)

•

概述 (第857页)

•

配置 (第857页)

•

验证 (第85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856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下载特征数据库。 请参阅第842页上的“示例：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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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限制，以便同时只有 600 个会话可以运行应用识别。 还将配置 5000 字节
的内存来充当可用于为一个 TCP 会话的应用识别保存数据包的最大内存量。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应用识别的会话限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max-sessions 600

指定应用识别的内存限制。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max-tcp-session-packet-memory 5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5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验证应用识别进程的 IDP 计数器
用途

验证应用识别进程的 IDP 计数器。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

示例输出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IDP counters:
IDP counter type
AI cache hits
AI cache misses
AI matches
AI no-matches
AI-en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AI-disabled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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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due
due
due
due

to
to
to
to
to

cache hi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remapping
non-TCP/UDP flows
no AI signatures

Value
2682
3804
74
27
3804
2834
2682
0
0
1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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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isabled sessions due to session limit
AI-disabled sessions due to session packet memory limit
AI-disabled sessions due to global packet memory limit

含义

0
34
0

输出将显示应用识别计数器的摘要。 验证以下信息：
•

AI 缓存命中数—显示应用识别缓存的命中数

•

AI 缓存未命中数—显示应用匹配，但不添加应用识别缓存项的次数。

•

AI 匹配数—显示应用匹配且添加应用识别缓存项的次数。

•

AI 不匹配数—显示应用不匹配的次数。

•

启用了 AI 的会话数—显示启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

禁用了 AI 的会话数—显示禁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

缓存命中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匹配了缓存项之后禁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将中断此
会话的应用识别进程。

•

配置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传感器配置导致禁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

协议重新映射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您在 IDP 策略规则定义中配置了特定服务导致
禁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

非 TCP/UDP 流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会话不是 TCP 或 UDP 会话导致禁用了应用识
别的会话数。

•

无 AI 特征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应用识别特征中未找到匹配项导致禁用了应用识
别的会话数。

•

会话限制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会话达到了配置的最大限制导致禁用了应用识别的
会话数。 还将对将来的会话禁用应用识别。

•

会话数据包内存限制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会话达到了 TCP 或 UDP 流的最大内存
限制导致禁用了应用识别的会话数。 还将对将来的会话禁用应用识别。

•

全局数据包内存限制导致禁用 AI 的会话数—显示由于达到了最大内存限制导致禁用了应用识
别的会话数。 还将对将来的会话禁用应用识别。

有关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输出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85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识别

•

第856页上的示例：设置 IDP 应用识别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

第852页上的了解 IDP 服务和按攻击对象绑定应用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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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SSL 检查
•

IDP SSL 概述 (第859页)

•

支持的 IDP SSL 密码 (第860页)

•

了解 IDP 互联网密钥交换 (第861页)

•

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第861页)

•

显示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第862页)

•

添加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第863页)

•

删除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第863页)

•

配置 IDP SSL 检查（CLI 过程） (第864页)

•

IDP 加密密钥处理概述 (第864页)

IDP SSL 概述
安全套接字层 (SSL) 也称为传输层安全 (TLS)，是一个针对 Web 安全的协议套件，该套件提供
认证、机密性和消息完整性。 用于防御欺骗性传输，这通过赋予 Web 浏览器验证 Web 服务器身
份的能力来实现。 机密性机制确保通信的私密。 SSL 通过加密数据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窃听
电子通信，从而实现机密性。 最后，消息完整性可确保通信内容不被篡改。
每个 SSL 会话都以握手开始；在此期间客户端和服务器就该会话所用的特定安全密钥和加密算法
达成一致。 客户端在此时还会对服务器进行认证。 服务器可对客户端进行认证（可选）。 握手
完成之后，可开始执行加密数据传输。
Juniper Networks 提供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SSL 检查，这种检查使用由不同 SSL 版本、密码
算法和密钥交换方法组成的 SSL 协议套件。 SSL 检查功能与应用识别功能相结合，可使 SRX 系
列设备检查任意端口上以 SSL 加密的 HTTP 信息流。 支持以下 SSL 协议：

相关主题

•

SSLv2

•

SSLv3

•

TLS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60页上的支持的 IDP SSL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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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互联网密钥交换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

第864页上的配置 IDP SSL 检查（CLI 过程）

支持的 IDP SSL 密码
SSL 密码中包含加密密码、认证方法和压缩。 Junos OS 支持 OPENSSL 支持的密码中不涉及使用
临时私钥的所有密码。 支持使用 NULL、MD5 和 SHA-1 认证方法来进行认证。

注意: 不支持压缩和 SSLv2 密码。 目前通过客户端“hello”消息收到 SSLv2 密码
时，大多数 SSL 服务器会自动升级到 TLS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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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受支持密码列表中不包含该密码，深度数
据包检查将忽略该会话。）

第860页上的表124 显示了 SRX 系列设备支持的加密算法。

表124: 支持的加密算法
密码

可导出

类型

密钥材料

扩展密钥材
料

有效密钥位
数

IV 大小

NULL

否

流

0

0

0

N/A

DES-CBC-SHA

否

块

8

8

56

8

DES-CBC3-SHA

否

块

24

24

168

8

AES128-SHA

否

块

16

16

128

16

AES256-SHA

否

块

32

32

256

16

有关加密算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第860页上的表125 显示支持的
SSL 密码。

表125: 支持的 SSL 密码

860

密码套件

值

TLS_RSA_WITH_NULL_MD5

0x0001

TLS_RSA_WITH_NULL_SHA

0x0002

TLS_RSA_WITH_DES_CBC_SHA

0x0009

TLS_RSA_WITH_3DES_EDE_CBC_SHA

0x000A

TLS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0x002F

TLS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

0x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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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由于许可证和 OPENSSL 库可用性的原因，不支持 RC4 和 IDEA 密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9页上的IDP SSL 概述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互联网密钥交换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了解 IDP 互联网密钥交换
互联网密钥交换 (IKE) 建立一个预主密码，用于为批量数据的加密和认证生成对称密钥。 RFC
2246 第 F.1.1 部分定义了传输层安全 (TLS) 认证和密钥交换方法。 下面是这两种密钥交换方
法：
•

RSA—Rivest-Shamir-Adleman (RSA) 是一种密钥交换算法，用于管理参与者创建对称密钥或
SSL 会话期间所用密码的方法。 RSA 密钥交换算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

DSA—数字签名算法 (DSA) 用于向 IKE 第 1 阶段提议添加一个额外的认证选项。 可配置 DSA
并使其行为类似 RSA，即要求用户导入或创建 DSA 证书并配置 IKE 提议来使用 DSA。 在 IKE
协议中，数字证书用于基于 RSA 签名、DSA 签名和 RSA 公钥加密的认证方法。

•

Diffie-Hellman—Diffie-Hellman (DH) 是一种密钥交换方法，这种方法允许参与者生成共享
密码值。 该技术的优点在于它允许参与者在未受保护的介质上创建密码值，但不通过网络传递
该密码值。

这种密钥交换方法可使用固定服务器密钥或临时服务器密钥。 仅当使用固定服务器密钥时，IDP
才能成功检索预先掌握的密码。 有关互联网密钥交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637页上的“了解证书
和 PKI”。

注意: Juniper IDP 不能解密使用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的 SSL 会话。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9页上的IDP SSL 概述

•

第860页上的支持的 IDP SSL 密码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

第864页上的配置 IDP SSL 检查（CLI 过程）

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设备最多可支持 1000 个服务器私钥。 每个密钥最多可供 100 个服务器使用。 这一容量不受设
备上的可用 SPU 数的影响，因为事实上每个 SPU 都需要能够访问所有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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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服务器可以共享同一个专用密钥，但是一个服务器只能有一个专用密钥。 缺省情况下已禁用
SSL 解密。 同时支持明文密钥和加密密钥。

注意: Junos OS 不能加密 SSL 密钥文件。

注意: 可通过使用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ssl-inspection
session-id-cache-timeout 命令来设置 SSL 会话 ID 高速缓存超时参数的值。 高速
缓存超时参数的缺省值为 600 秒。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9页上的IDP SSL 概述

•

第862页上的显示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第863页上的添加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第863页上的删除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第864页上的配置 IDP SSL 检查（CLI 过程）

显示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要显示所有已安装的服务器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显示所有服务器密钥以及与其绑定的 IP 地址。 以下示例显示使用 show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命令时的 CLI 输出：
Total SSL keys : 2
SSL server key and ip address :
Key : key1, server : 1.1.1.1
Key : key2, server : 2.2.2.2
Key : key2, server : 2.2.2.3
•

要显示与特定密钥绑定的 IP 地址，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key-name>

下面的示例是使用 show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key-name> 命令时收到的 CLI 输
出：
Key : key1, server : 1.1.1.1

相关主题

86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

第863页上的添加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第863页上的删除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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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安装密钥时，可设置密码来保护密钥，还可将其与服务器关联。
要安装增强私密邮件 (PEM) 密钥，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add <key-name> [file <file-path>]
server <server-ip> [password <password-string>]

注意: 在双节点 SRX 集群中，必须手动将密钥复制到节点 0 和 节点 1 中的相同位
置处，请求命令才能成功。

也可在以后使用 add server CLI 命令将密钥与服务器关联。 一个服务器只能与一个密钥关联。
要将服务器与安装的密钥关联，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add <key-name> server

<server-ip>

注意: 密钥名称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节，其中包括结尾的“\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

第862页上的显示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第863页上的删除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删除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

要删除所有密钥和服务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delete

将删除安装的所有密钥以及关联的所有服务器。
•

要删除特定密钥及其所有关联服务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delete

<key-name>

删除指定密钥及其所有关联服务器。
•

要删除单个服务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idp ssl-inspection key delete <key-name> server <server-ip>

删除与指定密钥绑定的指定服务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

第862页上的显示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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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3页上的添加 IDP SSL 密钥和关联的服务器

配置 IDP SSL 检查（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SSL 解码器。 如需通过 CLI 手动启用 SSL 解码器，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detector protocol-name SSL tunable-name sc_ssl_flags
tuneable-value 1

要配置 IDP SSL 检查，请使用以下 CLI 过程：
[edit security]
idp {
sensor-configuration {
ssl-inspection {
sessions <number>;
}
}

传感器现在会检查有其密钥/服务器对的信息流。

注意: 每个 SPU 的最大受支持会话数：缺省值为 10,000，取值范围为 1 到 100,000。
会话限制为每个 SPU；无论设备上的 SPU 数是多少，该限制均相同。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59页上的IDP SSL 概述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互联网密钥交换

•

第861页上的了解 IDP SSL 服务器密钥管理和策略配置

IDP 加密密钥处理概述
借助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安全套接字层 (SSL) 解密功能，SRX 系列设备可将配置的 RSA 私钥
加载到内存中并用于建立 SSL 会话密钥，以便解密数据。 使用 RSA 密钥执行正常的加密或解密
操作之前，需要 IDP 以解密这些 RSA 密钥并检查完整性。
此功能的主要用途是确保不会将 IDP 所用 RSA 私钥以明文或可轻松理解或使用的格式来存储。
将解密密钥以执行正常的加密或解密操作。 此功能还涉及在以下情况下执行错误检测检查：将密
钥从一个内存位置复制到另一个内存位置时，以及不再需要密钥的情况下使用非零模式覆盖中间
存储时。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ssl-inspection key-protection CLI 配置命令用于启用

此功能。
相关主题

864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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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P 服务类别操作概述 (第865页)

•

示例：应用 IDP 策略中的 CoS 操作 (第866页)

IDP 服务类别操作概述
差异服务 (DS) 是用于在优先级层次结构中的某一位置处标记（或“做记号”）信息流的系统。
差异服务代码点 (DSCP) 标记功能将 Junos OS 服务类别 (CoS) 级别映射到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
DSCP 字段。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下面的两个软件模
块可重写 IP 数据包的 DSCP 值：
•

出口接口中的差异服务代码点 (DSCP) 重写器。

•

IDP 策略确定的 IDP 模块。

在数据平面中，数据包到达出口接口之前，IDP 模块可通知安全流模块重写数据包的 DSCP 值。
IDP 模块和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基于不同的独立规则重写 DSCP 值。 IDP 模块基于 IDP 策略重写
数据包的 DSCP 值，而基于接口的编写器则基于数据包分类结果重写数据包的 DSCP 值。 因此，
IDP 模块和基于接口的重写器的重写决定可能不同。
基于接口的重写器通过以下方法重写 DSCP 值：将数据包的转发类与配置为重写规则的一组转发
类进行比较。 如果数据包的 DSCP 值是由 IDP 模块设置的，将使用不属于这组转发类的转发类
通知基于接口的重写器，不要重写该数据包的 DSCP 值。

注意: 除了影响数据包 DSCP 值的重写之外，转发类还将用于确定设备中信息流的优
先级。 通过为转发类分配队列编号，可影响数据包在经过 SRX 系列设备时的调度和
标记。 有关转发类的信息，请参阅转发类概述。

IDP 模块重写数据包的 DSCP 值时，IDP 可设置与该数据包关联的转发类，这样这个转发类就不
在作为基于出口接口的重写器的规则而定义的转发类组中。 有关重写规则的信息，请参阅重写规
则概述和示例：配置和应用重写规则。
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处理数据包时，将注意到数据包的转发类与重写规则中定义的所有类都不匹配，
所以不会更改该数据包的 DSCP 值。 因此，IDP 模块将标记数据包的 DSCP 值，并绕过基于接口
的重写器。 可使用 [edit class-of-service] 层次结构级别的 set forwarding-class 语句分别
为 IDP 模块和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定义转发类。 例如，可为 IDP 模块定义转发类 fc0、fc1、fc2
和 fc3，为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定义转发类 fc4、fc5、fc6 和 fc7。 在 Junos OS 中，可将多个
转发类映射到一个优先级队列。 因此，转发类的数量可能会超过队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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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和 IDP 模块均尝试重写 DSCP 值时，IDP 模块的优先级高于
基于接口的重写器，因为 IDP 会使用有关数据包的更多信息标记 DSCP 值，且其安全
标准也比基于接口的重写器模块更为严格。

有关显示可如何使用 IDP 模块重写 DSCP 值和绕过基于接口的重写器的配置示例，请参阅第866页
上的“示例：应用 IDP 策略中的 CoS 操作”。

示例：应用 IDP 策略中的 CoS 操作
数据包进出网络时，设备可能需要更改数据包的 CoS 设置。 重写规则在数据包的包头中设置 CoS
位的值。 此外，还经常需要重写设备的入站接口处的给定标记（如 DSCP），以便允许核心设备
执行 BA 分类。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下面的两个软件模块可重写 IP
数据包的 DSCP 值：
•

出口接口中的 DSCP 重写器

•

IDP 策略确定的 IDP 模块

本示例描述如何创建一个 IDP 策略来将转发类定义为操作项，以便重写数据包的 DSCP 值。
•

要求 (第866页)

•

概述 (第866页)

•

配置 (第867页)

•

验证 (第871页)

要求
首先请查看 CoS 组件。 请参阅 Junos OS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本示例显示可如何使用 IDP 模块重写 DSCP 值和绕过基于接口的重写器。 创建 IDP 策略以重写
DSCP 值时，必须指定以下事项：

866

•

分别为 IDP 模块和基于接口的重写器配置转发类。 在本示例中，配置了从 fc1 到 fc8 共八
个转发类。 在这八个转发类中，将把 fc1 到 fc4 共四个类分配给基于接口的重写器，把 fc5
到 fc8 这其它四个类分配给 IDP 模块。 这八个转发类映射到队列 0 到 3 这四个优先级队
列。

•

为 DSCP 重写器 (rw_dscp) 配置转发类 fc1 到 fc4。

•

为 DSCP 分类器 (c1) 配置与 DSCP 重写器相同的转发类。 实际上分类器将为重写器提供输
入、转发类和损耗优先级。

•

将 DSCP 重写器 rw_dscp 应用于逻辑接口 g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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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分类器 c1 应用于入口逻辑接口 ge-0/0/6。

•

新建一个 IDP 策略 (cos-policy) 并分配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 fc5 充当操
作。

注意: 要确保 IDP 执行 DSCP 重写，切勿为 IDP 策略和基于接口的 DSCP 重写规
则配置同一个转发类。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0 fc1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1 fc2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2 fc3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3 fc4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0 fc5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1 fc6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2 fc7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queue 3 fc8
set class-of-service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set class-of-service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1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000000
set class-of-service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2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001000
set class-of-service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3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010000
set class-of-service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4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011000
set class-of-service classifier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1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111111
set class-of-service classifier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2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110000
set class-of-service classifier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3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100000
set class-of-service classifier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4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000000
set class-of-service interfaces ge-0/0/5 unit 0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set class-of-service interfaces ge-0/0/6 unit 0 classifiers dscp c1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set-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set-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from-zone any to-zone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set-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P2P - All'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action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 fc5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action class-of-service
dscp-code-point 62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notification log-attacks
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then severity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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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将转发类用作 DSCP 重写的通知操作的 IDP 策略，请执行以下任务：
1.

配置转发类。
要配置八个转发类与四个优先级队列之间的一对一映射，请在 [edit class-of-service] 层
次结构级别加入以下语句：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user@host# set forwarding-class

2.

0
1
2
3
0
1
2
3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1 loss-priority low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2 loss-priority low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3 loss-priority low
dscp rw_dscp forwarding-class fc4 loss-priority low

为 BA 分类器配置与 DSCP 重写器相同的转发类。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set classifiers
111111
user@host# set classifiers
110000
user@host# set classifiers
100000
user@host# set classifiers
000000

4.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queue-num

为 DSCP 重写器配置转发类。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set rewrite-rules
code-point 000000
user@host# set rewrite-rules
code-point 001000
user@host# set rewrite-rules
code-point 010000
user@host# set rewrite-rules
code-point 011000

3.

fc1
fc2
fc3
fc4
fc5
fc6
fc7
fc8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1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2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3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dscp c1 forwarding-class fc4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将重写器应用于逻辑接口。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5 unit 0 rewrite-rules dscp rw_dscp

5.

将分类器应用于逻辑接口。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6 unit 0 classifiers dscp c1

6.

为 IDP 策略配置转发类操作。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在 IDP 策略中加入一个 class-of-service 转发类来充当操作之一。 在
策略 cos-policy 中，转发类 fc5 定义为操作（与 dscp-code-point 62 的操作一起），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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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IDP 模块将 DSCP 值重写为 62。 IDP 模块通过执行 R1 的操作来指示安全流模块将
数据包的 DSCP 值重写为 62，并将其转发类设置为 fc5。
要将转发类设置为 IDP 策略中的一个操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a. 通过为策略指定有意义的名称来创建策略。

[edit ]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b. 为策略关联规则库。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
user@host# edit rulebase-ips
c. 向该规则库添加规则。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user@host# edit rule R1
d. 定义规则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match from-zone any to-zone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e. 定义攻击充当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match attacks predefined-attack-groups 'P2P - All'
f. 指定转发类来充当规则的操作。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action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 fc5
g. 指定 dscp–code-point 来充当规则的操作。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action class-of-service dscp-code-point 62
h. 为规则指定通知和日志记录选项。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notification log-attacks alert
i. 为规则设置严重性级别。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rulebase-ips rule R1]
user@host# set then severity critical
j. 激活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active-policy cos-polic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和 show class-of-servic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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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policy cos-policy {
rulebase-ips {
rule R1 {
match {
from-zone any;
to-zone any;
application default;
attacks {
predefined-attack-groups P2P - All;
}
}
then {
action {
class-of-service {
forwarding-class fc5;
dscp-code-point 62;
}
}
notification {
log-attacks {
alert;
}
}
severity critical;
}
}
}
}
active-policy cos-policy;
[edit]
user@host# show class-of-service
classifiers {
dscp c1 {
forwarding-class fc1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
forwarding-class fc2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
forwarding-class fc3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
forwarding-class fc4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s
}
}
}
forwarding-classes {
queue 0 fc5;
queue 1 fc6;
queue 2 fc7;
queue 3 fc8;
}
interfaces {
ge-0/0/5 {

870

111111;

110000;

10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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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0 {
rewrite-rules {
dscp rw_dscp;
}
}
}
ge-0/0/6 {
unit 0 {
classifiers {
dscp c1;
}
}
}
}
rewrite-rules {
dscp rw_dscp {
forwarding-class fc1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
forwarding-class fc2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
forwarding-class fc3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
forwarding-class fc4 {
loss-priority low code-point
}
}
}

000000;

001000;

010000;

011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IDP 策略配置 (第871页)

•

验证 CoS 配置 (第871页)

验证 IDP 策略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将转发类 fc5 配置为 IDP 策略中的一个操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cos-policy 命令。

验证 CoS 配置
用途

验证八个转发类与四个优先级队列之间的一对一映射、BA 分类器到接口的应用以及重写规则是否
工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lass-of-servic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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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87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766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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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P 性能与容量调整概述 (第873页)

•

配置 IDP 的会话容量（CLI 过程） (第873页)

IDP 性能与容量调整概述
本主题概述如何为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会话调整性能和容量。
如果在部署 IDP 策略，则可配置设备以增加 IDP 会话容量。 可通过使用提供的命令更改系统分
配资源的方式，获得更高的 IDP 会话容量。
可通过使用 maximize-idp-sessions 命令来增加 IDP 会话容量。 在该模式中，缺省情况下设备
将为防火墙函数指定一个较大的权值。 根据您的 IDP 策略，可改变 IDP 函数的权值来最大化
IDP 性能。 通过改变权值，可为指定服务增加容量并分配更多的处理资源。

注意: 如果未在使用 IDP 策略，则不应配置设备以增加 IDP 会话容量。

设备随附了一个隐含的缺省会话容量设置。 这个缺省值用于向防火墙会话添加权值。 可通过向
配置添加 maximize-idp-sessions 设置来手动覆盖该缺省值。 执行此操作时，除了 IDP 会话扩
展之外，还可以选择为防火墙和 IDP 函数分配相等的防火墙或 IDP 权值。 通常如果在 IDP 策
略中仅加入 IDP 推荐的攻击或 client-to-server 攻击，IDP 函数耗用的 CPU 资源将较少，因
此应选择加权防火墙来最大化设备性能。 此外，如果向 IDP 策略添加 server-to-client 攻击，
IDP 函数将耗用较多的 CPU 资源。 因此应选择加权 IDP 来最大化性能。 实际上需要根据所需
IDP 策略和性能配置权重。 方法是通过使用 show security monitoring fpc number 命令检查数
据包转发引擎使用的 CPU 资源。 有关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73页上的配置 IDP 的会话容量（CLI 过程）

配置 IDP 的会话容量（CLI 过程）
本主题中的配置说明介绍如何修改 IDP 策略的会话容量。
方法是添加 maximize-idp-sessions 命令，然后添加权重选项来指定 IDP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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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权重选项取决于设置的 maximize-idp-sessions 命令。

1. 如果有活动的 IDP 策略，则可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设备以增加 IDP 会话容量：

user@host# se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idp-sessions
2. 可进一步调整防火墙和 IDP 处理函数的权值，如对较重的 IDP 策略使用以下命令：

user@host# set security forwarding-process application-services maximize-idp-sessions
weight idp
3. 提交更改。 必须重新启动设备，任何会话容量设置更改才会生效。

注意: 如果设备为 IDP 启用了 maximize-idp-sessions 权重，而您未配置 IDP 策
略，提交配置时将显示警告消息。 如果显示此警报，应删除配置的设置。

要关闭 maximize-idp-sessions 设置，请删除 maximize-idp-sessions 配置。

注意: 必须重新启动设备，任何 maximize-idp-sessions 设置更改才会生效。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SRX 系列与 J 系
列设备的 Junos OS 功能支持参考指南）

874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73页上的IDP 性能与容量调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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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日志记录
•

了解 IDP 日志记录 (第875页)

•

IDP 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第876页)

•

IDP 日志抑制属性 (第878页)

•

安全数据包捕获 (第879页)

•

了解 IC 系列 UAC 设备上的 IDP 日志信息使用情况 (第885页)

•

了解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物理接口 (第886页)

•

IDP 报警和审核 (第886页)

了解 IDP 日志记录
启用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之后，基本的 Junos OS 系统日志记录功能会继续运行。 启用了 IDP
的设备会继续记录由于例行操作（如用户登录配置数据库）而发生的事件。 它会记录失败和错误
条件，如访问配置文件失败。 可配置文件来记录系统消息，还可为消息指定属性，如严重性级
别。 除了常规的系统日志消息之外，IDP 还会为攻击生成事件日志。
如果有事件匹配其中启用了日志记录的 IDP 策略规则，IDP 将生成事件日志。 为规则配置日志
记录时，设备将为匹配该规则的每个事件创建一个日志条目。 可使用 CLI 或 J-Web 配置策略规
则来生成事件日志。
由于 IDP 事件日志是在攻击期间生成的，所以会突然生成日志，导致攻击期间生成极大量的消
息。 与其它事件消息相比，攻击生成的消息的大小也要大得多。 对于日志管理，日志的量和消
息的大小是重点关注对象。 为了更好地管理日志消息的量，IDP 支持日志抑制。
通过配置日志抑制，可在相同时间段内抑制从相同或类似会话生成相同日志的多个实例。 启用日
志抑制可以确保为多次发生的相同事件或攻击生成最少数量的日志。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76页上的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

第878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

第880页上的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5页上的了解 IC 系列 UAC 设备上的 IDP 日志信息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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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

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第876页)

•

启用攻击和 IP 操作日志记录（CLI 过程） (第877页)

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生成三种类型的应用程序级分布式拒绝服务（应用程序级 DDoS）事件日
志：攻击、状态转换和 IP 操作。 通过这些事件日志可以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的状态，并向各
受保护应用程序服务器通报出现了应用程序级 DDoS 攻击。
启用了日志记录且某个事件匹配应用程序级 DDoS 策略规则时，IDP 将生成应用程序级 DDoS 攻
击事件日志。 在配置启用了日志记录的规则时，设备将为匹配该规则的每个攻击创建一个日志条
目。 有关应用程序级 DDoS 规则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778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程序级 DDoS
规则库”。
攻击事件日志中包含以下信息：
•

生成时间（日志的生成日期/时间）

•

入口和出口区段以及接口信息

•

源和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号

•

连接、环境和环境值速率

•

时间绑定信息

•

策略名称

•

规则库名称和规则名称

•

应用程序级 DDoS 应用程序名称

•

第 4 层协议

•

应用程序服务（如 DNS 和 HTTP）

•

环境和值速率

•

环境值（以 ASCII 和十六进制格式表示）

•

对事件执行的操作

为了减少应用程序级 DDoS 攻击事件日志的量，在启用了日志记录的规则中使用
time-binding-count 配置应用程序级 DDoS 应用程序之后，仅当每隔 time-binding-period 秒
第 time-binding-count 次检测到某个攻击时，IDP 才会生成一个应用程序级 DDoS 攻击事件日
志。 如果不为应用程序级 DDoS 应用程序配置 time-binding-count，IDP 将为检测到的每个攻
击生成一个应用程序级 DDoS 攻击事件日志，而这些日志会接受日志抑制。 日志中的 repeat-count
字段指示应用了日志抑制的情况下这个日志事件发送了多少次。
如果应用程序事务超出或低于配置的连接或环境命中速率阈值，IDP 将生成应用程序级 DDoS 状
态转换事件日志。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状态转换事件日志，因此 IDP 将基于用户配置的连接、环
境或环境值阈值生成状态转换事件日志。 IDP 具有状态转换滞后作用，因此会在内向信息流连接
或环境速率低于所配置阈值 20%（缺省情况下）之后生成状态转换日志事件。

87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一章: IDP 日志记录

注意: 缺省情况下状态转换日志记录已启用且不可启用或禁用，因为这是标准系统日
志记录的一部分。

状态事件日志中包含以下信息：
•

生成时间（日志的生成日期/时间）

•

受保护服务器的 IP 地址

•

端口

•

接口和区段

•

策略名称

•

规则库名称和规则名称

•

应用程序级 DDoS 应用程序名称

•

第 4 层协议

•

应用程序服务（如 DNS 和 HTTP）

•

转换事件的说明

•

环境值（以 ASCII 和十六进制格式表示）的说明

注意: rulebase-ddos 命令只能用于 SRX 系列高端设备（SRX3000 和 SRX5000 系列）。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78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

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

第885页上的了解 IC 系列 UAC 设备上的 IDP 日志信息使用情况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第877页上的启用攻击和 IP 操作日志记录（CLI 过程）

启用攻击和 IP 操作日志记录（CLI 过程）
要启用攻击和 IP 操作日志记录，请执行以下步骤：
•

启用攻击日志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name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name then
notification log-attacks

•

启用 IP 操作日志
[edit security idp]
user@host# set idp-policy AppDDoS-policy-name rulebase-ddos rule AppDDoS-rule-name then
ip-action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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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之后，常规系统日志中将出现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第876页上的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

第878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

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

第885页上的了解 IC 系列 UAC 设备上的 IDP 日志信息使用情况

•

第823页上的IDP 应用级 D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第878页)

•

示例：配置 IDP 日志抑制属性 (第879页)

IDP 日志抑制属性

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日志抑制可以确保为多次发生的同一个事件或攻击生成最少数量的日志。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日志
抑制。 可根据需要配置某些日志抑制属性来抑制日志。 配置日志抑制时请记住，如果设置的报
告时间间隔过高，日志抑制可能对传感器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可配置以下日志抑制属性：

相关主题

878

•

执行日志抑制时包括目标地址—可选择将事件的日志记录与匹配源地址组合在一起。 缺省情况
下，为日志抑制匹配事件时，IDP 传感器不会考虑目标。

•

日志抑制开始之前日志的出现次数—可指定日志抑制开始之前特定事件必须发生的实例数。 缺
省情况下，特定事件首次出现之后日志抑制即开始。

•

日志抑制可处理的最大日志数—启用了日志抑制之后，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必须缓存日志记
录，才能确定同一个事件何时多次出现。 可指定 IDP 同时跟踪的日志记录数。 缺省情况下，
IDP 可处理的最大日志记录数为 16,384。

•

报告被抑制日志之前的时间—启用了日志抑制时，IDP 将维护同一个事件的出现计数。 经过了
指定秒数之后，IDP 将编写一个单独的日志条目，其中包含出现次数。 缺省情况下，IDP 在 5
秒之后报告抑制的日志。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771页上的了解 IDP 策略规则

•

第879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日志抑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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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IDP 日志抑制属性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日志抑制属性。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下载特征数据库。 请参阅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概述
日志抑制可以确保为多次发生的同一个事件或攻击生成最少数量的日志。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日志
抑制。 可根据需要配置某些日志抑制属性来抑制日志。
在本示例中，将把日志抑制配置为某个事件二次出现之后开始，并指定 20 秒之后报告日志。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日志抑制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希望启动日志抑制之前的日志号。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log suppression start-log 2

指定报告被抑制日志之前的最大次数。

2.

[edit]
user@host#
20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log suppression max-time-report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日志统计信息，请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log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42页上的手动更新 IDP 特征数据库概述

•

第780页上的示例：为 IDP IPS 规则库定义规则

•

第878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

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第880页)

•

示例：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第880页)

安全数据包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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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针对数据路径调试配置数据包捕获 (第882页)

•

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第885页)

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查看攻击前后的数据包可以帮助您确定意图攻击的目的和范围，攻击是否已成功，以及攻击是否
对网络造成了任何损害。 数据包分析的目的还包括定义攻击特征以尽量减少误报。
如果记录到攻击时已启用了数据包捕获，可为会话捕获攻击前后指定数量的数据包。 数据包全部
收集完成之后，将在设备管理接口 (DMI) 中传输到主机设备进行离线分析。
IDP 策略规则中的通知选项用于在发现规则匹配时启用数据包捕获。 该选项还定义关联会话的要
捕获数据包数和数据包捕获持续时间。
IDP 传感器配置定义有关数据包捕获的设备规格。 此命令的选项确定要为数据包捕获分配的内
存，以及将在其间传输数据包捕获对象的源设备和主机设备。
show 命令显示数据包捕获计数器，而该计数器提供有关设备上的数据包捕获活动的进度、成功和

失败的详细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

第88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2页上的示例：针对数据路径调试配置数据包捕获

•

第885页上的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示例：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

要求 (第880页)

•

概述 (第880页)

•

配置 (第880页)

•

验证 (第882页)

要求
首先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为策略 pol0 的规则 1 配置数据包捕获。 该规则指定，如果发生了攻击，将捕
获攻击前的 10 个数据包和攻击后的 3 个数据包，而攻击后捕获应在 60 秒后超时。 修改传感
器配置，将可用内存的 5% 加上 IDP 会话的 15% 分配给数据包捕获。 数据包捕获对象准备好之
后，将从设备 10.56.97.3 传输到设备 10.24.45.7 的端口 5 上。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880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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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0 rulebase-ips rule 1 then notification packet-log pre-attack
10 post-attack 3 post-attack-timeout 60
se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packet-log total-memory 5 max-sessions 15
source-address 10.56.97.3 host 10.24.45.7 port 5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配置层次结构中导航到策略 po 10 的规则 1 的通知级别。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0 rulebase-ips rule 1 then notification

2.

定义每个数据包捕获的大小和时间约束。
[edit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0 rulebase-ips rule 1 then notification]
user@host# set packet-log pre-attack 10 post-attack 3 post-attack-timeout 60

3.

启用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4.

分配用于数据包捕获的设备资源。
[edi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user@host# set packet-log total-memory 5 max-sessions 15

5.

确定传输数据包捕获对象的源设备和主机设备。
[edit security idp sensor-configuration]
user@host# set packet-log source-address 10.56.97.3 host 10.24.45.7 port 5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idp-policy pol0 {
rulebase-ips {
rule 1 {
then {
notification {
packet-log {
pre-attack 10;
post-attack 3;
post-attack-timeout 60;
}
}
}
}
}
}
sensor-configuration {
packet-log {
total-memo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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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sessions 15;
source-address 10.56.97.3;
host {
10.24.45.7;
port 5;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第882页)

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用途

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packet-log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packet-log
IDP counters:
Total packets captured since packet capture was activated
Total sessions enabled since packet capture was activated
Sessions currently enabled for packet capture
Packets currently captured for enabled sessions
Packet clone failures
Session log object failures
Session packet log object failures
Sessions skipped because session limit exceeded
Packets skipped because total memory limit exceeded

相关主题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80页上的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2页上的示例：针对数据路径调试配置数据包捕获

•

第885页上的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示例：针对数据路径调试配置数据包捕获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数据包捕获以监控通过设备的信息流。 然后数据包捕获将数据包转储为 PCAP
文件格式，之后 tcpdump 实用程序会检查这个文件。

882

•

要求 (第883页)

•

概述 (第883页)

•

配置 (第883页)

•

验证 (第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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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首先请参阅调试数据路径（CLI 过程）。

概述
将定义过滤器来过滤信息流，然后为过滤的信息流应用操作配置文件。 操作配置文件指定对处理
单元执行的各种操作。 其中一项受支持的操作是数据包转储，即将数据包发送到路由引擎并以专
用格式存储，以便可使用 show security datapath-debug capture 命令读取。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datapath-debug

capture-file my-capture
capture-file format pcap
capture-file size 1m
capture-file files 5
maximum-capture-size 400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event np-ingress packet-dump
packet-filter my-filter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packet-filter my-filter source-prefix 1.2.3.4/32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数据包捕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编辑数据包处理路径沿途多个处理单元的 security datapath-debug 选项。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2.

启用捕获文件、文件格式、文件大小和文件数。 大小数限制捕获文件的大小。 达到限制大
小之后，如果指定了文件数，将把捕获文件的文件名循环设置为 x，其中 x 自动增加，直
到达到了指定索引，然后将恢复为零。 如果未指定文件索引，将丢弃数据包，直到达到了
大小限制。 缺省大小为 512 KB。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3.

datapath-debug]
capture-file my-capture format pcap size 1m files 5
datapath-debug]
maximum-capture-size 400

启用操作配置文件并设置事件。 将操作配置文件设置为 do-capture，将事件类型设置为
np-ingress：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user@host# edit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user@host# edit event np-ingress

4.

为该操作配置文件启用数据包转储：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event np-ingress]
user@host# set packet-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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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数据包过滤器、操作和过滤器选项。 数据包过滤器将设置为 my-filter，操作配置文
件将设置为 do-capture，而过滤器选项则设置为 source-prefix 1.2.3.4/32。

5.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user@host# se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packet-filter my-filter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edi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user@host# se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packet-filter my-filter source-prefix
1.2.3.4/3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datapath-debug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
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下面是 show security datapath-debug
命令的输出：
security datapath-debug {
capture-file my-capture format pcap size 1m files 5;
maximum-capture-size 100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
event np-ingress {
packet-dump
}
}
packet-filter my-filter {
source-prefix 1.2.3.4/32
action-profile do-capture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数据包捕获 (第884页)

验证数据包捕获
用途

验证数据包捕获是否工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reques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capture start 命令将启动数据包捕获，输
入 request security datapath-debug capture stop 命令则停止数据包捕获。
要查看结果，请在 CLI 操作模式中访问本地 UNIX shell 并导航到目录 /var/log/my-capture。
可通过使用 tcpdump 实用程序读取结果。

相关主题

88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调试数据路径（CLI 过程）

•

了解 SRX 系列设备的数据路径调试

•

第880页上的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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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85页上的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验证安全数据包捕获
用途

通过在 CLI 提示符处发出以下 show 命令来监控数据包捕获统计信息。

操作

user@host> show security idp counters packet-log
IDP counters:
Total packets captured since packet capture was activated
Total sessions enabled since packet capture was activated
Sessions currently enabled for packet capture
Packets currently captured for enabled sessions
Packet clone failures
Session log object failures
Session packet log object failures
Sessions skipped because session limit exceeded
Packets skipped because total memory limit exceeded

相关主题

Value
0
0
0
0
0
0
0
0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80页上的了解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数据包捕获

•

第882页上的示例：针对数据路径调试配置数据包捕获

了解 IC 系列 UAC 设备上的 IDP 日志信息使用情况
用于统一访问控制 (UAC) 设备的 IC 系列 UAC 设备可将从 Juniper Networks 发送来的入侵检
测和防护 (IDP) 攻击日志信息用于应用信息流的访问策略（这些信息中的 IDP 日志指示检测到
了攻击）。 通过使用安全的通信渠道将这些 IDP 日志直接安全地发送到 IC 系列设备。 IDP 攻
击日志通过 JUEP 通信渠道发送到 IC 系列设备。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IC 系列 UAC 设备的消息过滤 (第885页)

•

配置 IC 系列 UAC 设备日志记录 (第886页)

IC 系列 UAC 设备的消息过滤
配置 IC 系列 UAC 设备以接收 IDP 日志消息时，可为 IC 系列设备设置某些过滤参数。 如果不
经这样的过滤，IC 系列设备收到的日志消息可能过多。 过滤参数可包括以下内容：
•

IC 系列设备应仅接收来自其认证的会话的 IDP 通信。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获取详细信息。

•

可创建 IC 系列设备过滤器，基于 IDP 日志文件的严重性接收这些文件。 例如，如果 IC 系
列设备上的严重性设置为 high（高），则 IDP 将仅发送严重性大于等于 high 的日志。 请参
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获取详细信息。

•

可在 IC 系列设备中禁用所有 IDP 日志的接收。 请参阅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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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C 系列 UAC 设备日志记录
有关接收和过滤 IDP 日志的所有配置均在 IC 系列 UAC 设备上进行。 应参考 Unified Access
Control Administration Guide ，以便获取有关如何接收 IDP 日志的信息和有关 JUEP 通信渠
道的详细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78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抑制属性

•

第875页上的了解 IDP 日志记录

•

第876页上的了解应用程序级 DDoS 日志记录

了解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物理接口
为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连接配置两类接口—物理接口和逻辑拨号器接口。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的物理接口使用名称 cl-0/0/8。 在设备中安装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时会自动
创建该接口。
请为物理接口配置以下属性：
•

物理接口所属拨号器池以及该接口在池中的优先级。 一个物理接口可属于多个拨号器池。 拨
号器池优先级的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1 指定最低优先级接口，而 255 则指定最高优先级接
口。

•

调制解调器初始化字符串（可选）。 这些字符串以 AT 开始，用于执行 Hayes 调制解调器命
令来指定调制解调器操作。

•

有关与 GSM 蜂窝网络建立数据呼叫的 GSM 配置文件。

缺省情况下，调制解调器允许访问非归属网络。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概述

•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配置概述

•

示例：配置 3G 无线调制解调器接口

IDP 报警和审核
在 11.2 之前的 Junos OS 版本中，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攻击日志内包含了有关 IDP 攻击事
件的足够信息。 但是，这些日志不会引发对管理员的报警。 现在新增了一个路由引擎配置选项，
用于启用或禁用报警。
缺省情况下，IDP 攻击事件会触发当前日志，但不会引发任何报警。 如果设置了该选项且正确配
置了系统，有关数据包转发引擎的 IDP 日志将转发到路由引擎，然后解析 IDP 攻击日志，并根
据需要引发 IDP 报警。
•

886

要启用 IDP 报警，请使用 set security alarms potential-violation idp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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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使用 show security alarms 命令。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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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统一威胁管理
•

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第891页)

•

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897页)

•

完全防病毒保护 (第915页)

•

快速防病毒保护 (第971页)

•

Sophos 防病毒保护 (第991页)

•

内容过滤 (第1009页)

•

Web 过滤 (第1023页)

•

机箱集群中的统一威胁管理支持 (第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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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第891页)

•

了解 UTM 定制对象 (第892页)

•

UTM 许可 (第892页)

•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第894页)

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统一威胁管理 (UTM) 这个术语用于描述将多种安全功能合并到一个设备中以防御多种威胁类型的
情况。 UTM 的优势是简化多种安全功能的安装和管理。
UTM 解决方案中提供的安全功能包括：
•

反垃圾邮件—垃圾电子邮件包括不需要的电子邮件，通常由商业实体、怀有恶意的实体或欺诈
性实体发送。 反垃圾邮件功能会检查传输的电子邮件以确定垃圾电子邮件。 设备检测到被视
为垃圾邮件的电子邮件时，会丢弃该邮件，或用预先设置的字符串标记邮件头或主题字段。 反
垃圾邮件功能使用一个不断更新的垃圾邮件阻止列表 (SBL)。 Sophos 负责更新和维护该基于
IP 的 SBL。 反垃圾邮件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病毒是一种可执行代码，会感染其他可执行代码，或附在其他可执行代
码上以实现自我复制。 有些恶意病毒会删除文件或锁定系统。 其他病毒则仅感染文件，用伪
造数据使目标主机或网络不堪重负。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功能可对特定的应用层信息流进行基
于文件的扫描，依据病毒特征数据库检查病毒。 它会收集已接收的数据包，直到重构原始应用
内容（如电子邮件文件附件），然后扫描该内容。 Kaspersky Lab 提供内部扫描引擎。 基于
全文件的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

快速防病毒—快速防病毒扫描是基于全文件防病毒功能的替代功能，但其 CPU 资源占用率更
低。 跟完全防病毒功能一样，快速防病毒功能可对特定的应用层信息流进行扫描，依据病毒特
征数据库检查病毒。 但是，与完全防病毒不同的是，快速防病毒不重构原始应用内容。 它仅
将接收的数据包原样发送（流传输）到扫描引擎。 使用快速防病毒功能时，病毒扫描是由硬件
模式匹配引擎执行的。 这可以提高扫描时的性能，但提供的安全级别有所降低。 Juniper
Networks 提供扫描引擎。 快速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

内容过滤—内容过滤可以根据 MIME 类型、文件扩展名、协议命令和嵌入对象类型，阻止或允
许特定类型的信息流。 内容过滤不需要单独许可。

•

Web 过滤—Web 过滤可用于管理互联网的使用，防止访问不适当的 Web 内容。 有三种类型的
Web 过滤解决方案。 在集成 Web 过滤解决方案中，在设备根据用户定义的类别或类别服务器
（Websense 提供 CPA Server）确定 URL 的类别之后，在设备上完成阻止或允许 Web 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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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集成 Web 过滤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重定向 Web 过滤解决方案会拦截 HTTP
请求，并将服务器 URL 转发给 Websense 提供的外部 URL 过滤服务器，以决定是阻止还是允
许请求的 Web 访问。 重定向 Web 过滤不需要单独许可。 使用 Juniper 本地 Web 过滤时，
在设备根据设备上存储的用户定义类别确定 URL 的类别之后，在设备上完成阻止或允许 Web
访问的决定。 使用本地过滤时，不需要额外的 Juniper 许可，也不需要远程类别服务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许可

•

第893页上的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

第894页上的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第894页上的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了解 UTM 定制对象
在配置大多数 UTM 功能之前，必须先为相关功能配置定制对象。 定制对象是 UTM 功能的全局参
数。 也就是说，配置的定制对象可应用于所有适用的 UTM 策略，而不是仅应用于单个策略。
以下 UTM 功能将使用特定的定制对象：

相关主题

•

防病毒（请参阅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Web 过滤（请参阅第1026页上的“示例：配置集成 Web 过滤”）

•

反垃圾邮件（请参阅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内容过滤（请参阅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许可

•

第893页上的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

第894页上的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第894页上的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了解 UTM 许可 (第892页)

•

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第893页)

UTM 许可

了解 UTM 许可
大多数 UTM 功能相当于需要许可的预订服务。 在购买了预订许可 SKU 后，可以兑换该许可。
兑换许可时，需要在“Customer Service LMS”（客户服务 LMS）界面中输入授权码和机箱序列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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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生成授权后，可以使用 CLI 从设备向 LMS 服务器发送许可更新请求。 然后，LMS 服务器
会直接向设备发送预订许可。

注意: UTM 需要 1 GB 内存。 如果 J2320、J2350 或 J4350 设备只有 512 MB 内存，
则必须将内存升级到 1 GB 后才能运行 UTM。

表126: UTM 功能预订服务许可要求
UTM 功能

需要许可

反垃圾邮件

是

防病毒：完全

是

防病毒：快速

是

内容过滤

否

Web 过滤：集成

是

Web 过滤：重定向

否

Web 过滤：本地

否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

第893页上的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

第894页上的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第894页上的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要将 UTM 预订许可应用于设备，请使用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license updat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许可

•

第894页上的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第894页上的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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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

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第894页)

•

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第894页)

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UTM 功能支持 WELF 标准。 “WELF 参考”定义了 WebTrends 行业标准日志文件交换格式。 以
此格式进行日志记录的任何系统都与 Firewall Suite 2.0 及更高版本、Firewall Reporting
Center 1.0 及更高版本以及 Security Reporting Center 2.0 及更高版本兼容。
WELF 日志文件由记录组成。 每个记录在文件中占一行。 记录始终按时间顺序排列。 最早的记
录是文件中第一个记录；最近的记录是文件中最后一个记录。 WELF 对日志文件名或日志文件轮
换策略没有任何限制。

注意: 每个 WELF 记录由字段组成。 记录标识符字段 (id=) 必须是记录中的第一个
字段。 其他所有字段可以按任何顺序出现。

以下是 WELF 记录的一个样本：
id=firewall time="2000-2-4 12:01:01" fw=192.168.0.238 pri=6 rule=3 proto=http
src=192.168.0.23 dst=6.1.0.36 rg=www.webtrends.com/index.html op=GET result=0
rcvd=1426

该 WELF 记录示例中的字段包括以下必需元素（其他所有字段都是可选字段）：

相关主题

•

id（记录标识符）

•

time（日期/时间）

•

fw（防火墙的 IP 地址或名称）

•

pri（记录的优先级）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许可

•

第893页上的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

第894页上的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示例：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894

•

要求 (第895页)

•

概述 (第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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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895页)

•

验证 (第896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检查用于创建 WELF 日志文件和记录的字段。 请参阅第894页上的“了解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

概述
WELF 日志文件由记录组成。 每个记录在文件中占一行。 记录始终按时间顺序排列。 最早的记
录是文件中第一个记录；最近的记录是文件中最后一个记录。 WELF 对日志文件名或日志文件轮
换策略没有任何限制。 在此示例中，严重性级别为“emergency”（紧急），安全日志流的名称
为 utm-welf。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content-security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content-security severity emergency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content-security severity emergency host 5.6.7.8

分步过程

format welf
format welf category
format welf category
format welf category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安全日志源 IP 地址。
[edit security log]
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注意: 必须将 WELF 日志记录消息保存到专用 WebTrends 服务器上。

2.

指定安全日志流名称。
[edit security log]
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3.

设置日志消息的格式。
[edit security log]
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format welf

4.

设备发送的日志消息的类别。
[edit security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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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format welf category
content-security

设备发送的日志消息的严重性级别。

5.

[edit security log]
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format welf category
content-security severity emergency

输入发送日志消息的目标专用 WebTrends 服务器的主机地址。

6.

[edit security log]
user@host# set source-address 1.2.3.4 stream utm-welf format welf category
content-security severity emergency host 5.6.7.8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log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log
stream utm-welf {
severity emergency;
format welf;
category content—security;
host {
5.6.7.8;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安全日志 (第896页)

验证安全日志
用途

验证 UTM 功能的 WELF 日志是否完整。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status 命令以验证 UTM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相关主题

89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许可

•

第893页上的更新 UTM 许可（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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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垃圾邮件过滤
•

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第897页)

•

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 (第897页)

•

本地列表垃圾邮件过滤 (第905页)

•

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第912页)

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垃圾邮件包括不需要的电子邮件，通常由商业实体、怀有恶意的实体或欺诈性实体发送。 反垃圾
邮件功能会检查传输的电子邮件以确定垃圾邮件。 设备检测到被视为垃圾邮件的邮件时，会阻止
该电子邮件，或用预先设置的字符串标记电子邮件头或主题。
反垃圾邮件过滤允许使用基于第三方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阻止列表 (SBL) 以及选择创建自己的本
地白名单（善意）和黑名单（恶意）来过滤电子邮件。 反垃圾邮件功能并不是为了代替反垃圾邮
件服务器，而是对其进行补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8页上的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
•

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898页)

•

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第899页)

•

示例：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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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注意: 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仅支持基于 IP 的垃圾邮件阻止列表黑名单查找。
Sophos 负责更新和维护该基于 IP 的垃圾邮件阻止列表。 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
过滤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反垃圾邮件许可密钥到期时，可以继续使用本地定义的
黑名单和白名单。

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要求通过互联网与垃圾邮件阻止列表 (SBL) 服务器连接。 必须使
用域名服务 (DNS) 以访问 SBL 服务器。 防火墙通过 DNS 协议执行 SBL 查找。 查找依据的是
电子邮件发件人（或中继代理）的 IP 地址，添加 SBL 服务器的名称作为授权域。 然后，DNS
服务器将每个请求转发至 SBL 服务器，后者向设备返回 DNS 响应。 然后，设备解释 DNS 响应
以确定电子邮件发件人是否为垃圾邮件发送者。
包括在阻止列表中的 IP 地址被普遍认为是邮件服务器的无效地址，或者是容易受损害的地址。
在 SBL 上将 IP 地址列为垃圾邮件发送者的标准包括：
•

运行 SMTP 开放中继服务

•

运行（各种）开放代理服务器

•

属于可能被病毒、蠕虫、木马程序或间谍软件损害的僵尸主机

•

使用动态 IP 范围

•

属于经确认的 IP 地址已知的垃圾邮件源

缺省情况下，设备会先依据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检查内向电子邮件。 如果没有本地列表，或者本
地列表上没有发件人，则设备将继续通过互联网查询 SBL 服务器。 如果同时启用了基于服务器
的垃圾邮件过滤和本地列表垃圾邮件过滤，则将按以下顺序执行检查：
1. 检查本地白名单。 如果有匹配项，则不执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没有匹配项...
2. 检查本地黑名单。 如果有匹配项，则不执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没有匹配项...
3. 检查 SBL 服务器列表。

注意: 反垃圾邮件许可密钥到期时，SBL 服务器匹配将停止。

相关主题

89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89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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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对于每项 UTM 功能，需要按以下顺序配置功能参数：
1. 配置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2. 使用功能配置文件配置主要功能参数。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3. 为每个协议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与配置文件关联。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1 anti-spam smtp-profile smtp1

注意: 反垃圾邮件过滤仅支持 SMTP 协议。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898页上的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899页上的示例：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示例：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要求 (第899页)

•

概述 (第900页)

•

配置 (第900页)

•

验证 (第904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复习如何为每个 UTM 功能配置功能参数。 请参阅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
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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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要求通过互联网与垃圾邮件阻止列表 (SBL) 服务器连接。 必须使
用域名服务 (DNS) 以访问 SBL 服务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sbl-default-server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sbl-default-server
spam-action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sbl-default-server
custom-tag-string ***spam***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spampolicy1 anti-spam smtp-profile sblprofil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m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spampolicy1

J-Web 快速配置

要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一个配置文件，并启用/禁用 SBL 服务器查找。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Anti-Spam

（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反垃圾邮件）。
a. 在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配置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为 SBL 服务器配置一个配置文件，

或者单击 Edit（编辑）修改现有项目。
b. 在配置文件名称框中，为要创建的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c. 如果要使用缺省服务器，请选择缺省 SBL 服务器旁边的 Yes（是）。 如果不使用缺省服

务器，请选择 No（否）。

注意: SBL 服务器是设备上的预定义服务器。 设备交付时预配置了 SBL 服务
器的名称和地址。 如果不选择“是”，则将禁用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
仅当只使用本地列表或没有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许可时，才应禁用该功
能。

d. 在定制标记字符串框中，输入一个用于将邮件标识为垃圾邮件的定制字符串。 缺省情况

下，设备使用 ***SPAM***。
e. 从反垃圾邮件操作列表中，选择设备检测到垃圾邮件时应执行的操作。 选项包括“Tag

subject”（标记主题）、“Block email”（阻止电子邮件）和“Tag header”（标记邮
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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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要关联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的 SMTP 配置 UTM 策略。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UTM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UTM 策略）。
b. 在 UTM 策略配置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
c. 在策略配置窗口中，选择 Main（主要）选项卡。
d. 在策略名称框中，为 UTM 策略键入一个唯一名称。
e. 在“Session per client limit”（每个客户端的会话限制）框中，键入每个客户端的会

话限制。 有效值范围为 0 到 2000。
f. 从“Session per client over limit”（每个客户端会话超出限制）列表中，选择超出此

UTM 策略的每个客户端会话限制时设备应执行的操作。 选择包括“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和“Block（阻止）”。
g.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Anti-Spam profiles（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选项卡。
h. 从 SMTP 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要关联到此 UTM 策略的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
3.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FW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FW 策略）。
b. 在“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安全策略，

或者单击 Edit（编辑）以修改现有策略。
c. 在“Policy”（策略）选项卡上，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键入一个名称。
d. 在“From Zone”（源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e. 在“To Zone”（目标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f. 选择一个源地址。
g. 选择一个目标地址。
h. 选择一个应用：在“Application Sets”（应用集）框中选择 junos-smtp，并将其移到

“Matched”（匹配项）框中。
i. 在“Policy Action”（策略操作）旁边，选择以下选项之一：Permit（允许）、Deny（拒

绝）或 Reject（丢弃）。

注意: 如果选择“Permit for Policy Action”（允许策略操作），则在
“Applications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中有多个额外字段将变得可
用，其中包括“UTM Policy”（UTM 策略）。

j. 选择 Application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
k. 在“UTM Policy”（UTM 策略）旁边，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策略。 这会将 UTM 策略关联

到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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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m.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配置

文件，请单击弹出窗口中的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注意:
• 新策略必须激活后才能应用。
•

在 SRX 系列设备中，通知您策略保存成功的确认窗口会自动消失。

n.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2.

启用或禁用缺省 SBL 服务器查找。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sbl-default-server

注意: 如果要使用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则应键入 sbl-default-server
以启用缺省 SBL 服务器。 （SBL 服务器是设备上的预定义服务器。 设备交付
时预配置了 SBL 服务器的名称和地址。）仅当只使用本地列表或者没有基于服
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许可时，才应使用 no-sbl-default-server 选项禁用基于服
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3.

配置检测到垃圾邮件时设备要执行的操作（阻止、标记邮件头或标记主题）。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sbl-default-server
spam-action block

4.

配置用于将邮件标识为垃圾邮件的定制字符串。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sblprofile1
sbl-default-server custom-tag-string ***spam***

5.

将垃圾邮件功能配置文件关联到 UTM 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utm-policy spampolicy1 anti-spam smtp-profile sblprofile1

6.

902

为要关联到 UTM 策略的 UTM 配置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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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mtp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spampolicy1

注意: 设备交付时预配置了缺省反垃圾邮件策略。 该策略称为
junos-as-defaults。 它包含以下配置参数：
anti-spam {
sbl {
profile junos-as-defaults {
sbl-default-server;
spam-action block;
custom-tag-string "***SPAM***";
}
}
}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
anti-spam {
sbl {
profile sblprofile1 {
sbl-default-server;
spam-action block;
custom-tag-string ***spam***;
}
}
}
utm-policy spampolicy1 {
anti-spam {
smtp-profile sblprofile1;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sm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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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spampolicy1;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第904页)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anti-spam status 和 show security utm anti-spam
statistics 命令。
出现以下信息：
SBL Whitelist Server:
SBL Blacklist Server:
msgsecurity.juniper.net
DNS Server:
Primary : 1.2.3.4, Src Interface: ge-0/0/0
Secondary: 2.3.4.5, Src Interface: ge-0/0/1
Ternary : 0.0.0.0, Src Interface: fe-0/0/2
Total connections: #
Denied connections: #
Total greetings: #
Denied greetings: #
Total e-mail scanned: #
White list hit: #
Black list hit: #
Spam total: #
Spam tagged: #
Spam dropped: #
DNS errors: #
Timeout errors: #
Return errors: #
Invalid parameter errors: #
Statistics start time:
Statistics for the last 10 days.

相关主题

90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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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98页上的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本地列表垃圾邮件过滤
•

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905页)

•

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第906页)

•

示例：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第906页)

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在创建自己的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用于反垃圾邮件过滤时，可以针对域名、电子邮件地址和/或
IP 地址进行过滤。 根据相关匹配的类型，模式匹配的工作方式会略有不同。 例如，域名模式匹
配使用最长后缀匹配算法。 如果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的域名为 aaa.bbb.ccc，则设备会尝试在列
表中匹配“aaa.bbb.ccc”。 如果未找到匹配项，则将尝试匹配“bbb.ccc”，然后再尝试“ccc”。
但是，IP 地址匹配不允许进行部分匹配。
反垃圾邮件过滤通过以下方式使用本地列表进行匹配：
1. 发件人 IP：检查发件人 IP 的顺序是先依据本地白名单，然后依据本地黑名单，最后依据基

于 IP 的 SBL 服务器（如果已启用）。
2. 发件人域：先依据本地白名单检查域名，然后再依据本地黑名单进行检查。
3.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先依据本地白名单检查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再依据本地黑名单进

行检查。
缺省情况下，设备会先依据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检查内向电子邮件。 如果在两个列表中都没有发
现发件人，设备将通过互联网继续查询 SBL 服务器。 如果同时启用了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
过滤和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则将按以下顺序执行检查：
1. 检查本地白名单。 如果有匹配项，则不执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没有匹配项...
2. 检查本地黑名单。 如果有匹配项，则不执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没有匹配项...
3. 检查 SBL 服务器列表。

注意: 反垃圾邮件许可密钥到期后，可以继续使用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匹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06页上的示例：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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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对于每项 UTM 功能，需要按以下顺序配置功能参数：
1. 配置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pattern-name
2. 使用功能配置文件配置主要功能参数。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as-profile-name
3. 为每个协议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与配置文件关联。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1 anti-spam smtp-profile smtp1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示例：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898页上的了解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示例：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要求 (第906页)

•

概述 (第906页)

•

配置 (第907页)

•

验证 (第911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复习如何为每个 UTM 功能配置功能参数。 请参阅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
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概述
反垃圾邮件过滤使用本地列表进行匹配。 在创建自己的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用于反垃圾邮件过滤
时，可以针对域名、电子邮件地址和/或 IP 地址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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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as-black value [150.61.8.134]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as-white value [150.1.2.3]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address-whitelist as-white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spam-action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custom-tag-string
***spam***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spampolicy2 anti-spam smtp-profile localprofile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m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2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spampolicy2

J-Web 快速配置

要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通过配置 URL 模式列表，创建本地白名单和黑名单定制对象。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b. 在 UTM 定制对象配置窗口中，选择 URL Pattern List（URL 模式列表）选项卡。
c. 单击 Add（添加）以创建 URL 模式列表。
d. 在“URL Pattern Name”（URL 模式名称）旁边，键入一个唯一名称。

注意: 如果要创建白名单，最好在列表名称中表明这一点。 同样的做法也适用
于黑名单。 此处输入的名称将在配置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时出现在“Address
Whitelist”（地址白名单）和“Address Blacklist”（地址黑名单）字段中。

e. 在“URL Pattern Value”（URL 模式值）旁边，键入用于白名单或黑名单反垃圾邮件过滤

的 URL 模式。
2. 配置反垃圾邮件过滤以使用白名单和黑名单定制对象。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Global option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全局选项）。
b. 在右侧窗格中，选择 Anti-Spam（反垃圾邮件）选项卡。
c. 在“Anti-Spam”（反垃圾邮件）下，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地址白名单和/或地址黑名单用作

垃圾邮件过滤的本地列表。 （这些列表是作为定制对象配置的。）
d. 单击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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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

请单击弹出窗口中的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f. 在“Security”（安全性）下的左侧窗格中，选择 Anti-Spam（反垃圾邮件）选项卡。
g. 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 此时将出现配置文件弹出窗口。
h. 在配置文件名称框中，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i. 如果要使用缺省服务器，请选择“Default SBL server”（缺省 SBL 服务器）旁边的 Yes

（是）。 如果不使用缺省服务器，请选择 No（否）。

注意: 如果选择“No”（否），则将禁用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 仅当使
用本地列表或没有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过滤许可时，才禁用该功能。

j. 在定制标记字符串框中，键入一个用于将邮件标识为垃圾邮件的定制字符串。 缺省情况

下，设备使用 ***SPAM***。
k. 从“Actions”（操作）列表中，选择设备检测到垃圾邮件时应执行的操作。 选项包括“Tag

subject”（标记主题）、“Block email”（阻止电子邮件）和“Tag header”（标记邮
件头）。
3. 为要关联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的 SMTP 配置 UTM 策略。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UTM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UTM 策略）。
b. 在 UTM 策略配置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策略。 此时将出现策略弹出窗

口。
c. 选择 Main（主要）选项卡。
d. 在策略名称框中，键入一个唯一名称。
e. 在“Session per client limit”（每个客户端的会话限制）框中，键入每个客户端的会

话限制。 有效值范围为 0 到 2000。
f. 从“Session per client over limit”（每个客户端会话超出限制）列表中，选择超出此

UTM 策略的每个客户端会话限制时设备应执行的操作。 选择包括“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和“Block（阻止）”。
g. 选择 Anti-Spam profiles（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选项卡。
h. 从 SMTP 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要关联到此 UTM 策略的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a.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FW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FW 策略）。
b. 在“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安全策略。

此时将出现策略弹出窗口。
c. 在“Policy”（策略）选项卡上，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键入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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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From Zone”（源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e. 在“To Zone”（目标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f. 选择一个源地址。
g. 选择一个目标地址。
h. 选择一个应用：在“Application Sets”（应用集）框中选择 junos-smtp，并将其移到

“Matched”（匹配项）框中。
i. 在“Policy Action”（策略操作）旁边，选择以下选项之一：Permit（允许）、Deny（拒

绝）或 Reject（丢弃）。

注意: 如果选择“Permit for Policy Action”（允许策略操作），则在
“Applications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中有多个额外字段将变得可
用，其中包括“UTM Policy”（UTM 策略）。

j. 选择 Application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
k. 在“UTM Policy”（UTM 策略）旁边，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策略。 这会将 UTM 策略关联

到安全策略。
l.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m.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配置

文件，请单击弹出窗口中的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注意: 新策略必须激活后才能应用。

n.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本地列表垃圾邮件阻止：先创建全局本地垃圾邮件列表。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as-black value [150.61.8.134]
user@host# set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as-white value [150.1.2.3]

2.

配置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功能配置文件：先连接您的定制对象黑名单和/或白名单。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address-whitelist as-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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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白名单和黑名单都在使用中，则先检查白名单。 如果没有匹配项，
则检查黑名单。

3.

配置本地列表垃圾邮件阻止的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注意: 虽然不使用 sbl 进行本地列表垃圾邮件阻止，但仍要从该命令内部配置
您的配置文件，这与基于服务器的垃圾邮件阻止过程相似。

4.

配置检测到垃圾邮件时设备要执行的操作（阻止、标记邮件头、标记主题）。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spam-action
block

5.

配置用于将邮件标识为垃圾邮件的定制字符串。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feature-profile anti-spam sbl profile localprofile1
custom-tag-string ***spam***

6.

将垃圾邮件功能配置文件关联到 UTM 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tm utm-policy spampolicy2 anti-spam smtp-profile localprofile1

7.

为 UTM 配置安全策略，并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smtp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tmsecuritypolicy2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结果

policy
policy
policy
policy
spampolicy2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
anti-spam {
url-pattern patternwhite;
address-whitelist as-white;
sbl {
profile localprofile1 {
spam-actio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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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tag-string ***spam***;
}
}
}
utm-policy spampolicy2 {
anti-spam {
smtp-profile localprofile1;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utmsecuritypolicy2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sm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spampolicy2;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第911页)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反垃圾邮件统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anti-spam status 和 show security utm anti-spam
statistics 命令。
出现以下信息：
SBL Whitelist Server:
SBL Blacklist Server:
msgsecurity.juniper.net
DNS Server:
Primary : 1.2.3.4, Src Interface: ge-0/0/0
Secondary: 2.3.4.5, Src Interface: ge-0/0/1
Ternary : 0.0.0.0, Src Interface: fe-0/0/2
Total connections: #
Denied connections: #
Total greet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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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ed greetings: #
Total e-mail scanned: #
White list hit: #
Black list hit: #
Spam total: #
Spam tagged: #
Spam dropped: #
DNS errors: #
Timeout errors: #
Return errors: #
Invalid parameter errors: #
Statistics start time:
Statistics for the last 10 day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905页上的了解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12页上的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了解垃圾邮件处理
在检测到垃圾邮件时，设备可以执行两种操作。 丢弃操作或标记操作。
•

阻止检测到的垃圾邮件 (第912页)

•

标记检测到的垃圾邮件 (第912页)

阻止检测到的垃圾邮件
设备可以在连接层或电子邮件层阻止或丢弃检测到的垃圾邮件：
•

在连接层阻止垃圾邮件
当基于 IP 地址确定 SMTP 发件人为垃圾邮件发送者时，将拒绝并丢弃 SMTP 连接。 此时防火
墙将代表 SMTP 服务器发出错误消息以及相应的错误代码。 以下是此类错误消息的一个示例：
554 Transaction failed due to anti spam setting

•

在电子邮件层阻止垃圾邮件
当基于发件人地址确定某个特定的电子邮件发件人为垃圾邮件发送者时，将拒绝并丢弃该电子
邮件。 此时防火墙将代表服务器向发件人回发错误消息以及相应的错误代码。 以下是此类错
误消息的一个示例：
550 Requested action not taken: mailbox unavailable

标记检测到的垃圾邮件
当检测到邮件发件人是垃圾邮件发送者时，设备可以允许并标记电子邮件。 这种标记可以发生在
连接层，从而可以将相关连接的所有电子邮件都进行标记。 否则，只能标记单个电子邮件。 支
持的标记方法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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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标记主题：在电子邮件主题开头添加用户定义的字符串。

•

标记邮件头：在电子邮件的邮件头添加用户定义的字符串。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897页上的反垃圾邮件过滤概述

•

第899页上的基于服务器的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

第906页上的本地列表反垃圾邮件过滤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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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完全防病毒保护
•

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第915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数据库 (第916页)

•

完全防病毒文件扫描 (第921页)

•

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第931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结果和通知选项 (第943页)

•

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第949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J-Web 过程） (第950页)

•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CLI) (第956页)

•

监控防病毒会话和扫描结果 (第967页)

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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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功能可对特定的应用层信息流进行基于文件的扫描，依据病毒特征数据库检
查病毒。 它会收集已接收的数据包，直到重构原始应用内容（如电子邮件文件附件），然后扫描
该内容。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Kaspersky Lab 提供基于全文件防病毒的
扫描引擎。 防病毒许可密钥到期时，可以继续使用本地存储的防病毒特征库，但不会有更新。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删除本地数据库，则将禁用防病毒扫描。

注意: 快速防病毒功能可提供更好的性能，但安全性较低。 请注意，如果从基于全文
件的防病毒保护切换到快速防病毒保护，必须重启设备才能让快速防病毒开始生效。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

第92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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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完全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数据库
•

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第916页)

•

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第917页)

•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第918页)

•

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第919页)

•

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第919页)

•

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第920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保护特征数据库称为 Juniper Full 防病毒数据库（使用 pattern-update 命
令下载）。 此数据库不同于快速防病毒使用的数据库。 它会检测所有破坏性的恶意代码，其中
包括病毒（多形态病毒和其他高级病毒）、蠕虫病毒、特洛伊木马和恶意软件。
发现新病毒时，会添加对模式文件的更新。 Kaspersky Lab 更新其模式数据库中的特征时，安全
设备会下载这些更新，从而使防病毒扫描器使用最新的特征扫描信息流。 安全设备可以自动执行
这些更新（缺省设置），也可以手动执行模式更新下载。
数据库模式服务器可通过 HTTP 或 HTTPS 访问。 缺省情况下，防病毒模块会每 60 分钟自动检
查一次数据库更新。 您可以更改此间隔，也可以手动触发更新。 更新过程中下载的文件数量以
及更新过程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有变动。
模式数据库的一个本地副本保存在持久数据存储（即闪存盘）中。 设备重启时，防病毒扫描引擎
仍可在防病毒扫描引擎初始化过程中使用该本地副本，不需要通过网络访问模式数据库服务器。

注意: 如果自动更新失败，更新程序会再自动重试更新三次。 如果数据库下载仍然失
败，更新程序将停止尝试，并等待下一次定期更新时重试。

注意: 预订到期时，将有 30 天的宽限期；在此期间，可以继续更新防病毒模式文件。
该宽限期到期后，更新服务器将不再允许防病毒模式文件更新。

相关主题

91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18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

第920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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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在开始操作之前，必须满足几个先决条件后才能成功执行模式数据库更新：
•

必须拥有有效的防病毒扫描器许可。

•

必须拥有网络连接，可以访问模式数据库服务器。

•

DNS 设备和端口设置（端口 80）必须正确。

要更新防病毒特征数据库的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安全设备上，指定模式更新服务器的 URL 地址。
2. （可选）指定设备应以什么频率自动检查模式服务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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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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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用于配置数据库更新功能的 CLI 示例：
utm {
feature-profile {
anti-virus {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
pattern-update
url url
interval minutes
}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第918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

第920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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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安全设备上配置模式更新服务器。
•

要求 (第918页)

•

概述 (第918页)

•

配置 (第918页)

•

验证 (第91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获取有效的防病毒扫描器许可。 请参阅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拥有网络连接，可以访问模式数据库服务器。 请参阅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正确配置您的 DNS 设置和端口设置（端口 80）。 请参阅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概述
要在安全设备上配置模式更新服务器，请输入模式更新服务器的 URL 地址。 在此示例中，将更
新 SRX210 服务网关的 URL。
缺省情况下，完全防病毒保护的 Juniper-Kaspersky URL 为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device-name，其中 device-name 是设备的名称，如
SRX210。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在安全设备上配置模式更新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模式更新服务器的 URL。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url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SRX210

注意: 不同于平台名称，除非使用此 URL 遇到问题并已寻求技术支持帮助，否
则不应更改此 URL。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91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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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

第920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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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动更新防病毒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UTM>Anti-Virus（配置 > UTM > 防病毒）。
2. 在“Interval”（间隔）旁边的“Kaspersky Lab Engine”（Kaspersky Lab 引擎）部分，在

框中输入 120。
3.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18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

第920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安全设备上自动更新模式文件。
•

要求 (第919页)

•

概述 (第920页)

•

配置 (第920页)

•

验证 (第920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获取有效的防病毒扫描器许可。 请参阅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拥有网络连接，可以访问模式数据库服务器。 请参阅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正确配置您的 DNS 设置和端口设置（端口 80）。 请参阅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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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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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安全设备以便自动更新模式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时间间隔。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18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20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完全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要手动更新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要手动重新加载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reload

要手动删除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delete

相关主题

92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

第918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

•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J-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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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19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完全防病毒模式

•

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第921页)

•

全局、基于配置文件和基于策略的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第922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 (第924页)

•

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第926页)

•

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 (第928页)

•

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 (第929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 (第930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抑制 (第930页)

完全防病毒文件扫描

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模块是网关设备上的软件子系统，可以扫描特定的应用层信息流以保护用户
免受病毒攻击以及防止病毒扩散。 防病毒软件子系统由病毒特征数据库、应用代理、扫描管理器
和扫描引擎组成。
Kaspersky Lab 提供扫描引擎，它采用以下工作方式：
1. 客户端与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然后启动一个事务。
2. 如果将有疑问的应用协议标记为要进行防病毒扫描，则会将信息流转发到应用代理进行解析。
3. 发送了扫描请求后，扫描引擎会通过查询病毒模式数据库来扫描数据。
4. 扫描管理器会监视防病毒扫描会话，依据现有的防病毒设置检查数据内容的属性。
5. 在扫描完成后，扫描管理器会处理扫描结果。

Kaspersky Lab 扫描引擎支持常规文件扫描和脚本文件扫描。 使用常规文件扫描时，输入对象是
常规文件。 扫描引擎将输入内容与所有可能的特征匹配。 使用脚本文件扫描时，输入对象是脚
本文件。 脚本可以是 JavaScript、VBScript、mIRC 脚本、批处理脚本（DOS 批处理文件）以及
其他文本脚本。 引擎仅将输入内容与脚本文件的特征匹配。 脚本扫描仅适用于采用 HTTP 协议
的 HTML 内容。 这种扫描类型有两个标准。 首先，HTML 文档的内容类型字段必须是文本或
HTML。 其次，HTTP 包头中没有内容编码。 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则将使用 HTML 剖析器分析
HTML 文档中的脚本。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

第922页上的示例：在不同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

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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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基于配置文件和基于策略的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第922页)

•

示例：在不同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第922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防病毒模块允许在全局级别、UTM 配置文件级别或防火墙策略级别配置扫描选项。 每个配置级别
都有以下含义：
•

全局防病毒设置—设置应用于所有防病毒会话。 全局设置是针对防病毒模块的普遍整体配置，
或者是不特定于配置文件的设置。

•

基于配置文件的设置—在同一个策略内部，不同协议的防病毒设置不同。

•

基于策略的设置—不同策略的防病毒设置不同。 基于策略的防病毒设置应用于所有由扫描指定
的在防火墙策略中定义的信息流。

大多数防病毒设置是在防病毒配置文件中配置的，绑定到指定的协议，并且由指定的策略使用。
然后，这些 UTM 策略会根据防火墙策略应用于信息流。 如果具有某个防病毒设置的防火墙策略
与某个信息流的属性匹配，则防病毒设置将应用于该信息流会话。 因此，可以将不同的防病毒设
置应用于不同的协议以及不同的信息流会话。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

第922页上的示例：在不同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

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示例：在不同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不同的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

要求 (第922页)

•

概述 (第922页)

•

配置 (第923页)

•

验证 (第924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确定所需的扫描选项类型。 请参阅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
设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在以下任一级别上定义防病毒扫描选项：

922

•

全局级别

•

使用 kasprof1 UTM 配置文件的 UTM 配置文件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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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p1 UTM 策略的防火墙策略级别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2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set utm-policy p1 anti-virus http-profile av-profile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不同级别配置防病毒扫描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全局级别配置扫描选项。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20

2.

在 UTM 配置文件级别配置扫描选项。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3.

在 UTM 策略级别配置扫描选项。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utm-policy p1 anti-virus http-profile av-profil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
utm-policy p1 {
anti-virus {
http-profile av-profile
ftp {
upload-profile av-profile
download-profile av-profile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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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在不同级别验证扫描设置 (第924页)

在不同级别验证扫描设置
用途

在不同级别验证扫描设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

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第924页)

•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 (第925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CLI 过程） (第926页)

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Kaspersky Lab 扫描引擎支持两种扫描模式：
•

scan-all—此选项指示扫描引擎扫描接收到的所有数据。

•

scan-by-extension—此选项根据在有疑问的信息流中发现的文件扩展名做出所有扫描决定。

在扫描内容时，可以使用文件扩展名列表定义在文件扩展名扫描模式 (scan-by-extension) 下使
用的一组文件扩展名。 然后，防病毒模块就可以使用 scan-extension 列表上的扩展名扫描文件
了。 对于扩展名列表上没有定义的扩展名，scan-by-extension 模式下将不会扫描使用该扩展名
的文件。 如果没有提供任何扩展名，则扫描有疑问的文件。
使用文件扩展名扫描内容时，请注意以下要求：

相关主题

924

•

文件扩展名条目不区分大小写。

•

文件扩展名列表名称的最大长度为 29 字节。

•

每个文件扩展名条目的最大长度为 15 字节。

•

一个文件扩展名列表中的最大条目数为 255 个。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内部扫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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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

第922页上的示例：在不同级别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设置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
•

要求 (第925页)

•

概述 (第925页)

•

配置 (第925页)

•

验证 (第926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确定所需的扫描模式。 请参阅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
持”。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执行以下任务：
1. 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创建一个名为 extlist1 的文件，并在 extlist1 中添加 .zip、.js

和 .vbs 之类的扩展名。
2. 配置扫描模式设置。 可以选择扫描所有文件，也可以选择仅扫描具有指定扩展名的文件。 此

示例使用按扩展名扫描选项将设备配置为使用 extlist1 文件。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列表创建一个扩展名，并将扩展名添加到文件扩展名列表中。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1 value [zip
js vbs]

2.

配置扫描扩展名设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extension extlist1

3.

配置扫描模式设置。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mode by-extension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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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6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CLI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CLI 过程）
要配置文件扩展名扫描，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
custom-objects {
filename-extension { ; set of list
name extension-list-name; #mandatory
value windows-extension-string;
}
}
}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scan-options {
scan-extension ext-list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5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文件扩展名扫描

•

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

了解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第926页)

•

示例：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第927页)

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了解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缺省情况下，将启用智能预筛选以提高防病毒扫描性能。 防病毒模块通常会在网关设备收到某个
文件的所有数据包后开始扫描数据。 智能预筛选会指示防病毒模块大幅提前开始扫描文件。 在
这种情况下，扫描引擎使用第一个数据包或最初的多个数据包来确定某个文件是否可能包含恶意
代码。 扫描引擎会快速检查这些最初的数据包；如果发现文件不可能受感染，则决定文件是安全
的以绕过正常的扫描过程。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 MIME 编码的信息流、邮件协
议（SMTP、POP3、IMAP）和 HTTP POST。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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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7页上的示例：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

第924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模式支持

示例：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缺省情况下，将启用智能预筛选以提高防病毒扫
描性能。
•

要求 (第927页)

•

概述 (第927页)

•

配置 (第927页)

•

验证 (第928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智能预筛选如何提高防病毒扫描性能。 请参阅第926页上的“了解完全
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执行以下任务：
•

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启用智能预筛选。

•

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禁用智能预筛选。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或禁用完全防病毒智能预筛选，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启用智能预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2.

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禁用智能预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no-intelligent-prescreening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或 HTTP POST。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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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
•

了解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 (第928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CLI 过程） (第928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
由于资源有限，数据库内容的大小存在缺省最大限制，该限制与设备有关。 内容大小值是可以配
置的。 最大内容大小还存在上下限。 （此范围与设备有关，并且不可配置。）
内容大小检查在发送扫描请求之前进行。 此操作的精确时间安排与协议有关。 如果协议标头包
含准确的内容长度字段，则在标头分析过程中提取内容长度字段时进行内容大小检查。 内容大小
通常是指文件大小。 如果没有内容长度字段，则在防病毒模块接收数据包时检查大小。 在这种
情况下，内容大小是指累计的 TCP 负荷大小。

注意: 此设置可在所有协议中使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8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CLI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CLI 过程）
要配置内容大小限制，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scan-options {
content-size-limit KB;
}
}

相关主题

92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8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内容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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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
•

了解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 (第929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CLI 过程） (第929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
压缩层限制指定内部防病毒扫描器在执行病毒扫描之前可解压缩的嵌套压缩文件以及包含内部可
提取对象的文件（如存档文件 (tar)、MS Word 和 PowerPoint 文件）的层数。 例如，如果邮件
包含一个 .zip 压缩文件，该文件又包含另一个 .zip 压缩文件，那么就存在两个压缩层。 同时
解压缩这两个文件所需的解压缩层设置为 2。
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有些协议会使用内容编码。 防病毒扫描引擎必须对被视为压
缩级别的这一层解码，然后才能扫描病毒。
压缩数据有三种：
•

压缩文件（zip、rar、gzip）

•

编码数据 (MIME)

•

封包数据（OLE、.CAP、.MSI、.TAR、.EML）

解压缩层可以是压缩文件的一个层，也可以是封包数据中的一个嵌入对象。 防病毒引擎扫描每个
层后再解压缩下一层，直到达到用户配置的解压缩限制、达到设备解压缩层限制、找到病毒或其
他恶意软件或者完全解压缩了数据，只要首先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就停止扫描。
随着病毒特征数据库越来越大，扫描算法越来越精细，扫描引擎可以更加深入地查找数据中嵌入
的恶意软件。 因此，它可以找出更多层的压缩数据。 Juniper 设备的安全级别受限于解压缩限
制，后者取决于分配给安全设备的内存。 如果在解压缩限制内没有找到病毒，用户可以选择传递
或丢弃数据。

注意: 此设置可在所有协议中使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9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CLI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CLI 过程）
要配置解压缩层限制，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scan-options {
decompress-layer-limit number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929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9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解压缩层限制

•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 (第930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CLI 过程） (第930页)

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
扫描超时值包括从生成扫描请求到扫描引擎返回扫描结果之间的时间范围。 该时间范围可以是 1
到 1800 秒。 缺省情况下，该值为 180 秒。

注意: 所有支持的协议都使用该超时参数。 每种协议可以有不同的超时值。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0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CLI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CLI 过程）
要配置扫描超时，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scan-options {
timeout-value seconds {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0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超时

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抑制
•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抑制 (第930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限制（CLI 过程） (第931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抑制
恶意用户可能会同时生成大量信息流，以图消耗所有可用资源，降低扫描引擎扫描其他信息流的
能力。 为了防止出现这类情况，将对防病毒资源实施会话抑制，以此限制单个源一次可以消耗的
信息流数量。 该限制值为整数，缺省设置为 100。 此整数是指单个源的最大允许会话数。 可以
更改此缺省限制，但要了解如果此值设置得很高，就相当于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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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限制是每客户端连接数限制的一种后退设置。 过度限制的缺省行为是阻止会话。 这是一种按

策略进行的设置。 可以为不同的 UTM 策略指定不同的设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1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限制（CLI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限制（CLI 过程）
要配置扫描会话限制，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utm-policy name
traffic-options {
sessions-per-client {
limit number;
over-limit { log-and-permit | block}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0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会话抑制

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

了解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第931页)

•

HT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第932页)

•

F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第936页)

•

SM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第937页)

•

POP3 完全防病毒扫描 (第939页)

•

IMAP 完全防病毒扫描 (第941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可以根据协议启用或禁用防病毒扫描。 如果在防病毒配置文件中禁用了针对某种协议的扫描，则
将没有针对该协议的应用智能。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不会扫描使用该协议的信息流。 但
是，如果相关协议以另一种协议为基础，而在防病毒配置文件中启用了针对后者的扫描，则将信
息流作为该已启用的协议进行扫描。
内部防病毒扫描引擎支持对特定的应用层事务进行扫描，该应用层允许选择要扫描的内容（HTTP、
FTP、SMTP、POP3 或 IMAP 信息流）。 对于要扫描的每种内容类型，可以选择不同的配置选项。
基于配置文件的设置（包括启用/禁用、扫描模式和扫描结果处理设置）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支持的
协议。 下表列出了基于配置文件的设置及其协议支持情况。

表127:

支持的基于配置文件的设置（按协议划分）

配置文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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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

支持的基于配置文件的设置（按协议划分） (续)

启用或禁用按协议扫描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24页上的“扫描模式”，包括文件扩展名扫描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28页上的“内容大小限制”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29页上的“解压缩层”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30页上的“超时”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33页上的“Trickling”

仅限 HTTP

第946页上的“后退选项”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特定于协议的消息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第944页上的“电子邮件通知”

仅限 SMTP、POP3 和 IMAP

第945页上的“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所有协议都支持此功能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2页上的了解 HTTP 扫描

•

第933页上的启用 HTTP 扫描（CLI 过程）

•

第943页上的了解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

了解 HTTP 扫描 (第932页)

•

启用 HTTP 扫描（CLI 过程） (第933页)

•

了解 HTTP trickling (第933页)

•

配置 HTTP Trickling 以防止在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CLI 过程） (第934页)

•

了解 MIME 白名单 (第934页)

•

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第935页)

•

了解 URL 白名单 (第936页)

•

配置 URL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第936页)

HT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了解 HTTP 扫描
如果在内容安全配置文件中启用了针对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则将监视
到定义的 HTTP 服务端口（通常是端口 80）的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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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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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 HTTP 防病毒扫描，同时支持 HTTP 1.0 和 1.1。 如果协议版本为 HTTP
0.x，则防病毒扫描器将尝试扫描信息流。 会绕过未知协议。 例如，有些应用协议使
用 HTTP 作为传输协议，但不符合 HTTP 1.0 或 1.1。 这些协议就被认为是未知协
议，不对其进行扫描。

以下是对防病毒扫描器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HTTP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HTTP 客户端向 Web 服务器发送 HTTP 请求，或者 Web 服务器响应 HTTP 请求。
2. 安全设备拦截请求，并将数据传递给防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在数据中扫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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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设备将请求转发到 Web 服务器。

•

如果有病毒，则设备丢弃请求，并向客户端发送一条 HTTP 消息报告感染情况。

使用仅脚本扫描时，输入对象是脚本文件。 脚本可以是 JavaScript、VBScript、mIRC 脚本、批
处理脚本（DOS 批处理文件）以及其他文本脚本。 引擎仅将输入内容与脚本文件的特征匹配。
脚本扫描仅适用于采用 HTTP 协议的 HTML 内容。 这种扫描类型有两个标准。 首先，HTML 文档
的内容类型字段必须是文本或 HTML。 其次，HTTP 包头中没有内容编码。 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
则将使用 HTML 剖析器分析 HTML 文档。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

第933页上的启用 HTTP 扫描（CLI 过程）

启用 HTTP 扫描（CLI 过程）
要启用针对 HT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请输入以下 CLI 配置语句：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policy-name anti-virus htt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1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应用协议扫描

•

第932页上的了解 HTTP 扫描

了解 HTTP trickling
HTTP trickling 是一种机制，用于防止 HTTP 客户端或服务器在文件传输或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
时。 在一些慢速链路传输中，如果防病毒扫描器扫描复杂文件所花的时间太长，则大文件可能会
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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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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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Trickling 是基于时间的，只需要为此功能配置一个参数（超时间隔）。 Trickling 缺省
被禁用。

注意: 基于 trickling 的超时由数据包驱动。 也就是说，如果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没
有收到任何数据包，则将停用 HTTP trickling。 仅 HTTP 连接支持此设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4页上的配置 HTTP Trickling 以防止在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CLI 过程）

配置 HTTP Trickling 以防止在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CLI 过程）
要配置 HTTP trickling，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
profile name {
trickling timeout seconds;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3页上的了解 HTTP Trickling

了解 MIME 白名单
网关设备使用 MIME（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类型来决定可以绕过防病毒扫描的信息流。 MIME
白名单定义了一个 MIME 列表，其中可包含一个或多个 MIME 条目。
MIME 条目不区分大小写。 空 MIME 是无效条目，绝不应该出现在 MIME 列表中。 如果 MIME 条
目以 / 字符结尾，则将进行前缀匹配。 否则，将进行精确匹配。
用于配置 MIME 类型防病毒扫描绕过的 MIME 列表有两种类型：
•

MIME 白名单列表—这是可以绕过防病毒扫描的那些 MIME 类型的综合列表。

•

例外列表—例外列表是用于从 MIME 白名单列表中排除某些 MIME 类型的列表。 此列表是 MIME
白名单中 MIME 类型的一个子集。
例如，如果 MIME 白名单包括条目 video/，例外列表包括条目 video/x-shockwave-flash，通过
使用这两个列表，可以绕过 “video/” MIME 类型的对象，但不会绕过
“video/x-shockwave-flash” MIME 类型。
应该注意的是，MIME 白名单条目有如下限制：

934

•

MIME 列表中的 MIME 项目数量最多 50 个。

•

每个 MIME 条目的最大长度为 40 字节。

•

MIME 列表名称字符串的最大长度限制为 4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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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5页上的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

第936页上的了解 URL 白名单

•

第936页上的配置 URL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

要求 (第935页)

•

概述 (第935页)

•

配置 (第935页)

•

验证 (第935页)

要求
在执行操作之前，需要确定用于配置 MIME 类型防病毒扫描绕过的 MIME 列表类型。 请参阅第934
页上的“了解 MIME 白名单”。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 MIME 列表 avmime2 和 ex-avmime2，并向它们添加模式。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
创建 MIME 列表并向列表中添加模式。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6页上的了解 URL 白名单

•

第936页上的配置 URL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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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URL 白名单
URL 白名单是您定义的唯一定制列表，在该列表中，指定类别的所有 URL 或 IP 都将始终绕过扫
描。 因为防病毒扫描会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资源，因此，如果存在您确定不需要扫描的 URL 或
IP，则可能需要创建此定制列表，并将它们添加到该列表中。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4页上的了解 MIME 白名单

•

第935页上的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

第936页上的配置 URL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配置 URL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要配置 URL 白名单，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
custom-url-category { ; set of list
name url-category-name; #mandatory
value url-pattern-name;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4页上的了解 MIME 白名单

•

第935页上的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防病毒扫描

•

第936页上的了解 URL 白名单

•

了解 FTP 防病毒扫描 (第936页)

•

启用 F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第937页)

F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了解 FTP 防病毒扫描
如果在内容安全配置文件中为文件传输协议 (FTP) 信息流启用了防病毒扫描，则安全设备将监视
控制通道；当安全设备检测到用于传输数据的某个 FTP 命令时，就会扫描通过该数据通道发送的
数据。
以下是对防病毒扫描器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FTP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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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请求数据所通过的数据通道进行协商。 安全设备拦截数

据并将其传递给防病毒扫描引擎，由该引擎在其中扫描病毒。
3. 完成扫描后，安全设备遵循下面两条路线之一：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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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如果没有病毒，则设备将数据转发到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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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7页上的启用 F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启用 F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要启用针对文件传输协议 (F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请输入以下 CLI 配置语句：
user@hos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policy-name anti-virus ftp

注意: 要扫描 FTP 信息流，必须启用 FTP ALG。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6页上的了解 FTP 防病毒扫描

•

了解 SMTP 防病毒扫描 (第937页)

•

启用 SM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第939页)

SMTP 完全防病毒扫描

了解 SMTP 防病毒扫描
如果在内容安全配置文件中启用了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防病毒扫描，则安全设备在将信息
流发送到本地邮件服务器之前，会将其从本地 SMTP 客户端重定向到防病毒扫描器。

注意: 组块 (chunking) 是数据命令的一种替代方式。 它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将大
邮件分成小块传输。 防病毒扫描不支持此机制。 使用组块的邮件将被绕过，不进行
扫描。

以下是对防病毒扫描器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SMTP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SMTP 客户端向本地邮件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或者远程邮件服务器通过 SMTP 将电子邮件转

发到本地邮件服务器。
2. 安全设备拦截电子邮件，并将数据传递给防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在数据中扫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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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设备将邮件转发到本地服务器。

•

如果有病毒，则设备向客户端发送一封替换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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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 SMTP 防病毒邮件替换 (第938页)

•

了解 SMTP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第938页)

•

了解 SMTP 防病毒主题标记 (第938页)

了解 SMTP 防病毒邮件替换
如果防病毒扫描器在电子邮件中发现了病毒，则将丢弃原始邮件，邮件正文将被截断，相应内容
被替换成类似如下信息：
nContent-Type: text/plain
Your mail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contains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so it is dropped.

如果返回了扫描错误，并且失败模式设置为“丢弃”，则原始邮件将被丢弃，整个邮件正文都会
被截断。 邮件内容被替换成类似如下信息：
nContent-Type: text/plain
Your mail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is dropped for <reason>.

了解 SMTP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virus，并且因为检测到病毒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邮件发件人发
送一封电子邮件。 通知的内容可能如下所示：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ENVID>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error-drop，并且因为扫描错误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被扫描邮件
的发件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该电子邮件的内容可能如下所示：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ENVID> <reason>.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注意: 有关 ENVID 参数的信息，请参阅 RFC 3461。

了解 SMTP 防病毒主题标记
如果返回了扫描错误，并且失败模式设置为 pass，则防病毒模块会将邮件传递给服务器。 如果
设置了 notify-recipient-on-error-pass，则会将以下字符串附加到主题字段末尾：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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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irus check: <reaso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9页上的启用 SM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启用 SMT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要启用针对 SMT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请输入以下 CLI 配置语句：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policy-name anti-virus smtp-profil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7页上的了解 SMTP 防病毒扫描

•

了解 POP3 防病毒扫描 (第939页)

•

启用 POP3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第940页)

POP3 完全防病毒扫描

了解 POP3 防病毒扫描
如果在内容安全配置文件中启用了邮局协议 3 (POP3) 防病毒扫描，则安全设备在将信息流发送
到本地 POP3 客户端之前，会将其从本地邮件服务器重定向到防病毒扫描器。
以下是对防病毒扫描器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POP3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POP3 客户端从本地邮件服务器下载电子邮件消息。
2. 安全设备拦截电子邮件，并将数据传递给防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在数据中扫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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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设备将邮件转发到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设备将向客户端发送一封邮件，报告感染情况。

注意: 有关针对 IMAP 的仅协议通知的信息，请参阅第943页上的“了解仅用于协议
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 POP3 防病毒邮件替换 (第940页)

•

了解 POP3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第940页)

•

了解 POP3 防病毒主题标记 (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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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POP3 防病毒邮件替换
如果防病毒扫描器在电子邮件中发现了病毒，则将丢弃原始邮件，邮件正文将被截断，相应内容
被替换成类似如下信息：
nContent-Type: text/plain
Your mail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contains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so it is dropped.

了解 POP3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virus，并且因为检测到病毒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邮件发件人发
送一封电子邮件。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error-drop，并且因为扫描错误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被扫描邮件
的发件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该电子邮件的内容可能如下所示：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reason>.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了解 POP3 防病毒主题标记
如果返回了扫描错误，并且失败模式设置为 pass，则防病毒模块会将邮件传递给服务器。 如果
设置了 notify-recipient-on-error-pass，则会将以下字符串附加到主题字段末尾：
(No virus check: <reaso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0页上的启用 POP3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启用 POP3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要启用针对 POP3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请输入以下 CLI 配置语句：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policy-name anti-virus pop3-profile

相关主题

94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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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39页上的了解 POP3 防病毒扫描

•

了解 IMAP 防病毒扫描 (第941页)

•

启用 IMA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第942页)

IMAP 完全防病毒扫描

了解 IMAP 防病毒扫描
如果在内容安全配置文件中启用了 IMAP（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防病毒扫描，则安全设备在将信
息流发送到本地 IMAP 客户端之前，会将其从本地邮件服务器重定向到内部防病毒扫描器。
以下是对防病毒扫描器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IMAP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IMAP 客户端从本地邮件服务器下载电子邮件消息。
2. 安全设备拦截电子邮件，并将数据传递给防病毒扫描器，由扫描器在数据中扫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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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设备将邮件转发到客户端。

•

如果有病毒，则设备将向客户端发送一封邮件，报告感染情况。

注意: 有关针对 IMAP 的仅协议通知的信息，请参阅第943页上的“了解仅用于协议
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 IMAP 防病毒邮件替换 (第941页)

•

了解 IMAP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第941页)

•

了解 IMAP 防病毒主题标记 (第942页)

•

了解 IMAP 防病毒扫描限制 (第942页)

了解 IMAP 防病毒邮件替换
如果防病毒扫描器在电子邮件中发现了病毒，则将丢弃原始邮件，邮件正文将被截断，相应内容
被替换成类似如下信息：
nContent-Type: text/plain
Your mail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contains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so it is dropped.

了解 IMAP 防病毒发件人通知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virus，并且因为检测到病毒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邮件发件人发
送一封电子邮件。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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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contaminated file <filename> with virus
<virusname>.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如果设置了 notify-sender-on-error-drop，并且因为扫描错误而丢弃了邮件，则将向被扫描邮件
的发件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该电子邮件的内容可能如下所示：
From: <admin>@<gateway_ip>
To: <sender_e-mail>
Subject: Mail Delivery Failure
This message is created automatically by mail delivery software. A message that you sent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o one or more of its recipients for the reason:
<src_ip> : <src_port> — <dst_port>: <dst_port> <reason>.
e-mail Header is:
<header of scanned e-mail>

了解 IMAP 防病毒主题标记
如果返回了扫描错误，并且失败模式设置为 pass，则防病毒模块会将邮件传递给服务器。 如果
设置了 notify-recipient-on-error-pass，则会将以下字符串附加到主题字段末尾：
(No virus check: <reason>)

了解 IMAP 防病毒扫描限制
邮件片段—可以将一封电子邮件拆分成多个部分，并通过不同的响应发送每个部分。 这种机制称
为邮件分片，最常用的邮件客户端都支持该机制来发送和接收大电子邮件。 防病毒扫描器不支持
扫描邮件片段；出现这种情况时，将不扫描邮件正文。
部分内容—有些邮件客户端会区别对待不同大小的电子邮件。 例如，小电子邮件（小于 10 KB）
会整个下载。 大电子邮件（例如，小于 1 MB）会根据 IMAP 服务器的请求拆分成 10 KB 的片
段。 防病毒扫描器不支持扫描任何部分内容的请求。
IMAP 上传—仅支持对 IMAP 下载进行防病毒扫描。 不会扫描 IMAP 上传信息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2页上的启用 IMA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启用 IMAP 防病毒扫描（CLI 过程）
要启用针对 IMAP 信息流的防病毒扫描，请输入以下 CLI 配置语句：
user@hos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policy-name anti-virus imap-profile

相关主题

94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1页上的了解 IMAP 防病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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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防病毒扫描结果和通知选项
•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结果处理 (第943页)

•

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3页)

•

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4页)

•

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5页)

•

完全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第946页)

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结果处理
不同的防病毒扫描结果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 例如，如果扫描结果无病毒，则将信息流转发
给接收者。 如果扫描结果有病毒感染，则丢弃信息流。 如果扫描导致错误，则结果的处理取决
于失败的原因以及配置（后退设置）。
下面是一个基于扫描结果的操作列表：
•

扫描结果 = Pass
扫描结果处理操作为传递邮件。 这种情况表示未检测到任何病毒，未返回任何错误代码。 或
者，返回了错误代码，但此错误代码的后退选项被设置为 log-and-permit。

•

扫描结果 = Block
扫描结果处理操作为阻止邮件。 这种情况表示检测到了病毒，或者返回了错误代码并且此错误
代码的后退选项为 BLOCK。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

了解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3页)

•

配置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第944页)

了解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由于发现了病毒或发生扫描错误而阻止了内容时，客户端通常仍会收到成功响应代码，但内容已
经过修改（文件替换），其中包含警告消息。 但是，对于仅协议通知，可以向客户端返回特定于
协议的错误代码。 通过这种方式，客户端可以确定检测到了病毒，而不会理解成文件传输已成
功。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4页上的配置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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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要配置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notification-options {
virus-detection {
type { protocol-only | message }
}
fallback-block {
type { protocol-only | message }
}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3页上的了解仅用于协议的检测到病毒通知

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

了解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4页)

•

配置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第944页)

了解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对于邮件协议（SMTP、POP3、IMAP），将使用电子邮件通知来通知发件人或收件人检测到了病毒
或发生了扫描错误。 电子邮件通知有三种设置：

相关主题

•

virus-detection/notify-mail-sender—检测到病毒时使用此设置。 如果启用此设置，将在检
测到病毒时向发件人发送电子邮件。

•

fallback-block/notify-mail-sender—在返回其他扫描代码或扫描错误并丢弃邮件时，使用此
设置。 如果启用此设置，将在返回错误代码时向发件人发送电子邮件。

•

fallback-non-block/notify-mail-recipient—在返回其他扫描代码或扫描错误并传递邮件时，
使用此设置。 如果启用此设置，将在返回错误代码时标记发送给收件人的电子邮件。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4页上的配置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配置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要配置系统以便在检测到病毒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notification-options {
virus-detection {
notify-mail-s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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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back-block {
notify-mail-sender
}
fallback-non-block {
notify-mail-recipient
}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4页上的了解电子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

了解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第945页)

•

配置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第945页)

了解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定制邮件通知主要用于在防病毒扫描结果为丢弃文件时的文件替换或响应消息。 在使用定制邮件
时，可以在能定义定制主题标记的邮件内容中提供定制消息。

注意: 只能通过邮件协议使用 Custom-message in fallback-nonblock。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5页上的配置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配置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CLI 过程）
要配置系统以便在检测到病毒时发送定制邮件，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name {
notification-options {
virus-detection {
custom-message msg
custom-message-subject subject-msg
}
fallback-block {
custom-message msg
custom-message-subject subject-msg
}
fallback-non-block {
custom-message msg
custom-message-subject subject-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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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5页上的了解定制邮件检测到病毒通知

完全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

了解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第946页)

•

示例：配置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第947页)

了解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后退选项指示系统如何处理扫描引擎或扫描管理器返回的错误。 下面是可能的错误以及针对这些
错误类型的缺省后退选项的列表：
•

扫描引擎未准备好 (engine-not-ready)
扫描引擎本身正在初始化，例如，正在加载特征数据库。 在此阶段，扫描引擎无法扫描文件。
可以根据此设置传递或阻止文件。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

文件损坏 (corrupt-file)
文件损坏是扫描引擎检测到损坏的文件时返回的错误。 缺省操作为 PASS（传递）。

•

解压缩层 (decompress-layer)
解压缩层错误是扫描引擎在扫描文件的压缩层太多时返回的错误。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

密码保护文件 (password-file)
密码保护文件是扫描引擎在扫描文件受密码保护时返回的错误。 缺省操作为 PASS（传递）。

•

最大内容大小 (content-size)
如果内容大小超出了设置的限值，将根据 max-content-size 后退选项传递或阻止内容。 缺省
操作为 BLOCK（阻止）。

•

请求数太多 (too-many-requests)
如果同时接收的邮件总数超出了设备限制，将根据 too-many-request 后退选项传递或阻止内
容。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允许的请求限制是不可配置的。）

•

超时
扫描复杂文件时可能会消耗资源和时间。 如果扫描所用时间超出了防病毒配置文件中的超时设
置，则将中止处理，并在未完成病毒检查的情况下传递或阻止内容。 该决定根据超时后退选项
做出。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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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扫描需要大量的内存和 CPU 资源。 由于资源的限制，系统可能会拒绝内存分配请求。 扫
描引擎（以扫描代码形式）或扫描管理器可能会返回此错误。 发生资源不足的情况时，将中止
扫描。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

缺省值
除了以上列表中的错误以外，所有错误都属于此类别。 此类别可能包括未处理的系统异常（内
部错误）或其他未知错误。 缺省操作为 BLOCK（阻止）。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47页上的示例：配置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示例：配置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

要求 (第947页)

•

概述 (第947页)

•

配置 (第947页)

•

验证 (第949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可能的错误类型，以及针对这些错误类型的缺省后退选项。 请参阅第
946页上的“了解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称为 kasprof 的功能配置文件，将 default、content-size、
corrupt-file、decompress-layer、engine-not-ready、out-of-resources、password-file、
timeout、too-many-requests 的扫描后退选项设置为阻止。

注意: 用于更改模式数据库 URL 的命令是：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attern-update url http://..

缺省 URL 是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设备版本>。 除非使用此 URL
遇到问题并已寻求技术支持帮助，否则不应更改此 URL。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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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corrupt-fil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decompress-layer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password-fil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分步过程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扫描后退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并配置引擎类型。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2.

为 Kaspersky Lab 引擎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并将一组后退选项配置为 block 或
log-and-permi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rrupt-fil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compress-layer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password-fil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
profile kasprof1 {
fallback-options {
default block;
corrupt-file block;
password-file block;
decompress-layer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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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ize block;
engine-not-ready block;
timeout block;
out-of-resources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第949页)

验证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用途

验证防病毒扫描后退选项。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22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扫描级别设置

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在配置防病毒保护时，必须先创建要使用的防病毒定制对象。 这些定制对象可以包括 MIME 模式
列表、MIME 例外列表以及文件扩展名列表。 创建了定制对象后，可以配置完全防病毒保护（包
括智能预筛选）和内容大小限制。
要配置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UTM 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 以下示例启用了 mime-pattern、filename-extension、

url-pattern 和 custom-url-category 定制对象：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utm
utm
utm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filename-extension
url-pattern
custom-url-category

2. 使用功能配置文件配置主要功能参数。 以下示例使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启用了选项：

user@host# set security
pattern-update
user@host# set security
user@host# set security
fallback-options
user@host# set security
notification-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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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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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user@host# set
trickling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rl-whitelist

3. 为每个协议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与配置文件关联。 以下示例为 HTTP 协议配置了

utmp2 UTM 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2 anti-virus http-profile http1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以下示例将 utmp2 UTM 策略关联到 p2 安全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2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2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50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J-Web 过程）

配置完全防病毒（J-Web 过程）
•

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第950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第952页)

•

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第955页)

•

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第956页)

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要配置防病毒保护，必须先创建定制对象（MIME 模式列表、文件扩展名列表、URL 模式列表和定
制 URL 类别列表）。
要配置 MIME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MIME Pattern List”（MIME 模式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按钮创建 MIME 模

式列表。
3. 在“Add MIME Pattern”（添加 MIME 模式）弹出窗口中的 MIME Pattern Name（MIME 模式

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注意: 请注意，要创建 MIME 白名单和 MIME 例外列表（如有必要）。 在配置防
病毒时，这两个 MIME 列表会出现在“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和
“Exception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例外）字段中。 因此，创建的 MIME
列表名称应尽可能具有描述性。

4. 在 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旁边，输入 MIME 模式。

95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四章: 完全防病毒保护

5. 单击 Add（添加）将您的 MIME 模式添加到“Values”（值）列表框中。 在此框中，还可以

选择一个条目，然后选择“Delete”（删除）按钮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继续采用此方式添加
MIME 模式。
6. 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MIME 列表用作例外列表。 例外列表通常是 MIME 主列表的一个子集。
7.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 MIME 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8.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要配置文件扩展名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Filename Extension List”（文件扩展名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按钮创建

文件扩展名列表。
3. 在 File Extension Name（文件扩展名）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在配置防病毒配置文件

时，此名称将出现在“Scan Option By Extension”（按扩展名扫描选项）列表中。
4. 在 Available Values（可用值）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缺省值（按 Shift 键可同时选择多个

项目，按 Ctrl 可选择多个单独项目），然后单击向右箭头按钮将值移到“Selected Values”
（选定值）框中。
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6.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配置文件未成功保

存，请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要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URL Pattern List”（URL 模式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按钮创建 URL 模式

列表。
3. 在“URL Pattern Name”（URL 模式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此名称将出现在“Custom

URL Category List Custom Object”（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页面上。
4. 在 URL Pattern Value（URL 模式值）旁边，输入要添加到绕过扫描列表中的 URL 或 IP 地

址。
在输入 URL 模式时，请注意以下通配符字符支持：
•

支持 \*\.[]\?* 通配符字符。

•

所有通配符 URL 必须以 http:// 开头。

•

只能将星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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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将问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末尾。

•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www.juniper.ne?、http://*juniper.net、http://*。

5. 单击 Add（添加）将您的 URL 模式添加到“Values”（值）列表框中。 此列表最多可包含

8192 个项目。 您也可以选择一个条目，然后选择“Delete”（删除）按钮将其从列表中删
除。 继续采用此方式添加 URL 或 IP 地址。
6.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创建的 URL 模式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7.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要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URL Category List”（URL 类别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按钮创建 URL 类别

列表。
3. 在 URL Category Name（URL 类别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在配置防病毒全局选项

时，此名称将出现在“URL Whitelist”（URL 白名单）列表中。
4. 在 Available Values（可用值）框中，从列表中选择用于绕过扫描的 URL 模式列表名称，然

后单击向右箭头按钮将其移到“Selected Values”（选定值）框中。
5.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创建的 URL 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 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单击 OK（确定）将选定的值保存在创建的定制 URL 列表中。
6.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在创建了定制对象后，可配置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Global option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全局选项）。
2. 在“Anti-Virus”（防病毒）选项卡中的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旁边，选择根据该

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3. 在 Exception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例外）旁边，选择根据该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4. 在 URL Whitelist（URL 白名单）旁边，选择根据该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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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Engine Type（引擎类型）部分，选择要使用的引擎类型。 对于完全防病毒保护，应选择

Kaspersky Lab。
6. 在“Kaspersky Lab Engine Option”（Kaspersky Lab 引擎选项）部分的 Pattern update

URL（模式更新 URL）框中，输入模式数据库的 URL。

注意: 该 URL 为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设备版本>，不应更
改。

7. 在 Pattern update interval（模式更新间隔）旁边的框中，输入自动更新模式数据库的时间

间隔（以秒为单位）。 缺省间隔为 60。
8. 选择是否要让模式文件自动更新（Auto update（自动更新）或 No Auto update（不自动更

新））。
9. 单击 OK（确定）保存选定的值。
10.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11. 在左窗格的“Security”（安全性）下，选择 Anti-Virus（防病毒）。
12. 在右侧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为防病毒 Kaspersky Lab 引擎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要编

辑现有项目，请选择该项目，然后单击 Edit（编辑）按钮。）
13. 在 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旁边，为此防病毒配置文件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14. 选择 Profile Type（配置文件类型）。 在本例中，选择 Kaspersky。
15. 在 Trickling timeout（Trickling 超时）旁边，输入超时参数。

注意: Trickling 仅适用于 HTTP。 HTTP trickling 是一种机制，用于防止 HTTP
客户端或服务器在文件传输或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

16. 在“Intelligent prescreening”（智能预筛选）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 和 HTTP POST）。

17. 在“Scan Options”（扫描选项）部分中的“Intelligent prescreening”（智能预筛选）旁

边，选择 Yes（是）（如果要使用该功能）。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 和 HTTP POST）。

18. 在 Content Size Limit（内容大小限制）旁边，输入内容大小参数。 内容大小检查在发送扫

描请求之前进行。 内容大小是指累计的 TCP 负荷大小。
19. 在 Scan engine timeout（扫描引擎超时）旁边，输入扫描超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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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 Decompress Layer Limit（解压缩层限制）旁边，输入解压缩层限制参数。
21. 在“Scan mode”（扫描模式）部分，如果要扫描所有内容，选择 Scan all files（扫描所有

文件），如果要按文件扩展名扫描，则选择 Scan files with specified extension（扫描具
有指定扩展名的文件）。

注意: 如果选择“Scan files with specified extension”（扫描具有指定扩展
名的文件），则必须在出现的扫描引擎文件扩展名列表中选择一个文件扩展名列表
定制对象。

22. 选择 Fallback settings（后退设置）选项卡。
23. 在“Default”（缺省）（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或 Block（阻止）。 在大多数情况下，“Block”（阻止）是缺省后退选项。
24. 在“Corrupt File”（损坏文件）（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5. 在“Password Protected File”（密码保护文件）（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6. 在“Decompress Layer”（解压缩层）（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

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7. 在“Content Size”（内容大小）（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8. 在“Engine Not Ready”（扫描引擎未准备好）（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9. 在“Timeout”（超时）（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或 Block（阻止）。
30. 在“Out Of Resources”（资源不足）（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

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31. 在“Too Many Request”（请求太多）（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

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32. 选择 Notification options（通知选项）选项卡。
33. 在“Fallback block”（后退阻止）部分中的“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旁边，选

择 Protocol Only（仅协议）或 Message（邮件）以选择触发阻止后退选项时发送的通知的类
型。
34. 在“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35.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6.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7. 在“Fallback non block”（后退非阻止）部分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38.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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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40. 选择 Notification options cont（通知选项内容（续））选项卡。
41. 在“Virus detection”（病毒检测）部分中的“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旁边，选

择 Protocol Only（仅协议）或 Message（邮件）以选择触发阻止后退选项时发送的通知的类
型。
42. 在“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43.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44.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文本限制为 255 个字符。
4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46.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注意: 为每个防病毒协议创建单独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可能包含基
本相同的配置信息，但在为防病毒配置文件创建 UTM 策略时，UTM 策略配置页面
会为每个支持的协议提供单独的防病毒配置文件选择字段。

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在创建了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之后，配置一个可用于关联功能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UTM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UTM 策略）。
2. 在 UTM 策略配置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策略。 此操作会显示策略配置弹出

窗口。
3.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Main（主要）选项卡。
4. 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为 UTM 策略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5. 在 Session per client limit（每个客户端的会话限制）框中，为此 UTM 策略输入每个客户

端的会话限制值，从 0 到 20000。
6. 在 Session per client over limit（每个客户端会话超出限制）列表中，选择此 UTM 策略

的每个客户端会话限制超出时设备应执行的操作。 选择包括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和 Block（阻止）。
7.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Anti-Virus profiles（反垃圾邮件配置文件）选项卡。
8. 从列表中为列出的对应协议选择合适的已配置配置文件。
9.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10.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配置文件未成功保

存，请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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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在创建了 UTM 策略后，可以创建安全策略，并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FW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FW 策略）。
2. 在“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安全策略。 此

操作会显示策略配置弹出窗口。
3. 在“Policy”（策略）选项卡上，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输入一个名称。
4. 在 From Zone（源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5. 在 To Zone（目标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6. 选择一个 Source Address（源地址）。
7. 选择一个 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

junos-protocol（针对支持防
病毒扫描的所有协议），然后单击 —> 按钮将其移到“Matched”（匹配项）框中。

8. 选择一个应用：在“Application Sets”（应用集）框中选择

9. 在“Policy Action”（策略操作）旁，选择 Permit（允许）。

注意: 如果选择“Permit for Policy Action”（允许策略操作），则在
“Applications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中有多个额外字段将变得可用，
其中包括“UTM Policy”（UTM 策略）。

10.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Application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
11. 在 UTM Policy（UTM 策略）旁边，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策略。 此操作会将 UTM 策略关联到

安全策略。
12.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13.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配置文件未成功保

存，请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新策略必须激活后才能应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50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J-Web 过程）

•

第950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

第952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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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第957页)

•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第9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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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 (第965页)

•

示例：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966页)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

要求 (第957页)

•

概述 (第957页)

•

配置 (第957页)

•

验证 (第95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确定所需的完全防病毒保护类型。 请参阅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了解完全防病毒参数的配置顺序。 请参阅第917页上的“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配置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用于创建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定制对象。 定义定制对象需要执行以下
任务：
1. 配置文件扩展名列表 extlist1，并向该列表中添加扩展名，如 .zip、.js 和 .vbs。
2. 创建两个 MIME 列表 avmime1 和 ex-avmime1，并向该列表中添加模式。
3. 配置 URL 模式列表 urllist1。
4. 使用 urllist1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 custurl1。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1 value [zip js vbs]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av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1 value [http://www.url.com 5.6.7.8]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1 value urllist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完全防病毒过滤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文件扩展名列表并向其中添加扩展名。
[edit security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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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1 value [zip js vbs]

注意: Kaspersky 扫描引擎随附有可供使用的只读缺省扩展名列表。

2.

创建 MIME 列表并向列表中添加 MIME 模式。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av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3.

配置 URL 模式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1 value [http://www.url.com 5.6.7.8]

在输入 URL 模式时，请注意以下通配符字符支持：
•

支持 \*\.[]\?* 通配符字符。

•

所有通配符 URL 必须以 http:// 开头。

•

只能将星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

只能将问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末尾。

•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www.juniper.ne?、http://*juniper.net、
http://*。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4.

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1 value urllist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
mime-pattern {
avmime1 {
value [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
}
ex-avmim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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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
}
filename-extension {
extlist1 {
value [ zip js vbs ];
}
}
url-pattern {
urllist1 {
value [ http://www.url.com 5.6.7.8 ];
}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1 {
value urllist1;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第959页)

验证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用途

验证完全防病毒定制对象。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59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第952页上的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要求 (第959页)

•

概述 (第960页)

•

配置 (第961页)

•

验证 (第96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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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所需的完全防病毒保护类型。 请参阅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了解完全防病毒参数的配置顺序。 请参阅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

必须为列表和例外列表定义 MIME 模式。 请参阅第935页上的“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
防病毒扫描”。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功能配置文件 kasprof1，并指定要用于过滤内容的定制对象：
•

选择并将引擎类型配置为 Kaspersky Lab Engine。

•

选择 120 作为模式数据库的更新时间间隔。 缺省的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模式更新时间间隔是
60 分钟。

注意: 用于更改模式数据库 URL 的命令是：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attern-update url http://..

缺省 URL 是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设备版本>。 除非使用此
URL 遇到问题并已寻求技术支持帮助，否则不应更改此 URL。

•

启用模式文件更新时的电子邮件通知，邮件内容为定制消息，并且定制的主题行内容为“AV
pattern file updated”（AV 模式文件已更新）。

•

将后退选项列表配置为 block（阻止）。

•

配置病毒检测后退阻止的通知选项。 配置后退阻止操作的定制邮件。

•

配置仅协议病毒检测的通知。

•

配置扫描选项。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设备以便在发送扫描请求之前执行 TCP 负荷内容大小检
查。

•

配置压缩层限制。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设备，以便在执行病毒扫描之前能解压缩三层嵌套压缩
文件。

•

将内容大小参数配置为 20000。

注意: 对于 SRX100、SRX110、SRX210、SRX220 和 SRX240 设置，内容大小为
20000。 对于 SRX650 设备，内容大小为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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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扫描扩展名设置。 缺省列表为 junos-default-extension。 在此示例中，要选择创建为
定制对象的 extlist1。

•

配置扫描模式设置，以便配置设备以使用定制扩展名列表。 虽然可以选择扫描所有文件，但在
此示例中，将仅选择具有指定扩展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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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智能预筛选并将其超时设置设为 1800 秒，将 trickling 设置（仅适用于 HTTP）设为 600
秒。 也就是说，如果在文件传输或执行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设备在 600 秒之内收到数据包，
则不应超时。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和 HTTP POST。
以下示例将为 kasprof1 配置文件禁用智能预筛选：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no-intelligent-prescreening
•

配置防病毒扫描器以使用 MIME 绕过列表和例外列表。 可以使用自己的定制对象列表，也可以
使用设备随附的缺省列表 junos-default-bypass-mime。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 avmime1 列表
和 ex-avmime1 列表。

•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URL 绕过列表。 如果要使用 URL 白名单（仅对 HTTP 信息流有效），
这是之前配置为定制对象的定制 URL 类别。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custurl1 绕过列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email-notify
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filewas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patternfileupdated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rrupt-fil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compress-layer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password-fil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fallback-block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settings”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type protocol-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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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content-size-limit 200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decompress-layer-limit 3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extension extlist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mode by-extension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timeout 18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trickling
timeout 6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1 exception ex-avmime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rl-whitelist custurl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并配置引擎类型。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2.

配置设备以便在模式更新时通知指定的管理员。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attern-update email-notify 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filewas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patternfileupdated

3.

为 Kaspersky Lab 引擎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并将后退选项配置为 block（阻止）。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corrupt-fil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compress-layer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password-file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profile kasprof1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为后退阻止操作配置定制通知，并发送一个通知。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fallback-block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settings”

5.

配置仅协议病毒检测的通知。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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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type
protocol-only

配置内容大小参数。

6.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content-size-limit 20000

配置压缩层限制。

7.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decompress-layer-limit 3

配置智能预筛选。

8.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配置扫描扩展名设置。

9.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extension extlist1
10.

配置扫描模式设置。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scan-mode by-extension

11.

配置超时设置。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scan-options timeout 1800

12.

配置 trickling 设置。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kaspersky-lab-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kasprof1 trickling timeout 600

13.

配置防病毒扫描器以使用 MIME 绕过列表和例外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1
user@host# set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1 exception ex-avmime1

14.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URL 绕过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url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
list avmime1;
exception ex-avmime1;
}
url-whitelist custurl1;
kaspersky-lab-engine {
pattern-update {
email-no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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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filewas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patternfileupdated;
}
interval 120;
}
profile kasprof1 {
fallback-options {
default block;
corrupt-file block;
password-file block;
decompress-layer block;
content-size block;
engine-not-ready block;
timeout block;
out-of-resources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scan-options {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scan-mode by-extension;
scan-extension extlist1;
content-size-limit 20000;
timeout 1800;
decompress-layer-limit 3;
}
trickling timeout 600;
notification-options {
virus-detection {
type protocol-only;
custom-message ***virus-found***;
}
fallback-block {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settings”;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964页)

验证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96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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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65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

•

第966页上的示例：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要关联到功能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

要求 (第965页)

•

概述 (第965页)

•

配置 (第965页)

•

验证 (第965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创建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959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功
能配置文件”。

概述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一个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 utmp2，并将该策略关联到一个 HTTP 配置文件
kasprofile1 HTTP。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 HTTP 防病毒扫描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关联到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2 anti-virus http-profile kasprofile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59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第966页上的示例：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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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

要求 (第966页)

•

概述 (第966页)

•

配置 (第966页)

•

验证 (第966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创建一个 UTM 策略。 请参阅第965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
略”。

概述
在此示例中，要将 UTM 策略 utmp2 关联到安全策略 p2。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将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启用并配置安全策略。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2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2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2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96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65页上的示例：配置完全防病毒 UTM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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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防病毒会话和扫描结果
防病毒模块提供了一些功能，允许您使用 CLI 来检查系统设置和扫描引擎的状态。 它还提供了
一些检查进行中的防病毒会话和防病毒统计信息的功能。
•

监控防病毒扫描引擎状态 (第967页)

•

监控防病毒会话状态 (第967页)

•

监控防病毒扫描结果 (第968页)

监控防病毒扫描引擎状态
用途

通过使用 CLI，可以查看以下扫描引擎状态项目：
防病毒许可密钥状态
•

查看许可到期日期。

扫描引擎状态和设置
•

查看最后一个操作结果。

•

查看缺省文件扩展名列表。

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设置
•

查看更新 URL（基于 HTTP 或 HTTPS）。

•

查看更新间隔。

防病毒模式数据库状态

操作

•

查看自动更新状态。

•

查看数据库加载的最后结果。

•

如果下载完成，则可查看数据库版本时间戳病毒记录数。

•

如果下载失败，则可查看失败原因。

在 CLI 中，输入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命令。
示例状态结果：
AV Key Expire Date: 03/01/2010 00:00:00
Update Server: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AV/SRX210
interval: 60 minutes
auto update status: next update in 12 minutes
last result: new database loaded
AV signature version: 12/21/2008 00:35 GMT, virus records: 154018
Scan Engine Info: last action result: No error(0x00000000)

监控防病毒会话状态
用途

通过使用 CLI，可以查看以下会话状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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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会话状态会显示当前防病毒会话的快照。 其中包括

操作

•

支持的最大防病毒会话数量。

•

分配的防病毒会话总数。

•

释放的防病毒会话总数。

•

当前活动的防病毒会话数量。

在 CLI 中，输入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session status 命令。

监控防病毒扫描结果
用途

查看防病毒请求、扫描结果和后退计数器的统计信息。
扫描请求提供
•

转发到引擎的扫描请求总数。

•

预筛选的扫描请求数量。

•

使用 scan-all 模式的扫描请求数量。

•

使用 scan-by-extension 模式的扫描请求数量。

扫描代码计数器提供
•

无感染文件的数量。

•

受感染文件的数量。

•

受密码保护的文件的数量。

•

压缩层数量。

•

损坏文件的数量。

•

引擎资源不足的情况。

•

存在内部错误的情况。

发生以下情况时，后退应用状态提供 log-and-permit 或 block 结果

968

•

扫描引擎未准备好。

•

达到了最大内容大小。

•

请求太多。

•

发现密码保护的文件。

•

解压缩层太多。

•

发现损坏的文件。

•

发生了超时。

•

资源不足。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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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要使用 CLI 编辑器查看防病毒扫描结果，请输入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istics status 命令。
要使用 J-Web 查看防病毒扫描结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Monitor>Security>UTM>Anti-Virus（监控 > 安全 > UTM > 防病毒）。

以下信息将在右侧窗格中显示。
防病毒许可密钥状态
•

查看许可到期日期。

防病毒模式更新服务器设置
•

查看更新 URL（基于 HTTP 或 HTTPS）。

•

查看更新间隔。

防病毒模式数据库状态
•

查看自动更新状态。

•

查看数据库加载的最后结果。

•

如果下载完成，则可查看数据库版本时间戳病毒记录数。

•

如果下载失败，则可查看失败原因。

防病毒统计信息提供
•

预筛选的扫描请求数量。

•

转发到引擎的扫描请求总数。

•

使用 scan-all 模式的扫描请求数量。

•

使用 scan-by-extension 模式的扫描请求数量。

扫描代码计数器提供
•

无感染文件的数量。

•

受感染文件的数量。

•

受密码保护的文件的数量。

•

压缩层数量。

•

损坏文件的数量。

•

引擎资源不足的情况。

•

存在内部错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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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以下情况时，后退应用状态提供 log-and-permit 或 block 结果
•

扫描引擎未准备好。

•

发现密码保护的文件。

•

解压缩层太多。

•

发现损坏的文件。

•

资源不足。

•

发生了超时。

•

达到了最大内容大小。

•

请求太多。

•

其它。

2. 可以单击 Clear Anti-Virus Statistics（清除防病毒统计信息）按钮，清除所有当前可查看

的统计信息，并开始收集新的统计信息。

相关主题

97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49页上的完全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67页上的监控防病毒会话和扫描结果

•

第967页上的监控防病毒扫描引擎状态

•

第967页上的监控防病毒会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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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防病毒保护
•

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第971页)

•

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数据库 (第973页)

•

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第975页)

•

配置快速防病毒（J-Web 过程） (第976页)

•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CLI) (第981页)

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快速防病毒扫描是基于全文件防病毒功能的替代功能，但其 CPU 资源占用率更低。 快速防病毒
与完全防病毒支持的协议相同，运行方式几乎相同，但它占用的内存较少，适合较低端设备上较
小的系统内存。

注意: 如果从快速防病毒保护切换到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保护，必须重启设备才能让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开始生效。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快速防病毒基于数据包的扫描与基于文件的扫描 (第971页)

•

快速防病毒扩展 MIME 解码支持 (第972页)

•

快速防病毒扫描结构处理 (第972页)

•

快速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第972页)

•

快速防病毒限制 (第972页)

快速防病毒基于数据包的扫描与基于文件的扫描
快速防病毒使用的防病毒扫描引擎与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功能不同，它使用不同的后端硬件引擎
来加快模式匹配速度以获得更高的数据吞吐量。
快速防病毒执行的基于数据包的扫描提供病毒扫描数据缓冲，无需等待防火墙接收整个文件；而
完全防病毒执行的基于文件的扫描只能在接收了整个文件后才能开始病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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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防病毒扩展 MIME 解码支持
快速防病毒为 HTTP、POP3、SMTP 和 IMAP 提供 MIME 解码支持。 对于每个支持的协议，MIME
解码支持包括以下内容：
•

多部分和嵌套包头解码

•

Base64 解码、印刷式引用解码以及编码字解码（在主题字段中）

快速防病毒扫描结构处理
通过快速防病毒，在发现病毒时可以从容地关闭 TCP 信息流并丢弃数据内容。

注意: 快速防病毒支持以下失败模式选项：default、engine-not-ready、
out-of-resource 和 too-many-requests。 快速防病毒的支持选项失败模式处理与完
全防病毒大致相同。

快速防病毒智能预筛选
快速防病毒和完全防病毒的智能预筛选功能完全相同。

快速防病毒限制
与完全防病毒功能相比，快速防病毒具有以下限制：
•

快速防病毒提供有限的文件归档格式和压缩文件格式扫描支持。 快速防防病毒只能支持 gzip、
缩小和压缩这三种压缩格式。

•

快速防病毒提供有限的解压缩支持。 仅支持 HTTP（仅支持针对 HTTP 的 gzip、缩小和压缩，
并且仅支持一层压缩）和 POP3（仅支持针对 POP3 的 gzip，并且仅支持一层压缩）的解压缩。

•

快速防病毒不支持按扩展名扫描。

•

在加载扫描数据库时，会中断快速防病毒扫描。

•

在检测到病毒时，如果发送的替换警告消息会比其替换的原始内容长，快速防病毒可能会截断
警告消息。

注意: 因为快速防病毒仅进行基于数据包的字符串匹配，因此，如果使用标准 EICAR
文件测试快速防病毒，将会看到误报。 为了避免这些误报，Juniper 禁用了对标准
EICAR 文件的扫描，以便创建经过修改的 EICAR 文件来测试快速防病毒。 可以从以
下链接下载这个经过修改的 EICAR 文件：
http://www.juniper.net/security/avtest/ss-eicar.txt
http://www.juniper.net/security/avtest/ss-eicar.com
http://www.juniper.net/security/avtest/ss-eicar.zip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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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73页上的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

第975页上的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数据库
•

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第973页)

•

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J-Web) (第974页)

•

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第974页)

•

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快速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第975页)

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快速防病毒使用的病毒特征数据库不同于完全防病毒特征数据库。 快速防病毒特征数据库称为
Juniper Express 防病毒数据库，该数据库与硬件引擎兼容。 快速病毒特征数据库仅针对关键病
毒和恶意软件，包括蠕虫病毒、特洛伊木马和间谍软件。 这个数据库的规模较小，提供的覆盖面
小于完全防病毒特征数据库。
快速防病毒模式数据库通过 HTTP 或 HTTPS 更新，可以自动进行，也可以手动进行。 这与完全
防病毒中的功能类似，但有一些细微差异：
•

快速防病毒的病毒特征数据库自动更新间隔为每天一次。

•

快速防病毒不支持下载多个数据库类型。

•

快速防病毒在下载数据库期间会中断所有扫描操作。 对现有信息流的扫描操作会停止，并且不
会为新建立的信息流启动新的扫描操作。 可以使用 engine-busy-loading-database 的 fall-back
参数指定该中断期间所需的操作。 可用的操作为 block 或 log-and-permit。

•

缺省情况下，快速防病毒的 URL 为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EAV/SRX210。 该 URL
中的 SRX210 是平台名称。 针对不同的平台，该 URL 的这部分有所不同，特定于具体的平台。
（不同于平台名称，除非使用此 URL 遇到问题并已寻求技术支持帮助，否则不应更改此 URL。）

注意: 预订到期时，将有 30 天的宽限期；在此期间，可以继续更新防病毒模式文件。
该宽限期到期后，更新服务器将不再允许防病毒模式文件更新。
快速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防病毒许可密钥到期时，可以继续使用
本地存储的防病毒特征库。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删除本地数据库，则将禁用防
病毒扫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

第975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快速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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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J-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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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间隔是每天一次。）
要自动更新防病毒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Anti-Viru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防病毒）。
2. 在“Interval”（间隔）旁边的“Juniper Express Engine”（Juniper Express 引擎）部

分，在框中输入 120。
3.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3页上的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

第975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快速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安全设备上自动更新模式文件。
•

要求 (第974页)

•

概述 (第974页)

•

配置 (第974页)

•

验证 (第97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获取有效的防病毒扫描器许可。 请参阅第915页上的“完全防病毒保护概述”。

•

拥有网络连接，可以访问模式数据库服务器。 请参阅第916页上的“了解完全防病毒模式更新”。

•

正确配置您的 DNS 设置和端口设置（端口 80）。 请参阅 第141页上的“DNS 概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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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间隔是每天一次。）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安全设备以便自动更新模式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974

设置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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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3页上的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75页上的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快速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手动更新、重新加载和删除快速防病毒模式（CLI 过程）
要手动更新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update

要手动重新加载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reload

要手动删除防病毒模式，请输入以下 CLI 语句：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delet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3页上的了解快速防病毒扫描器模式更新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J-Web)

•

第974页上的示例：自动更新快速防病毒模式

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对于每项 UTM 功能，应按以下顺序配置功能参数：
1. 配置 UTM 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 以下示例启用了 mime-pattern、url-pattern 和

custom-url-category 定制对象：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975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2. 使用功能配置文件配置主要功能参数。 以下示例启用了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ress-engine
3. 为每个协议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与配置文件关联。 以下示例为 HTTP 协议创建了

utmp3 UTM 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3 anti-virus http-profile http1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以下示例将 utmp3 UTM 策略关联到 p3 安全策略：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3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3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6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J-Web 过程）

•

第976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

第978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

第980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配置快速防病毒（J-Web 过程）
•

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第976页)

•

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第978页)

•

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第980页)

•

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第981页)

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要使用 J-Web 配置编辑器配置快速防病毒保护，必须先创建定制对象（MIME 模式列表、URL 模
式列表和定制 URL 类别列表）。
要配置 MIME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MIME Pattern List”（MIME 模式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创建 MIME 模式列

表。
3. 在“Add MIME Pattern”（添加 MIME 模式）弹出窗口中的 MIME Pattern Name（MIME 模式

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注意: 请注意，要创建 MIME 白名单和 MIME 例外列表（如有必要）。 在配置防
病毒时，这两个 MIME 列表会出现在“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和
“Exception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例外）字段中。 因此，创建的 MIME
列表名称应尽可能具有描述性。

4. 在 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旁边，输入 MIME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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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Add（添加）将您的 MIME 模式添加到“Values”（值）列表框中。 在此框中，还可以

选择一个条目，然后选择“Delete”（删除）按钮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继续采用此方式添加
MIME 模式。
6. 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MIME 列表用作例外列表。 例外列表通常是 MIME 主列表的一个子集。
7.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 MIME 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8.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要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URL Pattern List”（URL 模式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创建 URL 模式列表。
3. 在 URL Pattern Name（URL 模式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此名称将出现在“Custom

URL Category List Custom Object”（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页面上。
4. 在 URL Pattern Value（URL 模式值）旁边，输入要添加到绕过扫描列表中的 URL 或 IP 地

址。
在输入 URL 模式时，请注意以下通配符字符支持：
•

支持 \*\.[]\?* 通配符字符。

•

所有通配符 URL 必须以 http:// 开头。

•

只能将星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

只能将问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末尾。

•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www.juniper.ne?、http://*juniper.net、http://*。

5. 单击 Add（添加）将您的 URL 模式添加到“Values”（值）列表框中。 此列表最多可包含

8192 个项目。 您也可以选择一个条目，然后选择“Delete”（删除）按钮将其从列表中删
除。 继续采用此方式添加 URL 或 IP 地址。
6.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 URL 模式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提交选项）> Commit（提交）。
7.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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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创建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在“URL Category List”（URL 类别列表）选项卡中，单击 Add（添加）创建 URL 类别列

表。
3. 在 URL Category Name（URL 类别名称）旁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在配置防病毒全局选项

时，此名称将出现在“URL Whitelist”（URL 白名单）列表中。
4. 在“Available Values”（可用值）框中，从列表中选择用于绕过扫描的 URL Pattern List

（URL 模式列表）名称，然后单击向右箭头按钮将其移到“Selected Values”（选定值）框
中。
5. 单击 OK（确定）以检查您的配置，并将选定的值保存在 URL 列表中，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选项 > 提交）。
6.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在创建了定制对象后，可配置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UTM>Global options（配置 > 安全性 > UTM > 全局选项）。
2. 在“Anti-Virus”（防病毒）选项卡中的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旁边，选择根据该

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3. 在 Exception MIME whitelist（MIME 白名单例外）旁边，选择根据该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4. 在 URL Whitelist（URL 白名单）旁边，选择根据该列表创建的定制对象。
5. 在 Engine Type（引擎类型）部分，选择要使用的引擎类型。 对于快速防病毒保护，应选择

Juniper Express。
6. 在 Pattern update URL（模式更新 URL）旁边的框中，输入模式数据库的 URL。 请注意，该

URL 为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EAV/<设备版本>，不应更改。
7. 在 Pattern update interval（模式更新间隔）旁边的框中，输入自动更新模式数据库的时间

间隔。 快速防病毒检查的缺省值为每天一次。
8. 选择是否要让模式文件自动更新（Auto update（自动更新）或 No Auto update（不自动更

新））。
9. 单击 OK（确定）保存选定的值。
10.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11. 在左窗格的“Security”（安全性）下，选择 Anti-Virus（防病毒）。
12. 在右侧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为防病毒 Juniper Express 引擎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要编辑

现有项目，请选择该项目，然后单击 Edit（编辑）。
13. 在“Main”（主要）选项卡中的 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旁边，为此防病毒配置文件

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14. 选择 Profile Type（配置文件类型）。 在本例中，选择 Juniper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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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 Trickling timeout（Trickling 超时）旁边，输入超时参数。

注意: Trickling 仅适用于 HTTP。 HTTP trickling 是一种机制，用于防止 HTTP
客户端或服务器在文件传输或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

16. 在“Intelligent prescreening”（智能预筛选）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 和 HTTP POST）。

17. 在 Content Size Limit（内容大小限制）旁边，输入内容大小参数。 内容大小检查在发送扫

描请求之前进行。 内容大小是指累计的 TCP 负荷大小。
18. 在 Scan engine timeout（扫描引擎超时）旁边，输入扫描超时参数。
19. 选择 Fallback settings（后退设置）选项卡。
20. 在“Default”（缺省）（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或 Block（阻止）。 在大多数情况下，“Block”（阻止）是缺省后退选项。
21. 在“Decompress Layer”（解压缩层）（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

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2. 在“Content Size”（内容大小）（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3. 在“Engine Not Ready”（扫描引擎未准备好）（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4. 在“Timeout”（超时）（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或 Block（阻止）。
25. 在“Out of Resource”（资源不足）（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日

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6. 在“Too Many Requests”（请求太多）（后退选项）旁边，从列表中选择 Log and permit

（日志记录并允许）或 Block（阻止）。
27. 选择 Notification options（通知选项）选项卡。
28. 在“Fallback block”（后退阻止）部分中的“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旁边，选

择 Protocol Only（仅协议）或 Message（邮件）以选择触发阻止后退选项时发送的通知的类
型。
29. 在“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30.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1.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2. 在“Fallback non block”（后退非阻止）部分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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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4.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5. 选择 Notification options cont（通知选项内容（续））选项卡。
36. 在“Virus detection”（病毒检测）部分中的“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旁边，选

择 Protocol Only（仅协议）或 Message（邮件）以选择触发阻止后退选项时发送的通知的类
型。
37. 在“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旁边，选择 Yes（是）或 No（否）。
38. 如果选择“Yes”（是），则在 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旁边，输入此通知的定制邮件正

文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39. 在 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旁边，输入在此通知的定制邮件主题行中显示

的文本（如果要使用定制邮件）。 文本限制为 255 个字符。
40.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41. 如果配置项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未成功保存，请在

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注意: 为每个防病毒协议创建单独的防病毒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可能包含基
本相同的配置信息，但在为防病毒创建 UTM 策略时，UTM 策略配置页面会为每个
支持的协议提供单独的防病毒配置文件选择字段。

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在创建了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之后，配置一个可用于关联功能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UTM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UTM 策略）。
2. 在 UTM 策略配置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策略。 此时将出现策略弹出窗口。
3. 选择 Main（主要）选项卡。
4. 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5. 在 Session per client limit（每个客户端的会话限制）框中，为此 UTM 策略输入每个客户

端的会话限制值，从 0 到 20000。
6. 在 Session per client over limit（每个客户端会话超出限制）列表中，选择此 UTM 策略

的每个客户端会话限制超出时设备应执行的操作。 选择包括 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
许）和 Block（阻止）。
7. 选择 Anti-Virus profiles（防病毒配置文件）选项卡。
8. 从列表中为列出的对应协议选择合适的已配置配置文件。
9. 单击 OK（确定）。
10.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配置文件未成功保

存，请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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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在创建了 UTM 策略后，可以创建安全策略，并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1. 选择 Configure>Security>Policy>FW Policies（配置 > 安全性 > 策略 > FW 策略）。
2. 在“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窗口中，单击 Add（添加）以配置 UTM 安全策略。 此

时将出现策略弹出窗口。
3. 在“Policy”（策略）选项卡上，在 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输入一个名称。
4. 在“Default Policy Action”（缺省策略操作）旁边，选择以下选项之一：Deny-All（全部

拒绝）或 Permit-All（全部允许）。
5. 在 From Zone（源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6. 在 To Zone（目标区段）旁边，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区段。
7. 在“Zone Direction”（区段方向）下，单击 Add a Policy（添加策略）。
8. 选择一个 Source Address（源地址）。
9. 选择一个 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

junos-protocol（针对支持防
病毒扫描的所有协议），然后单击 —> 按钮将其移到“Matched”（匹配项）框中。

10. 选择一个应用：在“Application Sets”（应用集）框中选择

11. 在“Policy Action”（策略操作）旁，选择 Permit（允许）。

注意: 如果选择“Permit for Policy Action”（允许策略操作），则在
“Applications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中有多个额外字段将变得可用，
其中包括“UTM Policy”（UTM 策略）。

12. 选择 Application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
13. 在 UTM Policy（UTM 策略）旁边，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策略。 此操作会将 UTM 策略关联到

安全策略。
14. 单击 OK（确定）。
15.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16. 如果策略保存成功，将收到确认消息，必须再次单击 OK（确定）。 如果配置文件未成功保

存，请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单击 Details（详细信息）以找出原因。
新策略必须激活后才能应用。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CLI)
•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第982页)

•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第984页)

•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第989页)

•

示例：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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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

要求 (第982页)

•

概述 (第982页)

•

配置 (第982页)

•

验证 (第98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确定所需的快速防病毒保护类型。 请参阅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了解快速防病毒参数的配置顺序。 请参阅第975页上的“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用于创建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定制对象。 定义定制对象需要执行以下
任务：
•

创建两个 MIME 列表 avmime2 和 ex-avmime2，并向该列表中添加模式。

•

配置 URL 模式列表 urllist2。
在输入 URL 模式时，请注意以下通配符字符支持：

•

•

支持 \*\.[]\?* 通配符字符。

•

所有通配符 URL 必须以 http:// 开头。

•

只能将星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

只能将问号 ? 通配符字符用在 URL 末尾。

•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www.juniper.ne?、http://*juniper.net、
http://*。

使用 urllist2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 custurl2。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2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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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2 value urllist2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快速防病毒过滤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MIME 列表并向列表中添加 MIME 模式。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2.

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2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3.

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2 value urllist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
mime-pattern {
avmime2 {
value [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
}
ex-avmime2 {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
}
url-pattern {
urllist2 {
value [ http://www.juniper.net 1.2.3.4 ];
}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2 {
value urllist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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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第984页)

验证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用途

验证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6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J-Web 过程）

•

第981页上的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

第976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J-Web 过程）

•

第978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J-Web 过程）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要求 (第984页)

•

概述 (第984页)

•

配置 (第985页)

•

验证 (第98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确定所需的快速防病毒保护类型。 请参阅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了解快速防病毒参数的配置顺序。 请参阅第975页上的“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

必须为列表和例外列表定义 MIME 模式。 请参阅第935页上的“示例：配置 MIME 白名单以绕过
防病毒扫描”。

•

必须定义定制对象。 请参阅第982页上的“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定制对象”

•

必须在设备上配置 SMTP。 请参阅第937页上的“了解 SMTP 防病毒扫描”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功能配置文件 junexprof1，并指定要用于过滤内容的定制对象。

98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五章: 快速防病毒保护

•

选择并配置 Juniper Express 引擎作为引擎类型。

•

选择 120 作为模式数据库的更新时间间隔。 （缺省的防病毒模式更新时间间隔是每天一次。）

注意: 用于更改模式数据库 URL 的命令是：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update url http://...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不需要更改缺省 URL。

•

启用模式文件更新时的电子邮件通知，邮件内容为定制消息，并且定制的主题行内容为“AV
pattern file updated”（AV 模式文件已更新）。

•

将后退选项列表配置为 block（阻止）。

•

配置病毒检测后退阻止的通知选项。 为后退阻止操作配置定制消息，并发送一个通知。

•

配置仅协议病毒检测的通知，并以防病毒警示形式发送通知。

•

将内容大小参数配置为 20000。

注意: 对于 SRX100、SRX110、SRX210、SRX220 和 SRX240 设备，内容大小最大值
为 20000。 对于 SRX650 设备，内容大小最大值为 40000。

•

启用智能预筛选并将其超时设置设为 1800 秒，将 trickling 设置（仅适用于 HTTP）设为 600
秒。 也就是说，如果在文件传输或执行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设备在 600 秒之内收到数据包，
则不应超时。

注意: 智能预筛选仅适用于非编码信息流。 它不适用于邮件协议（SMTP、POP3、
IMAP）或 HTTP POST。

•

配置防病毒扫描器以使用 MIME 绕过列表和例外列表。 可以使用自己的定制对象列表，也可以
使用设备随附的缺省列表 junos-default-bypass-mime。 以下示例启用了 avmime2 和
ex-avmime2 列表。

•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URL 绕过列表。 如果要使用 URL 白名单（仅对 HTTP 信息流有效），
这是之前配置为定制对象的定制 URL 类别。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custurl1 绕过列表。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attern-update
email-notify 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 file was
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 pattern file 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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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fallback-block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condition”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type protocol-only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custom-message ***virus-found***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content-size-limit 200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timeout 18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trickling timeout 6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2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2 exception ex-avmime2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rl-whitelist custurl2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并配置引擎类型。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juniper-express-engine

2.

选择模式数据库的更新时间间隔。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attern-update interval 120

3.

配置设备以便在模式更新时通知指定的管理员。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attern-update email-notify 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 file was 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 pattern file
updated"

4.

为 Juniper Express 引擎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并将后退选项配置为 block（阻止）。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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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block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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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block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block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block

为后退阻止操作配置定制通知，并发送一个通知。

5.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fallback-block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condition"

配置仅协议病毒检测的通知，并发送一个通知。

6.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type
protocol-only

配置病毒检测的定制通知。

7.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set profile junexprof1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custom-message
***virus-found***

配置内容大小参数。

8.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content-size-limit 20000

配置智能预筛选。

9.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10.

配置超时设置。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scan-options timeout 1800

11.

配置 trickling 设置。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juniper-express-engine]
user@host# set profile junexprof1 trickling timeout 600

12.

配置防病毒扫描器以使用 MIME 绕过列表和例外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2
user@host# set mime-whitelist list avmime2 exception ex-avmime2

13.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URL 绕过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url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mime-whitelist {
list avmime2;
exception ex-avmim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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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whitelist custurl2;
juniper-express-engine {
pattern-update {
email-notify {
admin-email "administrator@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pattern file was 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 pattern file updated";
}
interval 120;
}
profile junexprof1 {
fallback-options {
default block;
content-size block;
engine-not-ready block;
timeout block;
out-of-resources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scan-options {
intelligent-prescreening;
content-size-limit 20000;
timeout 1800;
}
trickling timeout 600;
notification-options {
virus-detection {
type protocol-only;
custom-message ***virus-found***;
}
fallback-block {
custom-message "Dropped due to fallback condition";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988页)

验证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988

用途

验证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任何一个命令：
•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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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80页上的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J-Web 过程）

•

第989页上的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

第990页上的示例：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要关联到功能配置文件的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

要求 (第989页)

•

概述 (第989页)

•

配置 (第989页)

•

验证 (第989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创建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984页上的“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功
能配置文件”。

概述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一个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utmp3，并将该策略关联到防病毒配置文件
junexprof1。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 HTTP 防病毒扫描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关联到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3 anti-virus http-profile junexprof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5页上的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90页上的示例：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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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

要求 (第990页)

•

概述 (第990页)

•

配置 (第990页)

•

验证 (第990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创建一个 UTM 策略。 请参阅第989页上的“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 UTM 策
略”。

概述
在此示例中，要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 utmp3 关联到安全策略 p3。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启用并配置安全策略。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3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3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3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相关主题

99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71页上的快速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75页上的快速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84页上的示例：配置快速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第981页上的将快速防病毒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J-Web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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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s 防病毒保护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第991页)

•

Sophos 防病毒功能 (第992页)

•

Sophos 防病毒与 Kaspersky 防病毒的比较 (第992页)

•

了解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更新 (第993页)

•

管理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 (第993页)

•

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第995页)

•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象 (第995页)

•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第998页)

•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第1004页)

•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防火墙安全策略 (第1005页)

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Sophos 防病毒扫描是基于全文件防病毒功能的替代功能，但其 CPU 资源占用率更低。 Sophos
与完全防病毒支持的协议相同，运行方式几乎相同；但它占用的内存较少，适合内存较小的较低
端设备。
Sophos 防病毒是一种云中防病毒解决方案。 病毒模式和恶意软件数据库位于由 Sophos 维护的
外部服务器上（Sophos 可扩展列表），因此不需要在 Juniper 设备上下载和维护很大的模式数
据库。 Sophos 防病毒扫描器还使用本地内部缓存来维护外部列表服务器的查询响应，以提高查
找性能。
因为 Juniper 统一威胁管理 (UTM) 处理的大量信息流是基于 HTTP 的，因此可以使用统一资源
定位器 (URI) 检查有效地防止恶意内容到达端点客户端或服务器。 对于 HTTP 信息流，将执行
以下检查：URI 查找、真实文件类型检测以及文件校验和查找。 支持以下应用层协议：HTTP、
FTP、SMTP、POP3 和 IMA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2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功能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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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s 防病毒功能
Sophos 防病毒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

Sophos 防病毒扩展 MIME 解码支持—Sophos 防病毒为 HTTP、POP3、SMTP 和 IMAP 提供解码支

持。 对于每个支持的协议，MIME 解码支持包括以下内容：

•

•

多部分和嵌入式包头解码

•

Base64 解码、印刷式引用解码以及编码字解码（在主题字段中）

Sophos 防病毒扫描结果处理—通过 Sophos 防病毒，在发现病毒并丢弃数据内容时，可以从容地

关闭 TCP 信息流。
支持以下失败模式选项：content-size、default、engine-not-ready、out-of-resource、
timeout 和 too-many-requests。 可以设置以下操作：block、log-and-permit 和 permit。
Sophos 的支持选项失败模式处理与完全防病毒大致相同。
•

Sophos 统一资源定位器检查—Sophos 提供统一资源定位器 (URI) 检查，该功能类似于反垃圾邮

件实时黑洞列表 (RBL) 查找。 URI 检查是根据 Sophos 数据库分析 HTTP 信息流中 URI 内容
的一种方式，目的是确定恶意软件或恶意内容。 因为恶意软件主要是静态的，可以使用校验和
机制来确定恶意软件以提高性能。 可以使用校验和的文件包括：.exe、.zip、.rar、.swf、.pdf
和 .ole2（doc 和 xls）。

注意: 如果您的 Juniper 设备保护的内部网络没有 HTTP 信息流或者具有外部不可
访问的 Web 服务器，则可以关闭 URI 检查。 如果 Web 服务器是外部不可访问的，
那么它们不可能包含 Sophos URI 数据库中的 URI 信息。 缺省情况下，URI 检查
是打开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Sophos 防病毒与 Kaspersky 防病毒的比较
Sophos 防病毒与 Juniper Express 防病毒很像，与完全防病毒功能也有相似之处：
•

与 Juniper 快速防病毒和完全防病毒解决方案不同，Sophos 的防病毒和恶意软件数据库存储
在一组远程 Sophos 可扩展列表服务器上。 查询是使用 DNS 协议进行的。 Sophos 维护这些
服务器，因此不需要在 Juniper 设备上下载和维护很大的模式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是远程的，
因此没有大小限制，可以更快地响应新病毒爆发。

注意: Sophos 防病毒使用一组需要定期更新的数据文件。 这些文件不是典型病毒
模式文件，而是一组帮助指引病毒扫描逻辑的小文件。 可以手动下载数据文件，也
可以设置自动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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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Sophos 不像 Kaspersky 防病毒那样提供预筛选检测。 Sophos 在 Sophos 引擎中提供一种类
似的解决方案，并且不能将其打开和关闭。

•

Sophos 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此外，模式查找数据库也位于 Sophos 维护
的远程服务器上，因此，当防病毒许可密钥到期时，功能将不再有效。 您有 30 天的宽限期，
可在这段时间内更新许可。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了解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更新
Sophos 防病毒使用一小组需要定期更新的数据文件。 这些数据文件仅包含有关指引扫描逻辑的
信息，不包含完全的模式数据库。 主模式数据库（其中包括对关键病毒、URI 检查、恶意软件、
蠕虫病毒、特洛伊木马和间谍软件的防护）位于由 Sophos 维护的远程 Sophos 可扩展列表服务
器上。
Sophos 数据文件通过 HTTP 或 HTTPS 更新，并且可以手动更新或者按计划自动更新。 这与完全
防病毒解决方案中的功能类似，但有一些细微差异：
•

缺省情况下，Sophos 防病毒的病毒特征数据库自动更新间隔为每天一次。 此时间间隔可以更
改。

•

Sophos 的病毒扫描功能在数据文件更新期间不会中断。 如果更新失败，将继续使用现有的数
据文件。

•

缺省情况下，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更新的 URL 为 http://update.juniper-updates.net/SAV/。

注意: Sophos 防病毒扫描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因为模式查找数据库位于远
程 Sophos 服务器上，因此，当防病毒许可密钥到期时，功能将不再有效。 您有 30
天的宽限期，可在这段时间内更新许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3页上的管理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管理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
准备工作：
•

安装 Sophos 防病毒许可。 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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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ophos 作为设备的防病毒功能。 请参阅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
置文件”。 要设置防病毒引擎类型，请运行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sophos-engine 语句。

在此示例中，将安全设备配置为每 4320 分钟（每 3 天）自动更新一次数据文件。 缺省数据文
件更新间隔为 1440 分钟（每 24 小时）。
要自动更新 Sophos 数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4320

注意: 以下命令在 CLI 操作模式下执行。

要手动更新数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要手动重新加载数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attern-reload

要手动删除数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request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attern-delete

要检查防病毒状态（同时显示数据文件版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要检查代理服务器的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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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3页上的了解 Sophos 防病毒数据文件更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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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Sophos 防病毒属于统一威胁管理 (UTM) 功能集，因此必须先配置 UTM 选项（定制对象）和
Sophos 功能，然后再创建 UTM 策略和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控制设备转发的所有信息流，UTM 策
略指定用于扫描信息流的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UTM 策略还用于将一组协议绑定到一个或多个
UTM 功能配置文件（包括 Sophos 防病毒）。
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才能配置 Sophos 防病毒：
1. 配置 UTM 定制对象和 MIME 列表。 请参阅第995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

象”。
2. 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

置文件”。
3. 配置 UTM 策略。 请参阅第1004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4. 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005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防火墙安全策略”。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象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用于 Sophos 防病毒的 UTM 全局定制对象。
•

要求 (第995页)

•

概述 (第995页)

•

配置 (第996页)

•

验证 (第998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请了解 UTM 定制对象。 请参阅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概述
配置 MIME 列表。 此任务包括创建用于防病毒扫描的 MIME 白名单和 MIME 例外列表。 在此示
例中，除非 QuickTime 视频包含 MIME 类型 quicktime-inappropriate，否则将绕过 QuickTime
视频扫描。

警告: 在配置 MIME 白名单功能时，请注意：由于 HTTP 信息流中的包头信息可以伪
造，因此不能始终信任 HTTP 包头是合法的。 Web 浏览器在确定指定文件类型的相应
操作时，会检测文件类型而不检查 MIME 包头内容。 但是，MIME 白名单功能会引用
HTTP 包头中的 MIME 编码。 鉴于以上原因，在有些情况下，恶意网站可能会提供无
效的 HTTP 包头。 例如，网络管理员可能会因为疏忽将恶意网站添加到 MIME 白名单
中；由于该网站在白名单中，因此即使 Sophos 在其数据库中将该网站标识为恶意，
也不会阻止该网站。 内部主机随后可以到达此站点，并可能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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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 MIME 列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安全

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单击 MIME Pattern List（MIME 模式列表）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添加）。
3. 在“MIME Pattern Name”（MIME 模式名称）框中，键入 avmime2。
4. 在“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框中键入 video/quicktime，然后单击 Add（添

加）。
5. 在“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框中键入 image/x-portable-anympa，然后单击

Add（添加）。
6. 在“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框中键入 x-world/x-vrml，然后单击 Add（添

加）。
要配置 MIME 例外列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安全

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单击 MIME Pattern List（MIME 模式列表）选项卡，然后选择 Add（添加）。
3. 在“MIME Pattern Name”（MIME 模式名称）框中，键入 exception-avmime2。
4. 在“MIME Pattern Value”（MIME 模式值）框中键入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然后

单击 Add（添加）。
配置要绕过防病毒扫描的 URL 或地址的 URL 模式列表（白名单）。 在创建了 URL 模式列表之
后，将创建一个定制 URL 类别列表，并将模式列表添加到该类别列表中。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要配置 URL 模式白名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UTM>Custom Objects（安全

性 > UTM > 定制对象）。
2. 单击 URL Pattern List（URL 模式列表）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添加）。
3. 在“URL Pattern Name”（URL 模式名称）框中，键入 urlist2。
4. 在“URL Pattern Value”（URL 模式值）框中，输入 http://juniper.net。 （也可以使用服

务器而不是 URL 的 IP 地址。）
保存配置：
1.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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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Actions>Commit（操作 > 提交）。

注意: URL 模式通配符支持—通配符规则如下： \*\.[]\?*，所有通配符 URL 必须以
http:// 开头。 只能将 “” 用于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只能将 ?
用在 URL 末尾。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www.juniper.ne?、
http://*juniper.net、http://*。

分步过程

要使用 CLI 配置防病毒保护，必须按以下顺序创建定制对象：
1.

创建 MIME 白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创建 MIME 例外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ception-avmime2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2.

配置要绕过的 URL 或地址的 URL 模式列表（白名单）。 在创建了 URL 模式列表之后，将
创建一个定制 URL 类别列表，并将模式列表添加到该定制类别列表中。 通过创建列表名称
并按如下方式向其中添加值，来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注意: 因为要使用 URL 模式列表创建定制 URL 类别列表，所以必须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之前配置 URL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2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92.168.1.5]

注意: URL 模式通配符支持—通配符规则如下： \*\.[]\?*，所有通配符 URL 必
须以 http:// 开头。 只能将 “*” 用于 URL 开头，并且后跟一个句点“.”。
只能将 ? 用在 URL 末尾。
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http://*.juniper.net、http://www.juniper.ne?、
http://www.juniper.n??。 不支持以下通配符语法：*.juniper.net、
www.juniper.ne?、http://*juniper.net、http://*。

3.

使用先前创建的 URL 模式列表 urllist2 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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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2 value urllist2

验证
要验证配置，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

第892页上的了解 UTM 定制对象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Sophos 防病毒配置文件，定义将用于病毒扫描的参数。
•

要求 (第998页)

•

概述 (第998页)

•

配置 (第999页)

•

验证 (第100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安装 Sophos 防病毒许可。 请参阅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配置 UTM 定制对象。 请参阅第995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象”。

概述
以下配置将 Sophos 定义为防病毒引擎并设置参数，如数据文件更新间隔、管理员通知选项、后
退选项和文件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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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注意: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定制 Sophos 配置文件。 如果要使用 Juniper Networks
预定义配置文件，请在 UTM 策略中使用配置文件 junos-sophos-av-defaults。 请参
阅第1004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1. 选择并配置引擎类型。 因为要配置 Sophos 防病毒，因此需要配置 Sophos 引擎：
a.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UTM>Anti-Virus（安全

性 > UTM > 防病毒）。
b. 单击 Global Options（全局选项）选项卡，然后单击 Sophos。
c. 单击 OK（确定），提交您的更改。
d. 重新启动设备以启用 Sophos 作为防病毒引擎。
2. 按第 1 步的操作返回到防病毒“Global Options”（全局选项）屏幕，设置以下参数：
a. 在 MIME 白名单列表中，选择 exception-avmime2。
b. 在 URL 白名单列表中，选择 custurl2。
c. 在“Pattern update interval (sec)”（模式更新间隔（秒））框中，键入 2880。
d. 在框中键入接收 SophosAdmin 电子邮件数据文件更新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

admin@juniper.net。
e. 在“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框中，键入 The Sophos data file update on the SRX240

has been completed。 在“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框中，键入 Sophos
Data File Updated。
f.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3. 配置 Sophos 引擎的配置文件并设置参数。
a.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UTM>Anti-Virus（安全

性 > UTM > 防病毒）。 单击 Add（添加）。
b. 在“Add profile”（添加配置文件）框中，单击 Main（主要）选项卡。
c. 在“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框中，键入 sophos-prof1。
d. 在“Trickling timeout”（Trickling 超时）框中，键入 180。

警告: 在启用 trickling 选项时，必须了解 trickling 可能会在防病毒扫描
过程中将文件的一部分发送到客户端。 客户端可能会收到部分内容，并且可能
会在完全扫描文件之前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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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缺省情况下，URI 检查是打开的。 要将其关闭，请清除 URI 复选框中的 yes（是）。
f. 在“Content size Limit”（内容大小限制）框中，键入 20000。
g. 在“Scan engine timeout”（扫描引擎超时）框中，键入 1800。
4. 单击 Fallback settings（后退设置）选项卡以配置后退设置。 在此示例中，所有后退选项

都设置为“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单击以下项目的 Log and permit（日志
记录并允许）：Default action（缺省操作）、Content size（内容大小）、Engine not ready
（引擎未准备好）、Timeout（超时）、Out of resource（资源不足）、Too many requests
（请求数太多）。
5. 单击 Notification options（通知选项）选项卡以配置通知选项。 可以配置后退阻止和后退

非阻止操作以及病毒检测的通知。
要配置后退设置的通知，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单击 Protocol（协议）。
b. 对于“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单击 yes（是）。
c. 在“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框中，键入 Fallback block action occurred。
d. 在“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框中，键入 ***Antivirus fallback

Alert***。
6. 要配置病毒检测的通知选项，请单击 Notification options cont...（通知选项（续）...）

选项卡。
a. 对于“Notification type”（通知类型）选项按钮，选择 Protocol（协议）。
b. 对于“Notify mail sender”（通知邮件发件人）选项按钮，选择 yes（是）。
c. 在“Custom message”（定制邮件）框中，键入 Virus has been detected。
d. 在“Custom message subject”（定制邮件主题）框中，键入 ***Virus detected***。
7.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8.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单击 Actions>Commit（操作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使用 CLI 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定制 Sophos 配置文件。 如果要使用 Juniper Networks
预定义配置文件，请在 UTM 策略中使用配置文件 junos-sophos-av-defaults。 请参
阅第1004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1.

选择并配置引擎类型。 因为要配置 Sophos 防病毒，因此需要配置 Sophos 引擎。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type sophos-eng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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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配置并重新启动设备。 设备重新启动后，再次进入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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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数据文件的更新时间间隔。 缺省防病毒模式更新间隔为 1440 分钟（每 24 小时）。
可以选择保留此缺省值，也可以更改该缺省值。 如果需要，也可以强制手动更新。 要将缺
省值从每 24 小时更改为每 48 小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interval 2880

4.

使用代理服务器详细信息配置网络设备，以便从远程服务器下载模式更新：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proxy

5.

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更改 URL 以更新模式数据库。 如果需要更改此选项，请使用以下命
令：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url http://www.juniper.net/test-download

6.

可以配置设备以便在数据文件更新时通知指定的管理员。 这是一个具有定制邮件内容和定
制主题行的电子邮件通知。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attern-update email-notify admin-email admin@juniper.net
custom-message "Sophos antivirus data file was updat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V
data file updated"

7.

将一组后退选项配置为 block（阻止）、log and 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或 permit（允
许）。 缺省设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可以使用缺省设置，也可以更
改缺省设置。
配置内容大小操作。 在此示例中，超出内容大小时执行的操作为阻止。
首先创建配置文件 sophos-prof1。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edit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将内容大小后退选项配置为 block（阻止）。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content-size block

将缺省后退选项配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default log-and-permit

将防病毒引擎未准备好时的操作配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engine-not-ready log-and-permit

将设备资源不足时的操作配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out-of-resources log-and-permit

将发生病毒扫描超时时的操作配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timeout log-and-permit

将病毒引擎要处理的请求数太多时的操作配置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录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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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fallback-options too-many-requests log-and-permit
8.

配置通知选项。 可以配置后退阻止、后退非阻止操作以及病毒检测的通知。
在此步骤中，为后退阻止操作配置一个定制邮件，并将仅协议操作的通知发送给管理员和发
件人。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notification-options fallback-block custom-message ***Fallback block
action occurred*** custom-message-subject Antivirus Fallback Alert
notify-mail-sender type protocol-only allow email administrator-email
admin@juniper.net

9.

配置仅协议病毒检测的通知，并发送一个通知。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set notification-options virus-detection type protocol-only
notify-mail-sender custom-message-subject ***Virus detected*** custom-message Virus
has been detected

10.

配置内容大小参数。

注意: 在配置内容大小值时，请记住：在有些情况下，在协议标头中会提供内容
大小，因此会在发送扫描请求之前应用最大内容大小后退选项。 但是，在许多
情况下，协议标头中不会提供内容大小。 在这些情况下，TCP 负荷会发送到防
病毒扫描器并进行累计，直到负荷结束。 如果累计的负荷超出了最大内容大小
值，则应用最大内容大小后退选项。 缺省后退操作为 log-and-permit（日志记
录并允许），因此可能需要将此选项更改为 block（阻止），以便丢弃数据包并
向客户端发送阻止邮件。

在此示例中，如果内容大小超过 20 MB，将丢弃数据包。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content-size-limit 20000
11.

缺省情况下，URI 检查是打开的。 要关闭 URI 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no-uri-check

12.

将扫描操作的超时设置配置为 1800 秒。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timeout 1800

13.

Sophos 可扩展列表服务器包含用于扫描操作的病毒和恶意软件数据库。 将这些服务器的响
应超时值设置 3 秒（缺省值为 2 秒）。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sxl-timeout 3

14.

将 Sophos 可扩展列表服务器重试选项设置为 2 次重试（缺省值为 1 次）。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user@host# set scan-options sxl-re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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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将 trickling 设置配置为 180 秒。 如果使用 trickling，则可能还要设置超时参数。
Trickling 仅适用于 HTTP。 HTTP trickling 是一种机制，用于防止 HTTP 客户端或服务
器在文件传输或防病毒扫描过程中超时。

警告: 在启用 trickling 选项时，请记住：trickling 可能会在其防病毒扫描
过程中，将文件的一部分发送给客户端。 因此，客户端可能会在完全扫描文件
之前收到部分内容。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sophos-engine profile sophos-prof1 trickling timeout 180
16.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MIME 绕过列表和例外列表。 可以使用自己的定制对象列表，也可
以使用设备随附的缺省列表 junos-default-bypass-mime。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先前设置
的列表。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17.

utm feature-profile
mime-whitelist list
utm feature-profile
mime-whitelist list

anti-virus]
avmime2
anti-virus]
exception-avmime2

配置防病毒模块以使用 URL 绕过列表。 如果要使用 URL 白名单，这是之前配置为定制对
象的定制 URL 类别。 URL 白名单仅对 HTTP 信息流有效。 在此示例中，将使用先前设置
的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url2

验证
要验证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请运行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anti-virus 命令。

获取有关当前防病毒状态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命令可查看防病毒状态。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anti-virus status

含义

•

防病毒密钥到期日期—许可密钥的到期日期。

•

更新服务器—数据文件更新服务器的 URL。
•

间隔—设备通过更新服务器更新数据文件的时间段（以分钟为单位）。

•

模式更新状态—下一次更新数据文件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显示。

•

上次结果—上一次更新的结果。 如果已经拥有最新版本，则将显示 already have latest
database（已经拥有最新数据库）。

•

防病毒特征版本—当前数据文件的版本。

•

扫描引擎类型—当前正在运行的防病毒引擎类型。

•

扫描引擎信息—当前扫描引擎上次发生的操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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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本示例展示了如何为 Sophos 防病毒创建 UTM 策略。
•

要求 (第1004页)

•

概述 (第1004页)

•

配置 (第1004页)

•

验证 (第1005页)

要求
在创建 UTM 策略之前，需要创建定制对象和 Sophos 功能配置文件。
1. 配置 UTM 定制对象和 MIME 列表。 请参阅第995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

象”。
2. 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

置文件”。

概述
在创建了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之后，要配置防病毒扫描协议的 UTM 策略，并将该策略关联到功能
配置文件。 在此示例中，将按 http-profile 语句的指示扫描 HTTP 中的病毒。 通过创建不同的
配置文件或向配置文件中添加其他协议（如 imap-profile、pop3-profile 和 smtp-profile），
也可以扫描其他协议。

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为 Sophos 防病毒配置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Policy>UTM Policies（安

全性 > 策略 > UTM 策略）。 然后单击 Add（添加）。
2. 单击 Main（主要）选项卡。 在“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键入 utmp3。
3. 单击 Anti-Virus profiles（防病毒配置文件）选项卡。 在 HTTP 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

sophos-prof1。
4.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选择 Actions>Commit（操作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为 Sophos 防病毒配置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 edit security utm 层次结构。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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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 UTM 策略 utmp3 并将其关联到 http-profile sophos-prof1。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utm-policy utmp3 anti-virus http-profile sophos-prof1

注意: 通过将上面语句中的 sophos-prof1 替换为 junos-sophos-av-defaults，
可以使用缺省 Sophos 功能配置文件设置。

验证
要验证配置，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3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防火墙安全策略
本示例展示了如何为 Sophos 防病毒创建安全策略。
•

要求 (第1005页)

•

概述 (第1005页)

•

配置 (第1006页)

•

验证 (第1007页)

要求
在创建安全策略之前，需要创建定制对象、Sophos 功能配置文件和 UTM 策略。
1. 配置 UTM 定制对象和 MIME 列表。 请参阅第995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定制对

象”。
2. 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

置文件”。
3. 配置 UTM 策略。 请参阅第1004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 UTM 策略”。

概述
创建一个防火墙安全策略，使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接受 Sophos 防病毒扫描，
扫描时使用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功能配置文件设置。
因为匹配应用配置已设置为 any，所以将扫描所有应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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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eb 快速配置

要为 Sophos 防病毒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untrust 到 trust 策略以匹配任何源地址或目标地址，然后将要扫描的应用选择为 any。
a. 单击任务栏中的 Configure（配置）选项卡，然后选择 Security>Policy>FW Policies（安

全性 > 策略 > FW 策略）。 然后选择 Add（添加）。
b. 在“Policy Name”（策略名称）框中，键入 p3。
c. 在“Policy Action”（策略操作）框中，选择 permit。
d. 在“From Zone”（源区段）列表中，选择 untrust。
e. 在“To Zone”（目标区段）列表中，选择 trust。
f. 在“Source Address”（源地址）和“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框中，确保

“Matched”（匹配项）设置为 any。
g. 在 Applications（应用）框中，从“Application/Sets”（应用/集）列表中选择 any，

并将其移到“Matched”（匹配项）列表中。
2. 将 UTM 策略 utmp3 连接到防火墙安全策略。 这样将使匹配的信息流接受 Sophos 防病毒功

能扫描。
a. 在“Edit Policy”（编辑策略）框中，单击 Application Services（应用服务）选项卡。
b. 在“UTM Policy”（UTM 策略）列表中，键入 utmp3。
3.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然后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选择 Actions>Commit（操作 > 提交）。

分步过程

要为 Sophos 防病毒配置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untrust 到 trust 策略以匹配任何源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3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2.

配置 untrust 到 trust 策略以匹配任何目标地址。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3.

配置 untrust 到 trust 策略以匹配任何应用类型。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3 match application
any

4.

将 UTM 策略 utmp3 连接到防火墙安全策略。 这样将使匹配的信息流接受 Sophos 防病毒
功能扫描。
[edit security]

100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六章: Sophos 防病毒保护

user@host# set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3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3

验证
要验证配置，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991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保护概述

•

第995页上的Sophos 防病毒配置概述

•

第998页上的示例：配置 Sophos 防病毒功能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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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内容过滤
•

内容过滤概述 (第1009页)

•

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第1010页)

•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第1012页)

•

监控内容过滤配置 (第1021页)

内容过滤概述
内容过滤可以根据 MIME 类型、文件扩展名和协议命令，阻止或允许特定类型的信息流。 内容过
滤按配置的过滤列表检查信息流，以此控制通过网关的文件传输。
内容过滤模块可在 Web 过滤之外的其他所有 UTM 模块之前评估信息流。 因此，如果信息流符合
content-filter 中配置的标准，则 content-filter 将首先对此信息流执行操作。
可配置以下类型的内容过滤器：
•

MIME 模式过滤器—MIME 模式用于确定 HTTP 和 MAIL 协议中的信息流类型。 内容过滤器用于
确定待执行操作的 MIME 模式有两组。 阻止 MIME 列表包含内容过滤器要阻止的一组 MIME 类
型信息流。 MIME 例外列表包含内容过滤器不阻止的 MIME 模式，这些模式通常是阻止列表上
项目的子集。 请注意，例外列表的优先级高于阻止列表。 如果 MIME 条目出现在两个列表上，
则内容过滤器将不会阻止这些 MIME 类型，因为例外列表优先。 因此，在向例外列表中添加项
目时，越具体越好。

•

阻止扩展名列表—因为在文件传输过程中要使用文件名称，因此使用文件扩展名来阻止或允许
文件传输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 内容过滤器列表包含要阻止的文件扩展名列表。 所有协议
都支持使用阻止扩展名列表。

•

协议命令阻止和允许列表—不同的协议使用不同的命令进行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 通过
阻止或允许特定命令，可以在协议命令层控制信息流。
阻止和允许命令列表一般组合起来使用，其中允许列表用作阻止列表的例外列表。

注意: 如果允许列表和阻止列表上都有某个协议命令，则将允许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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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并非所有有害的文件或组件都能通过 MIME 类型或文件扩展名进行控制，因此还可以使用内
容过滤器模块来阻止 ActiveX、Java Applet 和其他内容类型。 仅 HTTP 支持以下内容阻止类
型：

相关主题

•

阻止 ActiveX

•

阻止 Java Applet

•

阻止 Cookie

•

阻止 EXE 文件

•

阻止 ZIP 文件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10页上的了解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21页上的监控内容过滤配置

•

了解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第1010页)

•

指定内容过滤协议（CLI 过程） (第1011页)

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了解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每种支持的协议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施可用的内容过滤器。 并非每种协议都支持所有过滤功能。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HTTP 支持 (第1010页)

•

FTP 支持 (第1011页)

•

电子邮件支持 (第1011页)

HTTP 支持
HTTP 协议支持所有内容过滤功能。 对于 HTTP，内容过滤器留在网关中，检查 HTTP 客户端与服
务器之间的每个请求和响应。
如果因为内容过滤而丢弃了 HTTP 请求，则客户端将收到如下响应：
<custom drop message/user-configured drop message>.<src_port><dst_ip>:<dst_port>Download
request was dropped due to <reason>

因此，可能会出现如下消息：
Juniper Networks Firewall Content Filtering blocked request. 5.5.5.1:80->4.4.4.1:55247
Download request was dropped due to file extension blo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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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支持
FTP 协议并不支持所有内容过滤功能。 它仅支持以下内容过滤功能：“阻止例外列表”和“协议
命令阻止列表”。
内容过滤阻止 FTP 请求时，将通过控制通道发送以下响应：
550 <src_ip>:<src_port>-<dst_ip>:<dst_port><custom drop message/user-configured drop
message> for Content Filtering file extension block list.>

因此，可能会出现如下消息：
550 5.5.5.1:21->4.4.4.1:45237 Requested action not taken and the request is dropped for
Content Filtering file extension block list

电子邮件支持
电子邮件协议（SMTP、IMAP、POP3）对以下功能提供有限的内容过滤支持：“阻止扩展名列表”、
“协议命令阻止列表”和“MIME 模式过滤”。 由于以下原因，对电子邮件协议的支持有限：

相关主题

•

内容过滤器仅扫描一层电子邮件头。 因此，不会扫描递归的电子邮件头和加密附件。

•

如果整个电子邮件都经过 MIME 编码，则内容过滤器只能扫描 MIME 类型。

•

如果由于内容过滤而阻止了电子邮件的任何部分，则将丢弃原始电子邮件，并代之以一个文本
文件，其中说明电子邮件被阻止的原因。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1页上的指定内容过滤协议（CLI 过程）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21页上的监控内容过滤配置

指定内容过滤协议（CLI 过程）
要配置内容过滤协议，请使用以下 CLI 配置语句：
content-filtering {
profile name {
permit-command cmd-list
block-command cmd-list
block-extension file-ext-list
block-mime {
list mime-list
exception ex-mime-list
}
block-content-type {
activex
java-applet
exe
zip
http-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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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options {
type { message }
notify-mail-sender
custom-message msg
}
}
traceoptions {
flag {
all
basic
detail
}
}
}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3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

第1015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

第1018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

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第1012页)

•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第1013页)

•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第1015页)

•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第1018页)

•

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1019页)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内容安全过滤器是一种新功能，可以根据 MIME 类型、文件扩展名、协议命令和嵌入对象类型来
阻止或允许特定类型的信息流。 内容过滤按配置的过滤列表检查信息流，以此控制通过网关的文
件传输。 内容过滤模块会在其他所有 UTM 模块之前评估信息流，如果信息流符合内容过滤器中
配置的标准，则内容过滤器将首先对此信息流执行操作。 以下过程列出了推荐的内容过滤器配置
顺序：
1. 配置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 请参阅第1013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2. 使用功能配置文件配置主要功能参数。 请参阅第1015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

件”。
3. 为每个协议配置一个 UTM 策略，并将该协议与配置文件关联。 请参阅第1018页上的“示例：配

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019页上的“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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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

要求 (第1013页)

•

概述 (第1013页)

•

配置 (第1013页)

•

验证 (第101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确定所需的内容过滤器类型。 请参阅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2. 了解内容过滤参数的配置顺序。 请参阅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用于创建内容过滤配置文件的定制对象。 定义定制对象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1. 创建两个协议命令列表 ftpprotocom1 和 ftpprotocom2，并向其中添加 user、pass、port

和 type 命令。
2. 创建文件扩展名列表 extlist2，并向其中添加扩展名 .zip、.js 和 .vbs。
3. 定义阻止 MIME 列表 cfmime1，并向该列表中添加模式。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1 value [user pass port type]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2 value [user pass port type]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2 value [zip js vbs]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cf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cf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两个协议命令列表。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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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1
utm]
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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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协议命令添加到列表中。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type]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type]

3.

utm]
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1 value [user pass port
utm]
custom-objects protocol-command ftpprotocom2 value [user pass port

创建文件扩展名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2

4.

将扩展名添加到列表中。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filename-extension extlist2 value [zip js vbs]

5.

创建防病毒扫描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cfmime1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cfmime1

6.

将模式添加到列表中。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cf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mime-pattern ex-cfmime1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
mime-pattern {
cfmime1 {
value [ video/quicktime image/x-portable-anymap x-world/x-vrml ];
}
ex-cfmime1 {
value video/quicktime-inappropriate;
}
}
filename-extension {
extlist2 {
value [ zip js vbs ];
}
}
protocol-command {
ftpprotocom1 {
value [ user pass port type ];
}
}
protocol-comm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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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protocom2 {
value [ user pass port type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第1015页)

验证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用途

验证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5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

第1018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

第1019页上的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此示例介绍了如何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

要求 (第1015页)

•

概述 (第1016页)

•

配置 (第1016页)

•

验证 (第101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确定所需的内容过滤器类型。 请参阅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2. 创建定制对象。 请参阅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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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功能配置文件 confilter1，并指定要用于过滤内容的以下定制对象：
1. 将 ftpprotocom1 协议命令列表定制对象应用于 confilter1。
2. 对 Java Applet、可执行文件和 HTTP Cookie 应用阻止。
3. 将文件扩展名列表 extlist2 定制对象应用于 confilter1 以阻止扩展名。
4. 将 MIME 模式列表定制对象 cfmime1 和 ex-cfmime1 应用于 confilter1 以阻止 MIME 类型。
5. 将协议允许命令定制对象 ftpprotocom2 应用于 confilter1。 （该允许协议命令列表的作用

相当于阻止协议命令列表的例外列表。）

注意: 协议允许和阻止命令列表都是通过使用相同的定制对象创建的。

6. 配置定制邮件以发送通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command
ftpprotocom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content-type
java-applet exe http-cookie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extension
extlist2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mime list
cfmime1 exception ex-cfmime1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permit-command
ftpprotocom2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notification-options
custom-message “the action is not taken” notify-mail-sender type message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内容过滤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2.

将协议命令列表定制对象应用于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command
ftpproto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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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可用内容应用阻止。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content-type
java-applet exe http-cookie

4.

将文件扩展名列表定制对象应用于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extension
extlist2

5.

将模式列表定制对象应用于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block-mime list
cfmime1 exception ex-cfmime1

6.

将协议允许命令定制对象应用于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 permit-command
ftpprotocom2

7.

配置通知选项。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filter1m
notification-options custom-message “the action is not taken” notify-mail-sender
type messag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
content-filtering {
profile contentfilter1;
profile confilter1 {
permit-command ftpprotocom2;
block-command ftpprotocom1;
block-extension extlist2;
block-mime {
list cfmime1;
exception ex-cfmime1;
}
block-content-type {
java-applet;
exe;
http-cookie;
}
notification-options {
type message;
notify-mail-sender;
custom-message " the action is not tak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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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1018页)

验证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3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

第1018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

第1019页上的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此示例介绍了如何创建要关联到功能配置文件的内容过滤 UTM 策略。
•

要求 (第1018页)

•

概述 (第1018页)

•

配置 (第1019页)

•

验证 (第101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确定所需的内容过滤器类型。 请参阅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2. 配置每个功能的 UTM 定制对象，并定义内容过滤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

置概述”。

概述
配置 UTM 策略，以便有选择地对通过 UTM 设备的网络信息流执行各种 UTM 解决方案。 通过功
能配置文件，可将定制对象与这些策略关联，并可指定阻止或允许特定类型的信息流。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 UTM 策略 utmp4，并将预配置的功能配置文件 confilter1 指定给该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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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可以在 UTM 策略中配置不同的协议应用。 该示例仅展示了 http 协议，没有展示其他协议。 我
们先前配置了 ftp 的定制对象（ftpprotocom1 和 ftpprotocom2）。 我们应添加 ftp 的内容过
滤策略。 例如：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4 content-filtering ftp upload-profile confilter1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4 content-filtering ftp download-profile confilter1
创建 UTM 策略。

1.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utm-policy utmp4

将 UTM 策略关联到配置文件。

2.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utm-policy utmp4 content-filtering http-profile contentfilter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3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

第1015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

第1019页上的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安全策略，并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

要求 (第1020页)

•

概述 (第1020页)

•

配置 (第1020页)

•

验证 (第1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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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配置 UTM 定制对象，定义内容过滤配置文件，创建 UTM 策略。 请参阅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

滤配置概述”。
2. 启用并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阅第170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所有信息流”。

概述
通过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可以过滤从一个安全区段传输到另一个安全区段的信
息流。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一个安全策略 p4，并指定从任何源地址到任何目标地址的 HTTP 应用信息流
与该标准匹配。 然后，将 UTM 策略 utmp4 指定给安全策略 p4。 此 UTM 策略将应用于符合安
全策略 p4 中所指定标准的任何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为了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快速关联到安全策略，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tp
set security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4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安全策略。
[edit]
user@host#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2.

指定策略的匹配条件。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4]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4

结果

1020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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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4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utmp4;
}
}
}
}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1021页)

验证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用途

允许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y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3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定制对象

•

第1015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

第1018页上的示例：配置内容过滤 UTM 策略

监控内容过滤配置
用途

查看内容过滤统计信息。

操作

要在 CLI 中查看内容过滤统计信息，请输入 user@host > show security utm content-filtering
statistic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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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内容过滤显示统计信息命令将显示以下信息：
Base on command list: # Blocked
Base on mime list: # Blocked
Base on extension list: # Blocked
ActiveX plugin: # Blocked
Java applet: # Blocked
EXE files: # Blocked
ZIP files: # Blocked
HTTP cookie: # Blocked

要使用 J-Web 查看内容过滤统计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Monitor>Security>UTM>Content Filtering（监控 > 安全 > UTM > 内容过滤）。

以下统计信息将显示在右侧窗格中。
Base on command list: # Passed # Blocked
Base on mime list: # Passed # Blocked
Base on extension list: # Passed # Blocked
ActiveX plugin: # Passed # Blocked
Java applet: # Passed # Blocked
EXE files: # Passed # Blocked
ZIP files: # Passed # Blocked
HTTP cookie: # Passed # Blocked
2. 可以单击 Clear Content filtering statistics（清除内容过滤统计信息）以清除所有当前

可查看的统计信息，并开始收集新的统计信息。

相关主题

102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09页上的内容过滤概述

•

第1010页上的了解内容过滤协议支持

•

第1012页上的内容过滤配置概述

•

第1019页上的示例：将内容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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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过滤
•

Web 过滤概述 (第1023页)

•

集成 Web 过滤 (第1024页)

•

增强型 Web 过滤 (第1034页)

•

重定向 Web 过滤 (第1045页)

•

本地 Web 过滤 (第1052页)

•

监控 Web 过滤配置 (第1059页)

Web 过滤概述
Web 过滤可用于管理互联网的使用，防止访问不适当的 Web 内容。 有三种类型的 Web 过滤解决
方案：
•

集成 Web 过滤—集成 Web 过滤解决方案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
设备将根据用户定义的类别或通过类别服务器（Websense 提供的 SurfControl Content Portal
Authority）确定 URL 类别，然后再做出决定。

注意: 集成 Web 过滤功能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Web 过滤的许可密钥到期时，
不会将 URL 发送到类别服务器进行检查，而仅检查本地用户定义的类别。

•

重定向 Web 过滤—重定向 Web 过滤解决方案会拦截 HTTP 请求，并将请求发送给 Websense
提供的外部 URL 过滤服务器，以决定是否阻止请求。

注意: 重定向 Web 过滤不需要许可。

•

本地 Web 过滤—本地 Web 过滤解决方案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
设备将查找 URL，并根据其用户定义的类别确定 URL 是在白名单中还是在黑名单中，然后再做
出决定。

注意: 本地 Web 过滤不需要许可或远程类别服务器。

可以将 Web 过滤配置文件或/或防病毒配置文件绑定到防火墙策略。 如果将这两种配置文件都绑
定到防火墙策略，则将先应用 Web 过滤，再应用防病毒。 如果 Web 过滤阻止了某个 URL，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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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TCP 连接，不必进行防病毒扫描。 如果允许 URL，则会将事务的内容传递给防病毒扫描进
程。
UTM Web 过滤支持 HTTPS 协议。 UTM Web 过滤解决方案使用 HTTPS 数据包的 IP 地址来做出黑
名单、白名单、允许或阻止决定。
在做出阻止决定的过程中，UTM Web 过滤解决方案不会生成阻止页面，因为 HTTPS 会话没有明
文。 但是，该解决方案会终止会话，并向被阻止 HTTPS 会话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发送重置命令。
针对 HTTP 的 UTM Web 过滤配置也适用于 HTTPS 会话。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59页上的监控 Web 过滤配置

•

了解集成 Web 过滤 (第1024页)

•

示例：配置集成 Web 过滤 (第1026页)

•

显示全局 SurfControl URL 类别 (第1034页)

集成 Web 过滤

了解集成 Web 过滤
对于集成 Web 过滤，防火墙将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并从 HTTP 请求中提取 URL。
根据您定义的 URL 过滤配置文件阻止或允许每个单独的 HTTP 请求。 设备会确定 URL 的类别，
然后再做出决定。
URL 类别是按内容分组的 URL 列表。 URL 类别或者由 SurfControl 预定义和维护，或者由用户
定义。 SurfControl 维护着约 40 个预定义的类别。 在定义用户自己的 URL 类别时，可以将
URL 分组，并创建特定于用户需求的类别。
定义用户自己的类别时使用 URL 模式列表和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定义了类别后，可以
在配置 Web 过滤配置文件时选择类别。 每种类别最多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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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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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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将针对 HTTP 1.0 和 HTTP 1.1 中定义的所有方法执行 Web 过滤。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集成 Web 过滤流程 (第1025页)

•

集成 Web 过滤缓存 (第1025页)

•

集成 Web 过滤配置文件 (第1025页)

•

配置文件匹配优先级 (第1026页)

集成 Web 过滤流程
以下是对 Web 过滤模块如何拦截和处理 Web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设备拦截 TCP 连接。
2. 设备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
3. 设备提取 HTTP 请求中的每个 URL，并检查其 URL 过滤器缓存。
4. 首先检查全局 Web 过滤白名单和黑名单中的阻止或允许项目。
5. 如果根据缓存参数允许 HTTP 请求 URL，则将该 URL 转发到 Web 服务器。 如果没有匹配的

缓存，则向 SurfControl 服务器发送分类请求。 （如果阻止了 HTTP 请求 URL，则不转发请
求，并在日志中记录通知消息。）
6. 在允许的情况下，SurfControl 服务器会用对应的类别响应。
7. 根据确定的类别，如果允许 URL，则设备将 HTTP 请求转发到 Web 服务器。 如果不允许 URL，

则将拒绝页面发送到 HTTP 客户端。

集成 Web 过滤缓存
缺省情况下，设备会检索并缓存来自 SurfControl CPA 服务器的 URL 类别。 该过程可减少每次
设备接收针对先前请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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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的大小和持续时间。 缓存中项目的生存期是可配置的，范围在 1
到 1800 秒之间，缺省值为 300 秒。

注意: 在设备重启或断电后，缓存将不再保留。

集成 Web 过滤配置文件
可以配置 Web 过滤配置文件，以便根据定义的类别允许或阻止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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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允许—设备始终允许访问此类别中的网站。

•

阻止—设备阻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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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名单—设备始终阻止访问此列表中的网站。 可以创建用户定义的类别。

•

白名单—设备始终允许访问此列表中的网站。 可以创建用户定义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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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系统提供了预定义的配置文件，可在用户选择不定义自己的配置文件时使用。

Web 过滤配置文件可以包含一个黑名单或白名单，多个用户定义的和/或预定义的类别（每个类别
都有一个允许操作或阻止操作），以及一个 其它 类别及允许或阻止操作。 可以为配置文件中的
所有 其它 类别定义一个操作，以指定当内向 URL 不属于配置文件中定义的任何类别时要执行的
操作。 如果 其它 类别的操作是阻止，则将阻止与配置文件中明确定义的任何类别都不匹配的内
向 URL。 如果未指定 其它 类别的操作，则将对不匹配任何类别的内向 URL 应用缺省操作“允
许”。

配置文件匹配优先级
当配置文件采用了多个 URL 匹配类别时，将按以下顺序检查这些类别中的匹配项：
1. 如果存在全局黑名单，则先检查该黑名单。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阻止 URL。 如果未找到匹配

项...
2. 接着检查全局白名单。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允许 URL。 如果未找到匹配项...
3. 接着检查用户定义的类别。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按指定条件阻止或允许 URL。 如果未找到匹

配项...
4. 接着检查预定义的类别。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按指定条件阻止或允许 URL。 如果未找到匹配

项...
5. 接着检查“Other”（其他）类别。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按指定条件阻止或允许 URL。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26页上的示例：配置集成 Web 过滤

示例：配置集成 Web 过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集成 Web 过滤。
•

要求 (第1026页)

•

概述 (第1026页)

•

配置 (第1027页)

•

验证 (第1033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 Web 过滤。 请参阅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以及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 另外，还要将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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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定制对象 urllist3，其中包含模式 http://www.juniper.net
1.2.3.4。 然后，将 urllist3 定制对象添加到定制 URL 类别 custurl3 中。
在第二个示例配置中，将配置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将 URL 黑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blacklist，将白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whitelist，并 Web 过滤引擎的类型设置为
surf-control-integrated。 然后，将 Web 过滤的缓存大小参数设置为 500 KB（缺省值），将
缓存超时参数设置为 1800。
将 Surf Control 服务器命名为 surfcontrolserver，并输入 8080 作为与其通信的端口号。
（缺省端口为 80、8080 和 8081。）接着将创建一个 surf-control-integrated 配置文件，称
为 surfprofile1。
接下来，将从包括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类别中选择一个类别，或者选择一个用户创建、据以进行过
滤的定制 URL 类别列表。 然后，输入一个过滤器所使用的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和阻
止）。 此操作可根据需要多次执行，以编辑您的白名单和黑名单以及它们随附的操作。 此示例
将阻止类别 custurl3 中的 URL。
然后，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消息。 此示例将配置设备以发送 ***access
denied*** 消息。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针对遇到错误的请求要执行的缺省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
允许、阻止）。 此示例将缺省操作设置为阻止。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在每个配置的类别中发生错
误时的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此示例将后退设置设为阻止。
最后，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达到此限制后，将应用失败模式设置。 缺省值为 10 秒，
可以输入从 10 秒到 240 秒的值。 此示例将超时值设置为 10。
在第三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 UTM 策略 utmp5 并将其关联到配置文件 surfprofile1。
在最后一个示例配置中，要将 UTM 策略 utmp5 关联到安全策略 p5。

配置
•

配置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 (第1027页)

•

配置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第1029页)

•

配置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 (第1031页)

•

将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1032页)

配置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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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1.2.3.4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13.13.13.13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7.7.7.7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3 value urllist3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l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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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定制类别的名称与某个预定义类别相同，则定制类别不会优先于预定义类
别。 建议不要让定制类别名称与预定义类别名称相同。

分步过程

要配置集成 Web 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定制对象和 URL 模式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2.

使用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3 value urllist3

3.

创建不受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4.

使用不受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5.

创建可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7.7.7.7]

6.

使用可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
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
urllist3 {
value [ http://www.juniper.net ];
}
urllistblack {
value [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
}
urllistwhite {
value [ http://www.trusted.com 7.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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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3 {
value urllist3;
}
custblacklist {
value urllistblack;
}
custwhiltelist {
value urllistwhite;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cache timeout 18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cache size 5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server host
surfcontrolserver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server port 808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category custurl3 action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timeout 1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tentfilter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Web 过滤 URL 黑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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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Web 过滤 URL 白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3.

指定 surf-control-integrated Web 过滤引擎并设置缓存大小参数。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cache size 500

4.

设置缓存超时参数。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cache timeout 1800

5.

设置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server host surfcontrolserver

6.

输入与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server port 8080

7.

创建配置文件名称，并从包括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类别中选择一个类别。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category custurl3 action
block

8.

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9.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针对遇到错误的请求要执行的缺省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阻止）。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default block

10.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11.

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surf-control-integrated profile surfprofile1 timeout 10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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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type juniper-local;
surf-control-integrated {
cache {
timeout 1800;
size 500;
}
server {
host surfcontrolserver;
port 8080;
}
profile surfprofile1 {
category {
custurl3 {
action block;
}
}
default block;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
fallback-settings {
default block;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timeout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timeout 10;
}
}
content-filtering {
profile contentfilter1;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5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surfprofile1

分步过程

要配置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引用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5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surfprofile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utm-policy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
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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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utm-policy
...
utm-policy utmp5 {
content-filtering {
http-profile contentfilter1;
}
web-filtering {
http-profile surfprofile1;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将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5

分步过程

要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并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5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5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utm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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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第1033页)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1033页)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第1033页)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第1033页)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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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局 SurfControl URL 类别
用途

查看由 SurfControl 定义和维护的全局 URL 类别。

操作

输入 user@host# show groups junos-defaults CLI 命令。 也可以查找 custom-url-category。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增强型 Web 过滤概述 (第1034页)

•

了解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 (第1035页)

•

示例：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 (第1039页)

增强型 Web 过滤

增强型 Web 过滤概述
带 Websense 的增强型 Web 过滤 (EWF) 是一种集成的 URL 过滤解决方案。 如果在设备上启用
该解决方案，则设备将拦截 HTTP 和 HTTPS 请求，并将 HTTP URL 或 HTTPS 源 IP 发送到
Websense ThreatSeeker Cloud (TSC)。 TSC 会将 URL 归入 95 种或更多预定义的类别之一，这
些类别还提供站点信誉信息。 TSC 接着会将 URL 类别和站点信誉信息返回给设备。 设备根据
TSC 提供的信息确定是否能允许或阻止请求。
可以考虑 EWF 解决方案作为下一代 URL 过滤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是基于现有的 SurfControl
解决方案构建的。
增强型 Web 过滤支持以下 HTTP 方法：

相关主题

1034

•

GET

•

POST

•

OPTIONS

•

HEAD

•

PUT

•

DELETE

•

TRACE

•

CONNECT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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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35页上的了解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

•

第1039页上的示例：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

了解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
以下是对 EWF 解决方案如何拦截、扫描和处理 HTTP 或 HTTPS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

设备建立到 TSC 的 TCP 套接字连接。

•

设备拦截 HTTP 或 HTTPS 连接，并提取 HTTP 请求中的每个 URL，或提取 HTTPS 请求中的
IP。

•

设备验证 URL 是否在用户配置的黑名单或白名单中。
•

如果 URL 在用户配置的黑名单中，则设备将阻止 URL。

•

如果 URL 在用户配置的白名单中，则设备将允许 URL。

•

设备查询用户定义的类别，并根据用户指定的类别操作阻止或允许 URL。

•

设备验证 URL 过滤缓存中是否有 URL，并根据 URL 过滤缓存阻止请求或响应。

•

如果 URL 不在 URL 过滤缓存中，则设备会以 HTTP 格式将 URL 发送到 TSC，请求进行分类。
设备使用到 TSC 的可用连接之一发送请求。

•

TSC 用分类和信誉评分响应设备。

•

设备根据确定的类别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允许 URL，则设备将 HTTP 请求转发到 HTTP 服务器。

•

如果阻止 URL，则设备将拒绝页面发送给 HTTP 客户端，同时向 HTTP 服务器发送重置消息
以关闭连接。

•

如果没有可用类别，则设备将根据针对信誉评分配置的操作允许或阻止 URL。

•

如果未配置针对站点信誉评分的操作，则设备将根据 Web 过滤配置文件中配置的缺省操作允
许或阻止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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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 Web 过滤的功能要求
•

License key—增强型 Web 过滤解决方案是基于设备上的 SurfControl 集成功能构建的。
SurfControl 集成解决方案的许可密钥对增强型 Web 过滤解决方案无效。 需要安装新的许可
以升级到增强型 Web 过滤解决方案。 像对待其他 UTM 功能一样，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在许
可密钥到期后，会有 30 天的宽限期。

注意: 升级后，设备将继续支持 SurfControl 集成解决方案。

如果增强型 Web 过滤的许可密钥宽限期到期，或者未安装许可密钥，则将禁用 URL 过滤，所
有 HTTP 请求都将绕过 URL 过滤，并禁用现有的 TSC 连接。 安装了有效的许可以后，将重新
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
•

调试命令会向设备上可用的每个 TCP 连接提供以下信息：
•

处理的请求数

•

待处理的请求数

•

错误数（丢弃或超时的请求数）

•

TCP connection between a Web client and a Web server—使用 App-ID 模块标识 HTTP 连
接。 增强型 Web 过滤解决方案会在设备接收到第一个 SYN 数据包后标识 HTTP 连接。 如果
必须阻止某个 HTTP 请求，增强型 Web 过滤就会从设备向 Webclient 发送阻止消息。 增强型
Web 过滤接着会向客户端发送 TCP FIN 请求，向服务器发送 TCP 重置 (RST) 以禁用连接。
设备通过流会话发送所有消息。 消息沿整个服务链传递。

•

HTTP request interception—增强型 Web 过滤会拦截设备上的第一个 HTTP 请求，并对 HTTP
1.0 和 HTTP 1.1 中定义的所有方法执行 URL 过滤。 在等待 TSC 响应期间，设备会暂挂原始
请求。 如果 HTTP URL 中的第一个数据包是分段的，设备无法提取 URL，则将对会话应用全局
后退设置，以便转发所有数据包或者丢弃请求。

注意: 对于 HTTP 1.1 持久连接，增强型 Web 过滤模块将忽略针对该会话的后续请
求。

如果设备长时间暂挂原始请求，则客户端将重新传输请求。 URL 过滤代码将检测重新传输的数
据包。 如果已经转发了原始 HTTP 请求，则增强型 Web 过滤会将重新传输的数据包转发给服
务器。 但是，如果增强型 Web 过滤正在处理第一个数据包，或者正在进行阻止会话的计算，
则解决方案将丢弃重新传输的数据包。 计数器会跟踪设备收到的重新传输的数据包的数量。
每个 URL 请求要维护两个超时。 一个超时在对应于每个 URL 请求的实时端上维护，另一个超
时在向 TSC 发送连接请求的设备上维护。 如果某个特定的 TCP 连接处于不活动状态，则其待
处理队列中的请求就会超时，路由表将处理超时后退。
增强型 Web 过滤支持 HTTPS 请求；但是，用于 Web 过滤的是目标 IP，而不是实际的纯文本
URL。 不能解密 HTTPS 请求以获取 URL；但是，可以从 IP 包头中提取源 IP。 此 IP 会传递
给 TSC，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返回对应于 TSC 的类别。
•

1036

Blocking message—发送到 webclient 的阻止消息是用户可配置的，属于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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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阻止消息是用户可修改的设备中定义的缺省消息。 该缺省阻止消息包含
阻止请求的原因以及类别名称（如果阻止的原因是某个类别）。

•

系统日志消息

例如，如果已将 Enhanced_Search_Engines_and_Portals 的操作设置为阻止，则在尝试访问
www.google.com 时，阻止消息的形式如下：Juniper Web Filtering:Juniper Web Filtering
has been set to block this site. CATEGORY: Enhanced_Search_Engines_and_Portals REASON:
BY_PRE_DEFINED。 但是，DUT 上对应的系统日志消息为：WEBFILTER_URL_BLOCKED: WebFilter:
ACTION="URL Blocked" 56.56.56.2(59418)->74.125.224.48(80)
CATEGORY="Enhanced_Search_Engines_and_Portals" REASON="by predefined category"
PROFILE="web-ewf" URL=www.google.com OBJ=/。
•

Monitoring the Websense server—URL 过滤模块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 TSC 是否活动：套接字
连接和心跳信号。 增强型 Web 过滤会维护到 TSC 的持续 TCP 套接字。 服务器会回应启用的
TCP ACK。 增强型 Web 过滤会向 TSC 发送应用层 NOOP 激活。 如果设备在特定时间段内没有
收到对三个连续 NOOP 激活的响应，则确定套接字处于不活动状态。 增强型 Web 过滤模块尝
试打开新的 TSC 连接。 如果所有套接字都处于不活动状态，则认为 TSC 处于不活动状态。
此时将发生错误。 系统会显示并记录该错误。 对于后续请求，将根据故障模式设置进行阻止
或传递。

•

HTTP protocol communication with TSC—增强型 Web 过滤使用 HTTP 1.1 协议与 TSC 通信。
这样可确保存在持续连接，并通过相同的连接传输多个 HTTP 请求。 单个 HTTP 请求或响应用
于客户端或服务器通信。 TSC 可以处理排队的请求；为了获得最佳性能，使用了异步请求或响
应机制。 请求通过 TCP 发送，因此将使用 TCP 重新传输以确保请求或响应的交付。 TCP 还
可确保将有效的有序非重新传输 HTTP 流数据发送给设备上的 HTTP 客户端。

•

Responses—响应遵守基本的 HTTP 约定。 成功的响应包括 20x 响应代码（通常为 200）。
错误的响应包括 4xx 或 5xx 代码。 4xx 系列中的错误响应指示定制代码中的问题。 5xx 系
列中的错误响应指示服务中的问题。
错误代码及其含义如下：
•

400–请求错误

•

403–禁止

•

404–未找到

•

408–请求被取消或 null 响应

•

500–服务器内部错误

400 系列中的错误说明请求有问题。 500 系列中的错误说明 TSC 服务有问题。 Websense 会
自动获得这些错误的通知，并作出相应的响应。
可以配置缺省后退设置以确定是传递还是阻止请求：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iper-enhanced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

响应还包含站点分类和站点信誉信息。
•

Categories—类别列表在设备上提供。 此列表包含各种类别，每种类别都包含类别代码、名称
和父 ID。 类别也可以由用户定义。 每个类别包含一组 URL 或 IP 地址。 类别不会动态更
新，并与 Junos OS 版本关联，因为必须将其汇编到 Junos OS 映像中。 类别的任何更新都需
要与 Junos OS 发布周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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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hing—成功分类的响应保存在设备上的缓存中。 未分类的 URL 不会保存在缓存中。 用户
可以配置缓存的大小。

•

Safe search (HTTP support only, not HTTPS)—使用安全搜索解决方案可以确保嵌入对象（如
从搜索引擎接收的 URL 中的图像）的安全，不会向客户端返回不符合需要的内容。
需要向 TSC 提供 URL 以提供分类信息。 如果是搜索 URL，则 TSC 还会返回安全搜索字符串。
例如，Google 的安全搜索字符串为 safe=active。 这种安全搜索字符串附加到 URL 末尾，并
且会启用重定向响应，以便使用安全搜索来重定向客户端的查询。 这样可确保不会向客户端返
回不安全内容。 如果未找到搜索 URL 的类别，并且 TSC 指示需要对其进行安全搜索，则可执
行安全搜索重定向。
例如，客户端发出了对以下 URL 的请求
http://images.google.com/images?hl=en&source=imghp&biw=1183&bih=626&q=adult+movies&gbv=2&aq=f&aqi=&aql=&oq=&gs_rfai=

没有为此 URL 定义任何类别操作。 TSC 返回安全搜索字符串 safe=active。 DUT 上的增强型
Web 过滤代码生成一个 HTTP 302 响应以及以下重定向 URL：
http://images.google.com/images?hl=en&source=imghp&biw=1183&bih=626&q=adult+movies&gbv=2&aq=f&aqi=&aql=&oq=&gs_rfai=&safe=active。
此响应返回到客户端。 现在，客户端向此 URL 发出安全重定向请求。

注意: 安全搜索重定向仅支持 HTTP。 无法提取 HTTPS 的 URL。 因此，无法为
HTTPS 搜索 URL 生成重定向响应。 通过使用 CLI 选项 no-safe-search，可以禁用
安全搜索重定向。

•

Site reputation—TSC 提供站点信誉信息。 根据这些信誉信息，可以选择阻止或允许操作。
如果 URL 不在白名单或黑名单中，并且也不属于用户定义或预定义的类别，则可使用信誉信息
做出 URL 过滤决定。
信誉评分如下：
•

100-90–认为站点非常安全。

•

80-89–认为站点安全性适中。

•

70-79–认为站点还算安全。

•

60-69–认为站点可疑。

•

0-59–认为站点有害。

设备会维护根据站点信誉评分阻止或允许的 URL 的日志记录。
•

Profiles—URL 过滤配置文件被定义为一种类别列表，其中每个配置文件都有一种与之关联的
操作类型（permit、log-and-permit、block、blacklist 或 whitelist）。 如果用户选择不
定义自己的配置文件，系统提供了预定义配置文件 junos-wf-enhanced-default。 黑名单或
白名单操作类型是一种用户定义的类别，其中的所有 URL 或 IP 地址始终被阻止或允许，并可
选择进行日志记录。 对于每个 URL 过滤配置文件，可以配置一种操作类型（黑名单或白名
单）。
也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根据站点信誉定义操作，以指定当内向 URL 不属于配置文件中定义的任何
类别时的操作。 如果不配置站点信誉处理信息，则可定义缺省操作。 对于在其配置文件中未
定义类别或信誉操作的所有 URL，将根据配置文件中明确定义的缺省操作的阻止或允许处理，
阻止、允许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这些 URL。 如果不指定缺省操作，则将允许 URL。 对于搜索
引擎请求，如果没有明确的用户定义配置，并且 URL 请求没有安全搜索选项，则增强型 Web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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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将生成重定向响应并将其发送给客户端。 客户端将生成启用了安全搜索选项的新搜索请
求。

注意:
URL 过滤配置文件可以包含以下项目：
•

一个黑名单

•

一个白名单

•

多个用户定义和预定义的类别，每个类别都有允许或阻止操作

•

多个站点信誉处理类别，每个类别都有允许或阻止操作

•

一个允许或阻止的缺省操作

搜索的顺序为：黑名单、白名单、用户定义的类别、预定义类别、安全搜索、站点
信誉和缺省操作。

相关主题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34页上的增强型 Web 过滤概述

•

第1039页上的示例：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

示例：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
•

要求 (第1039页)

•

概述 (第1039页)

•

配置 (第1040页)

•

验证 (第1045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 Web 过滤和增强型 Web 过滤。 请参阅 第1023页上的“Web 过
滤概述”和第1035页上的“了解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定制对象和功能配置文件。
在第一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定制对象 urllist3，其中包含模式 http://www.juniper.net
1.2.3.4。 然后，将 urllist3 定制对象添加到定制 URL 类别 custurl3 中。
在第二个示例配置中，将配置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将 URL 黑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blacklist，将白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whitelist，将 Web 过滤引擎的类型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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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enhanced。 然后，将 Web 过滤的缓存大小参数设置为 500 KB，将缓存超时参数设置为
1800。
将增强型 Web 过滤服务器命名为 rp.cloud.threatseeker.com，并输入 80 作为与其通信的端口
号。 （缺省端口为 80。）然后，创建增强型 Web 过滤配置文件名称
junos-wf-enhanced-default。
接下来，将从包括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类别中选择一个类别，或者选择一个用户创建、据以进行过
滤的定制 URL 类别列表。 然后，输入一个过滤器所使用的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和阻
止）。 此操作可根据需要多次执行，以编辑您的白名单和黑名单以及它们随附的操作。 此示例
将阻止类别 Enhanced_Hacking 中的 URL。 另外，还要指定在未找到类别匹配项的情况下，要根
据返回的 URL 站点信誉执行的操作。
然后，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消息。 此示例将配置设备以发送 ***access
denied*** 消息。 为此配置文件中不与任何明确配置的操作匹配的请求选择缺省操作（允许、日
志记录并允许、阻止）。 此示例将缺省操作设置为阻止。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在每个配置的类别
中发生错误时的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此示例将后退设置设为阻止。
最后，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达到此限制后，将应用失败模式设置。 缺省值为 15 秒，
可以输入从 0 秒到 1800 秒的值。 此示例将超时值设置为 10。 也可以禁用安全搜索功能。 缺
省情况下，搜索请求附有安全搜索字符串，并会发送重定向请求以确保所有搜索请求都是安全或
严格的。

配置
•

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定制对象 (第1040页)

•

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第1042页)

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定制对象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1.2.3.4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13.13.13.13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7.7.7.7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3 value urllist3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l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警告: 如果定制类别的名称与某个预定义类别相同，则定制类别不会优先于预定义类
别。 请不要将已用于预定义类别的名称再用于定制类别。

分步过程

要配置集成 Web 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定制对象和 URL 模式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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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3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2.

使用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3 value urllist3

3.

创建不受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4.

使用不受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5.

创建可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7.7.7.7]

6.

使用可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未显
示所需的配置，请重复本示例中的说明进行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
urllist3 {
value [ http://www.juniper.net ];
}
urllistblack {
value [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
}
urllistwhite {
value [ http://www.trusted.com 7.7.7.7 ];
}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3 {
value urllist3;
}
custblacklist {
value urllistblack;
}
custwhiltelist {
value urllistwh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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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cache size 5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cache timeout 180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server host
rp.cloud.threatseeker.com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server port 8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category Enhanced_Hacking action log-and-permi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very-safe permi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moderately-safe log-and-permi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fairly-safe log-and-permi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harmful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timeout 1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no-safe-search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Web 过滤 URL 黑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2.

配置 Web 过滤 URL 白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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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增强型 Web 过滤引擎并设置缓存大小参数。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cache size 500

4.

设置缓存超时参数。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cache timeout 1800

5.

设置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server host rp.cloud.threatseeker.com

6.

输入与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server port 80

7.

创建配置文件名称，并从包括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类别中选择一个类别。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category
Enhanced_Hacking action log-and-permit

8.

指定在未找到类别匹配项的情况下，要根据返回的 URL 站点信誉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very-safe permit
user@host#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moderately-safe log-and-permit
user@host#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fairly-safe log-and-permit
user@host#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site-reputation-action harmful block

9.

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

10.

选择配置文件的缺省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或阻止）；当没有其他明确配置的操作
（黑名单、白名单、定制类型、预定义类别操作，或者站点信誉操作）时，将执行缺省操
作。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default block

11.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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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timeout 10

13.

禁用安全搜索选项。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enhanced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no-safe-search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未
显示所需的配置，请重复本示例中的说明进行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type juniper-enhanced;
traceoptions {
flag enhanced;
}
juniper-enhanced {
cache {
timeout 1800;
size 500;
}
server {
host rp.cloud.threatseeker.com;
port 80;
}
profile junos-wf-enhanced-default {
category {
Enhanced_Hacking {
action log-and-permit;
}
}
site-reputation-action {
very-safe permit;
moderately-safe log-and-permit;
fairly-safe log-and-permit;
harmful block;
}
default block;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denied ***";
fallback-settings {
default block;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timeout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timeout 10;
no-safe-searc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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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第1045页)

•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1045页)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集成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34页上的增强型 Web 过滤概述

•

第1035页上的了解增强型 Web 过滤功能

•

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第1045页)

•

示例：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第1046页)

重定向 Web 过滤

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采用重定向 Web 过滤时，Web 过滤模块将拦截 HTTP 请求。 然后，将请求中的 URL 发送给外部
Websense 服务器以做出允许或拒绝的决定。 如果允许访问相关 URL，则将原始 HTTP 请求以及
所有后续请求发送给既定的 HTTP 服务器。 但是，如果拒绝访问相关 URL，则向客户端发送阻止
消息。
以下是对 Web 过滤模块如何拦截、重定向和处理 Web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Web 客户端建立与 Web 服务器的 TCP 连接。
2. 然后，Web 客户端发送 HTTP 请求。
3. 设备拦截请求并提取 URL。 根据全局 Web 过滤白名单和黑名单检查 URL。 如果没有匹配项，

则利用 Websense 服务器配置参数。 否则，转到步骤 6。
4. 将 URL 发送到 Websense 服务器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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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bsense 服务器返回响应，指示允许还是阻止 URL。
6. 如果允许访问，则将原始 HTTP 请求发送给 Web 服务器。 如果拒绝访问，则设备向客户端发

送阻止消息，并禁用 TCP 连接。

注意: 将针对 HTTP 1.0 和 HTTP 1.1 中定义的所有方法执行 Web 过滤。 但是，重
定向 Web 过滤不支持 HTTPS 信息流，因为无法将其解密以获取 URL。

注意: 实时选项的决定可提供更高的精度，因此不支持重定向 Web 过滤缓存。

注意: 重定向 Web 过滤不需要预订许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46页上的示例：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示例：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

要求 (第1046页)

•

概述 (第1046页)

•

配置 (第1047页)

•

验证 (第1052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 Web 过滤。 请参阅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以及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 另外，还要将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在第一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定制对象 urllist4，其中包含模式 http://www.juniper.net
1.2.3.4。 然后，将 urllist4 定制对象添加到定制 URL 类别 custurl4 中。
在第二个示例配置中，将配置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将 URL 黑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blacklist，将 Web 过滤引擎类型设置为 Websense-redirect。
创建 Websense 重定向配置文件，称为 websenseprofile1。 然后，将 Websense 服务器命名为
Websenseserver，并输入 8080 作为与其通信的端口号。 （缺省端口为 80、8080 和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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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在每个配置的类别中发生错误时的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此
示例将后退设置设为阻止。 输入用于客户端与服务器间通信的套接字数量。 缺省值为 1。
最后，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达到此限制后，将应用失败模式设置。 缺省值为 10 秒，
可以输入从 10 秒到 240 秒的值。 此示例将超时值设置为 10。
在第三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 UTM 策略 utmp6 并将其关联到配置文件 websenseprofile1。
在最后一个示例配置中，要将 UTM 策略 utmp6 关联到安全策略 p6。

配置
•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 (第1047页)

•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第1048页)

•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 (第1050页)

•

将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1051页)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4 value 1.2.3.4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13.13.13.13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7.7.7.7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4 value urllist4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要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定制对象和 URL 模式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4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2.

使用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4 value urllist4

3.

创建不受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black value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4.

使用不受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blacklist value urllistblack

5.

创建可信任站点列表。
[edit security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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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white value [http://www.trusted.com
7.7.7.7]
6.

使用可信任站点的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whitelist value urllistwhite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
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
urllist4 {
value [ http://www.juniper.net 1.2.3.4 ];
}
urllistblack {
value [ http://www.untrusted.com 13.13.13.13 ];
}
urllistwhite {
value [ http://www.trusted.com 7.7.7.7 ];
}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4 {
value urllist4;
}
custblacklist {
value urllistblack;
}
custwhitelist {
value urllistwhite;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type juniper-local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server host
Websenseserver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server port 808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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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timeout 10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sockets 1

分步过程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Web 过滤 URL 黑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2.

配置 Web 过滤 URL 白名单。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3.

指定 Web 过滤类型，创建配置文件名称，设置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server host Websenseserver

4.

输入与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server port 8080

5.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imeout
block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6.

输入用于客户端与服务器间通信的套接字数量。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sockets 1

7.

输入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websense-redirect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timeout 1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
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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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
url-whitelist custwhitelist;
url-blacklist custblacklist;
type websense-redirect {
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
server {
host Websenseserver;
port 8080;
}
fallback-settings {
server-connectivity block;
timeout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timeout 10;
sockets 1;
}
}
}
content-filtering {
profile contentfilter1;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6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分步过程

要配置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引用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edit security utm]
user@host# set utm-policy utmp6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6 {
web-filtering {
http-profile websenseprofile1;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105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八章: Web 过滤

将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6

分步过程

要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并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user@host# set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2.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6]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6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6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utmp6;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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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第1052页)

•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1052页)

•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第1052页)

•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第1052页)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用途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用途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用途

验证重定向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在配置顶部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了解本地 Web 过滤 (第1052页)

•

示例：配置本地 Web 过滤 (第1054页)

本地 Web 过滤

了解本地 Web 过滤
对于本地 Web 过滤，防火墙将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并提取 URL。 设备将查找
URL，并根据其用户定义的类别确定 URL 是在白名单中还是在黑名单中，然后再做出决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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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URL 在 URL 黑名单中，则阻止请求；如果该 URL 在 URL 白名单中，则允许请求。 如果该
URL 不在任一列表中，则将发生定义的缺省操作（阻止、日志记录并允许或者允许）。 可以通过
将 Web 过滤配置文件绑定到防火墙策略，允许或阻止对请求站点的访问。 本地 Web 过滤提供基
本的 Web 过滤，不需要额外的许可或外部类别服务器。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用户定义的 URL 类别 (第1053页)

•

本地 Web 过滤流程 (第1053页)

•

本地 Web 过滤配置文件 (第1053页)

•

配置文件匹配优先级 (第1054页)

用户定义的 URL 类别
在定义用户自己的 URL 类别时，可以将 URL 分组，并创建特定于用户需求的类别。 每种类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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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用户自己的类别时使用 URL 模式列表和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定义了类别后，可以
将类别指定给用户定义的全局 URL 黑名单（阻止）或 URL 白名单（允许）类别。

注意: 将针对 HTTP 1.0 和 HTTP 1.1 中定义的所有方法执行 Web 过滤。

本地 Web 过滤流程
以下是对 Web 过滤模块如何拦截和处理 Web 信息流的一般说明。
1. 设备拦截 TCP 连接。
2. 设备拦截 TCP 连接中的每个 HTTP 请求。
3. 设备提取 HTTP 请求中的每个 URL，并根据用户定义的白名单和黑名单检查其 URL。
4. 如果在黑名单中找到该 URL，则不允许请求，并向 HTTP 客户端发送拒绝页面。 如果该 URL

在白名单中，则允许请求。
5. 如果在白名单或黑名单中没有找到该 URL，则应用配置的缺省后退操作。 如果未定义后退操

作，则允许请求。

本地 Web 过滤配置文件
可以配置 Web 过滤配置文件，以便根据定义的定制类别允许或阻止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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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名单—设备始终阻止访问此列表中的网站。 只有用户定义的类别用于本地 Web 过滤。

•

白名单—设备始终允许访问此列表中的网站。 只有用户定义的类别用于本地 Web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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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过滤配置文件可以包含一个黑名单或白名单，多个用户定义的类别（每个类别都有一个允许
或阻止操作）。 可以定义当内向 URL 不属于配置文件中定义的任何类别时的缺省后退操作。 如
果缺省类别的操作是阻止，则将阻止与配置文件中明确定义的任何类别都不匹配的内向 URL。 如
果未指定缺省类别的操作，则向不与任何类别匹配的内向 URL 应用缺省操作“允许”。

配置文件匹配优先级
当配置文件采用了多个 URL 匹配类别时，将按以下顺序检查这些类别中的匹配项：
1. 如果存在全局黑名单，则先检查该黑名单。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阻止 URL。 如果未找到匹配

项...
2. 接着检查全局白名单。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允许 URL。 如果未找到匹配项...
3. 接着检查用户定义的类别。 如果找到匹配项，则按指定条件阻止或允许 URL。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45页上的了解重定向 Web 过滤

•

第1054页上的示例：配置本地 Web 过滤

示例：配置本地 Web 过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本地 Web 过滤。
•

要求 (第1054页)

•

概述 (第1054页)

•

配置 (第1055页)

•

验证 (第1059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进一步了解 Web 过滤。 请参阅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以及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 另外，还要将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在第一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定制对象 urllist5 和 urllist6，其中分别包含模式
http://www.juniper.net 1.2.3.4 和 http://www.acmegizmo.com 1.2.3.4。 然后，将 urllist5
和 urllist6 定制对象添加到定制 URL 类别 custurl5 和 custurl6 中。
在第二个示例配置中，将配置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将 URL 黑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url5，
将 URL 白名单过滤类别设置为 custurl6。 将 Web 过滤引擎的类型设置为 juniper-local。
然后，创建一个 juniper-local 配置文件，称为 localprofile1。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针对遇到
错误的请求要执行的缺省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阻止）。 此示例将缺省操作设置为允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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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消息。 此示例将配置设备以发送 ***Access
to this site is not permitted*** 消息。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在每个配置的类别中发生错误时
的后退设置（阻止或者日志记录并允许）。 此示例将后退设置设为阻止。
在第三个示例配置中，将创建 UTM 策略 utmp5 并将其关联到配置文件 localprofile1。
在最后一个示例配置中，要将 UTM 策略 utmp5 关联到安全策略 p5。

配置
•

配置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 (第1055页)

•

配置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第1056页)

•

配置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 (第1057页)

•

将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第1058页)

配置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utm
utm
utm
utm
utm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5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url-pattern urllist5 value 1.2.3.4
url-pattern urllist6 value http://www.acmegizmo.com
url-pattern urllist6 value 1.2.3.4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5 value urllist5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6 value urllist6

要使用 CLI 配置本地 Web 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定制对象和 URL 模式列表。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5 value
[http://www.juniper.net 1.2.3.4]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urllist6 value
[http://www.acmegizmo.com 1.2.3.4]

2.

使用 URL 模式列表配置定制 URL 类别列表定制对象。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5 value urllist5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custom-url-category custurl6 value urllist6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
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url-pattern {
urllist5 {
value [ http://www.juniper.net 1.2.3.4 ];
}
urllist6 {
value [ http://www.acmegizmo.com 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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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stom-url-category {
custurl5 {
value urllist5;
}
custurl6 {
value urllist6;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whitelist custurl4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rl-blacklist custurl4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type juniper-local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default
permit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to this site is not permitted."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content-filtering profile contentfilter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url-blacklist custurl3
user@host# set url-blacklist custurl4

2.

选择 Web 过滤引擎。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type juniper-local

3.

为此配置文件选择针对遇到错误的请求要执行的缺省操作（允许、日志记录并允许、阻止）。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default permit

4.

输入要在阻止 HTTP 请求时发送的定制邮件。
[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to
this site is not permitt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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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user@host# set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default block
set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juniper–local profile localprofile1
fallback-settings too-many-requests block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
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web-filtering {
url-whitelist custurl4;
url-blacklist custurl4;
type juniper-local;
juniper-local {
profile localprofile1 {
default permit;
custom-block-message "Access to this site is not permitted.";
fallback-settings {
default block;
too-many-requests block;
}
}
}
}
content-filtering {
profile contentfilter1;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配置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5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localprofile1

分步过程

要配置 UTM 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引用配置文件的 UTM 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5 web-filtering http-profile localprofile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
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utm
utm-policy utmp5 {
web-filt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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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ofile localprofile1;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将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5

分步过程

要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并配置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将 UTM 策略关联到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5]
user@host# set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utm-policy utmp5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5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utm-policy utmp5;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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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第1059页)

•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第1059页)

•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第1059页)

•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第1059页)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用途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定制对象的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custom-objects 命令。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用途

验证本地 Web 过滤功能配置文件的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feature-profile 命令。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用途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的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utm 命令。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用途

验证本地 Web 过滤 UTM 策略到安全策略的关联。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52页上的了解本地 Web 过滤

•

第1059页上的监控 Web 过滤配置

监控 Web 过滤配置
用途

查看 Web 过滤统计信息。

操作

要使用 CLI 中查看 Web 过滤统计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web-filtering status
user@host> show security utm web-filtering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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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J-Web 查看 Web 过滤统计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Monitor>Security>UTM>Web Filtering（监控 > 安全 > UTM > Web 过滤）。

以下信息将在右侧窗格中显示。
Total Requests: #
White List Hit: #
Black List Hit: #
Queries to Server: #
Server Reply Permit: #
Server Reply Block: #
Custom Category Permit: #
Custom Category Block: #
Cache Hit Permit: #
Cache Hit Block: #
Web Filtering Session Total: #
Web Ffiltering Session Inuse: #
Fall Back: Log-and-Permit Block
Default # #
Timeout # #
Server-Connectivity # #
Too-Many-Requests # #
2. 可以单击 Clear Web Filtering Statistics（清除 Web 过滤统计信息）按钮，清除所有当前

可查看的统计信息，并开始收集新的统计信息。

相关主题

106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023页上的Web 过滤概述

•

第1024页上的了解集成 Web 过滤

•

第1054页上的示例：配置本地 Web 过滤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三十九章

机箱集群中的统一威胁管理支持
UTM 支持数据包转发引擎主动/备份机箱集群方案以及主动/主动方案（仅在分支 SRX 设备上）；
在这两种方案中，数据包转发引擎可以在两个集群节点上都处于活动状态。 在配置中，数据包转
发引擎和 RE 必须在同一个节点上都处于活动状态才能实现 UTM 功能。
•

了解主动/主动机箱集群的 UTM 支持 (第1061页)

•

了解 UTM 模块的机箱集群支持 (第1063页)

了解主动/主动机箱集群的 UTM 支持
机箱集群环境支持符合以下条件的 UTM：
•

在活动/备份机箱集群配置中有数据包转发引擎，并且数据包转发引擎和路由引擎在同一个节点
上都处于活动状态（在 SRX 系列设备上）。

•

在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上，主动/主动和主动/备份机箱集群配
置都支持 UTM 功能，其中数据包转发引擎可在两个集群节点上都处于活动状态，路由引擎和数
据包转发引擎可以在不同的节点上处于活动状态。

注意: 机箱集群中的 UTM 不需要单独的许可。 需要 UTM 功能所需的普通 UTM 许可。
许可必须在两个节点上都可用。

UTM 支持无状态（即在集群节点之间不同步有关 UTM 的状态）数据包转发引擎主动/主动机箱集
群配置。 在故障转移到的冗余组上锚定的所有 UTM 会话将被中止，并用新的主冗余组设置新会
话。
不支持状态式主动/主动集群模式。 像 UTM 会话这样的状态式对象不会同步；即，不会在集群节
点之间同步任何 UTM 模块运行时对象 (RTO)。 需要在两个节点中独立安装 UTM 许可。
以下机箱集群模式支持 UTM：
•

Active/active mode—在此模式下，冗余组可以在两个集群节点上都处于活动状态。 两个节点
都可以处理传输信息流。 两个节点之间的任何信息流都通过结构链路传输。
这些传输信息流包括：
•

在冗余组 1 以及跨节点的更大编号冗余组接口之间转发的信息流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06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

在冗余组 1 以及属于同一个节点但在两个节点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活动冗余组的更大编号冗余
组接口之间转发的信息流

•

跨设备在 RG0 控制的接口之间转发的信息流（来自二级 RG0 的信息流通过结构链路发送给
一级 RG0 以确定路由）

Active/backup mode—在此模式下，所有冗余组都在一个集群节点上处于活动状态。 所有传输
信息流都由这一个节点处理。
这些传输信息流包括：
•

冗余组 1 以及属于同一节点的更大编号冗余组的接口之间转发的信息流

•

冗余组 1 以及属于同一节点的更大编号冗余组的 RG0 控制接口之间转发的信息流

以下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类型支持 UTM：
•

Manual failover—支持通过 se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命令进行手动故障切换。 RG0 以
及冗余组 1 和更大编号冗余组可使用此命令进行故障切换。

•

RG0 automatic failover—此故障切换通过控制链路失败、监控对象（IP 地址、接口监控）或
抢先/优先级配置获得支持。

•

Redundancy groups 1 and up automatic failover—此故障切换通过监控对象（IP 地址、接
口监控）或抢先/优先级配置获得支持。 此故障切换会导致活动链路更改，并可能进入双活动
模式。

•

Failover through reboot—可以通过重启节点将主节点更改为次节点。 经过重启的节点中的
所有冗余组将不再是主节点。

•

Failover through flowd restart—重新启动 flowd 时，冗余组 1 和更大编号冗余组将更改
为次节点。

机箱集群中支持以下 UTM 功能：
•

内容过滤

•

URL (Web) 过滤

•

反垃圾邮件过滤

•

快速防病毒扫描

•

基于全文件的防病毒扫描

注意: 在实施双活动机箱集群的环境中不支持 Sophos 防病毒扫描。

所有 UTM 配置都在路由引擎中维护，或者将其从路由引擎推送到数据包转发引擎。 两个节点之
间的配置同步通过机箱集群基础结构进行。 所有 UTM 模块都是这样。 可以从主节点或从节点配
置 UTM；在提交了第一个配置后，同样的配置将反映在其他节点中。
存在对控制链路上的 ACL 支持的依赖关系。 产生流程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设备。 统一威胁管理守
护程序 (utmd) 会在短暂的延迟后开始正常运行，即使 utmd 守护程序在次级路由引擎上运行时
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所有相关的守护程序都可能会有启动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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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相关主题

•

第1195页上的机箱集群概述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1063页上的了解 UTM 模块的机箱集群支持

了解 UTM 模块的机箱集群支持
•

Content filtering—内容过滤可以根据 MIME 类型、文件扩展名和协议命令，阻止或允许特定
类型的信息流。 内容过滤按配置的过滤列表检查信息流，以此控制通过网关的文件传输。
在内容过滤中，用户配置 (mime-pattern/filename-extension/protocol-command/content-type)
从路由引擎被推送到数据包转发引擎实时 (PFE-RT)。 过滤决定完全取决于用户配置，并在数
据包转发引擎实时 (PFE-RT) 端上完成。 对于传输信息流，配置查找（对于阻止/允许决定）
和整个 UTM 处理在数据包转发引擎本身发生，不会转到路由引擎（即，完整的 UTM 会话驻留
在数据包转发引擎上）。

•

URL (Web) filtering—Web 过滤查找发生在主路由引擎中，数据包转发引擎将查找请求发送给
主路由引擎。
在第1063页上的表128 中描述了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上支持的四
种 Web 过滤机制。

表128: 机箱集群支持的 Web 过滤机制
Web 过滤类型

说明

重定向 Web 过滤

•

决定（允许/拒绝）始终由外部 Websense 服务器做出

•

TCP 连接设置为从 utmd 守护程序到 Websense 服务器

•

任何到 Websense 服务器的请求都使用其中一个 TCP 连接发送。

•

对于发送给 RT 端的 URL 查找请求，RT 端维护的本地 URL 过滤缓存通过从 SurfControl 内容门户
授权 (SC-CPA) 服务器接收的类别映射 URL 进行更新。

•

RT 端也会维护一组从 SC-CPA 服务器接收的类别。

•

可以为从 SC-CPA 服务器收到的各种类别配置操作。 此配置在 RT 端维护。

•

您可以定义自己的类别，其中包含一组 URL 和 IP 地址。 也可以使用预定义的配置文件 (ns-profile)。
此配置也在 RT 端维护。

•

URL 查找是针对 URL 过滤缓存和用户定义类别的。

•

如果在本地 URL 过滤缓存中没有找到 URL 的类别，则会将分类请求发送到 utmd 守护程序，并随后
转发到外部 SC-CPA 服务器以获得响应。

集成的 Web 过滤

增强型 Web 过滤

增强型 Web 过滤类似于集成的 Web 过滤。 它维护 URL 过滤缓存、一个服务器中类别的列表以及一个用
户定义类别的列表。 它会像集成的 Web 过滤一样执行查找和分类。 它们在机制上相似，但在确定 URL
类别的服务器功能上有所不同。

Juniper 本地 URL 过滤

可以为 URL 查找配置 URL 白名单或黑名单。 此配置在数据包转发引擎的实时端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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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spam filtering—反垃圾邮件过滤将用户配置（白名单和黑名单）从路由引擎推送到
PFE-RT。

•

Express antivirus scanning—在快速防病毒扫描中，防病毒检测功能由锚定 UTM 信息流的节
点的数据包转发引擎中的模式匹配引擎 (PME) 执行。 病毒特征数据库由主路由引擎下载，并
同步到要在其本地 PME 中加载的次路由引擎。 如果进行了配置，主路由引擎会定期更新病毒
特征数据库，并将其同步到次路由引擎。

•

Full file-based antivirus scanning—在完全防病毒扫描中，Kaspersky Lab 引擎负责扫描
其接收的所有数据。 病毒特征数据库下载自外部 Kaspersky Lab 服务器，并由路由引擎中的
扫描引擎使用。 完全 AV 防病毒扫描是在锚定 UTM 信息流的每个节点的路由引擎中完成的。
病毒特征数据库文件由主路由引擎下载并同步到次路由引擎。 如果进行了配置，主路由引擎会
定期更新病毒特征数据库，并将其同步到次路由引擎。
除了病毒特征数据库查找以外，完全防病毒扫描还使用以下在 RT 端维护的配置来确定是否需
要执行完全防病毒扫描：
•

MIME 白名单—匹配项绕过防病毒扫描

•

MIME 例外列表—白名单的例外

•

URL 白名单—匹配项绕过防病毒扫描

•

文件扩展名—仅发送这些扩展名进行防病毒扫描

完全防病毒扫描中的数据包处理可能发生在 RT 端中，具体取决于用户配置列表的结果。 否
则，在需要执行完全病毒扫描时，UM 会话将跨越 RT 端和 RE 端。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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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箱集群概述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891页上的统一威胁管理概述

•

第1061页上的了解双活动机箱集群的 UTM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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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攻击检测和防护
•

攻击检测和防护 (第1067页)

•

侦查威慑 (第1069页)

•

可疑数据包属性 (第1097页)

•

拒绝服务攻击 (第1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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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攻击检测和防护
•

攻击检测和防护概述 (第1067页)

攻击检测和防护概述
Juniper Networks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功能（也称为 状态式防火墙）可以检测和防止网络信
息流中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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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明确。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各种区段级和策略级的检测和防御机制，以便在所有阶段对抗攻击行为:
•

区段级的筛选选项

•

区段间、区段内和超区段的策略级防火墙策略（此处“超区段” 表示在全局策略下，不涉及任
何安全区段）。

为了保证所有连接尝试的安全，Junos OS 采用了动态数据包过滤方法，称为 状态式检查。 使用
此方法，Junos OS 可标识在 IP 数据包和 TCP 片段包头中的各种信息单元（源和目标 IP 地址、
源和目标端口号以及数据包序号），并保持穿越防火墙的每个 TCP 会话和伪 UDP 会话的状态。
（Junos OS 还可以根据动态端口更改或会话终止等变化的元素，修改会话状态。）当响应的 TCP
数据包到达时，Junos OS 可将其包头中包含的信息与检查表中存储的关联会话的状态进行比较。
如果相符，允许响应数据包通过防火墙。 如果不相符，则丢弃该数据包。
Junos OS 筛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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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某个接口的
所有连接尝试，然后予以准许或拒绝。 然后，Junos OS 将防火墙策略（其中可能包含内容过滤
和 IDP 组件）应用于通过筛选过滤器的信息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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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侦查威慑
•

侦查威慑概述 (第1069页)

•

IP 地址扫描 (第1069页)

•

端口扫描 (第1072页)

•

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第1074页)

•

操作系统探查 (第1078页)

•

攻击者逃避技术 (第1085页)

侦查威慑概述
如果攻击者先知道目标网络的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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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更好地制定
其攻击计划。 为了获得这些信息，攻击者必须执行侦查。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几个筛选选项以阻挡攻击者的侦查工作，从而阻碍其获得有关受保护网
络和网络资源的有价值的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P 地址扫描 (第1069页)

•

示例：阻止 IP 地址扫描 (第1070页)

IP 地址扫描

了解 IP 地址扫描
如果一个源 IP 地址在定义的时间间隔（缺省值为 5000 微秒）内将定义数量的 ICMP 数据包发
送给不同的主机，就发生了地址扫描。 这种攻击的目的是将 ICMP 数据包（通常是应答请求）发
送给各个主机，以期至少有一个主机回复，从而发现攻击的目标地址。
Junos OS 会在内部记录从某个远程源地址发往不同地址的 ICMP 数据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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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就将其
标记为地址扫描攻击，并在指定的临界时间段的剩余时间内拒绝来自该主机的所有其他 ICMP 数
据包。 见第1070页上的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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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地址扫描

仅当存在允许来自某个安全区段的 ICMP 信息流的策略时，才考虑为该安全区段启用此筛选选项。
否则，不需要启用筛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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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止攻击者成功执行 IP 地址扫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 IP 地址扫描
此示例介绍了如何配置筛选以阻止源于某个安全区段的 IP 地址扫描。
•

要求 (第1070页)

•

概述 (第1070页)

•

配置 (第1071页)

•

验证 (第107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了解 IP 地址扫描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69页上的“了解 IP 地址扫描”。
2. 配置安全区段。 第127页上的“安全区段和接口概述”。

概述
如果配置了允许来自某个安全区段的 ICMP 信息流的策略，则需要为该安全区段启用筛选。 如果
未配置此类策略，则系统将拒绝来自该区段的所有 ICMP 信息流，攻击者将无法成功执行 IP 地
址扫描。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 5000-ip-sweep 筛选以阻止源于 zone-1 安全区段的 IP 地址扫描。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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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筛选以阻止 IP 地址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筛选。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5000-ip-sweep icmp ip-sweep threshold 5000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5000-ip-sweep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5000-ip-sweep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5000-id-sweep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CMP address sweep threshold

相关主题

•

Value
5000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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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扫描
•

了解端口扫描 (第1072页)

•

示例：阻止端口扫描 (第1072页)

了解端口扫描
如果某个源 IP 地址在定义的时间间隔（缺省值为 5,000 微秒）内将包含 TCP SYN 片段的 IP
数据包发送给同一目标 IP 地址上的规定数量的不同端口，就发生了端口扫描。 这种攻击的目的
是扫描可用的服务，希望至少会有一个端口响应，从而识别攻击的目标服务。
Junos OS 会在内部记录从某个远程源地址扫描的不同端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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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拒绝来自该远程源地址的所有其他数据包，不管目标 IP 地址是
什么。 见第1072页上的图70。

图70: 端口扫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端口扫描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筛选以阻止源于某个特定安全区段的端口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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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第1073页)

•

概述 (第1073页)

•

配置 (第1073页)

•

验证 (第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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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端口扫描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72页上的“了解端口扫描”。

概述
如果 IP 数据包中包含了在定义的时间间隔内从同一个源地址向不同端口发送的 TCP SYN 片段，
则可使用端口扫描阻止此类 IP 数据包。 这种攻击的目的是扫描可用的服务，希望至少会有一个
端口响应。 一旦某个端口响应，就会被标识为攻击的目标服务。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 5000-port-scan 筛选以阻止源于某个特定安全区段的端口扫描，然后
将该筛选指定给区段 zone-1。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筛选以阻止端口扫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5000-port-scan tcp port-scan threshold
5000

2.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5000-port-scan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5000-port-scan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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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5000-port-scan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TCP port scan threshold

相关主题

•

Value
5000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

了解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第1074页)

•

示例：检测使用 IP 筛选选项进行侦查的数据包 (第1076页)

了解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侦查
IP 标准 RFC 791（互联网协议）指定了一组选项，用于提供特殊的路由控制、诊断工具和安全
性。
RFC 791 指出这些选项“对于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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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包头中。 这些选项出现在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目的地址后，如第1074页上的图71 中所示。
当这些选项确实出现时，则经常被用于某些非法用途。

图71: 路由选项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IP 数据包包头选项的用途 (第1074页)

•

用于检测侦查所用 IP 选项的筛选选项 (第1076页)

IP 数据包包头选项的用途
第1075页上的表129 列出了 IP 选项及其伴随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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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9: IP 选项和属性
类型

类

编号

长度

预期用途

非法用途

选项结尾

0*

0

0

指示一个或多个 IP 选项的结尾。

无。

无选项

0

1

0

指示包头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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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选项在 RFC 791， 互联网协议 和
RFC 1038， 修订的 IP 安全性选项中
已被指定为废弃选项。）

未知。 但是，由于此选项已废弃，当其
在 IP 包头出现时则是可疑的。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松散源路由

0

3

变化

指定一个部分路由列表，供数据包在从
源到目标的行程中选择。 数据包必须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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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备。

逃避。 攻击者可以使用所指定的路由来
隐藏数据包的真实来源，或者获得对受
保护网络的访问权限。

记录路由

0

7

变化

记录沿 IP 数据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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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多只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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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包所通过的网络拓扑和编址方案的信息。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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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此选项已废弃，当其
在 IP 包头出现时则是可疑的。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严格源路由

0

9

变化

指定完整路由列表，供数据包在从源到
目标的行程中选择。 此列表中的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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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数据包的真实来源，或者获得对受
保护网络的访问权限。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时戳

2**

4

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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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
的时间（采用协调世界时 [UTC]***）。
网络设备用 IP 地址加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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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包所通过的网络拓扑和编址方案的信息。

此选项建立沿数据包前进路径的设备 IP
地址列表，并列出每个设备之间的传输
持续时间。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 标识为 0 的选项类的设计目的是提供额外的数据包或网络控制。
** 标识为 2 的选项类的设计目的是用于诊断、调试和度量。
*** 时戳使用 UTC 午夜过后的毫秒数。 UTC 也称为格林威治时间 (GMT)，这是国际时间标准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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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测侦查所用 IP 选项的筛选选项
下列筛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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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检测 IP 选项为 7（记录路由）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筛选计数器列
表中记录事件。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

时戳—Junos OS 检测 IP 选项列表包含选项 4（互联网时戳）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筛选
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

安全—Junos OS 检测 IP 选项为 2（安全）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筛选计数器列表中记录
事件。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

流 ID—Junos OS 检测 IP 选项为 8（流 ID）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筛选计数器列表中记
录事件。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如果收到了具有以前任何一个 IP 选项的数据包，Junos OS 会将其标记为网络侦查攻击，并记录
入口接口的事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检测使用 IP 筛选选项进行侦查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检测使用 IP 筛选选项进行侦查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76页)

•

概述 (第1076页)

•

配置 (第1076页)

•

验证 (第1078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网络侦查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74页上的“了解使用 IP 选项的网络
侦查”。

概述
RFC 791 互联网协议 指定了一组选项，用于提供特殊的路由控制、诊断工具和安全性。 这些筛
选选项可以检测攻击者可用于侦查的 IP 选项，包括记录路由、时戳、安全和流 ID。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 IP 筛选 screen-1，并在安全区段 zone-1 中启用该筛选。

注意: 一个安全区段中只能启用一个筛选。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为了快速检测包含记录路由、时戳、安全和流 ID IP 筛选选项的数据包，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
贴到 CLI 中。
[edi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ip record-route-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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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ip timestamp-option
ip security-option
ip stream-option
screen screen-1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检测使用 IP 筛选选项进行侦查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IP 筛选选项。

注意: 当前，这些筛选选项仅支持 IPv4。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screen]
ids-option
ids-option
ids-optio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1
screen-1
screen-1

ip-record-route-option
ip timestamp-option
ip security-option
ip stream-option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security zones ]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
ip {
record-route-option;
timestamp-option;
security-option;
stream-option;
}
}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zones
zones {
security-zone zone-1 {
screen screen-1;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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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第1078页)

•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第1078页)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P record route option
IP timestamp option
IP security option
IP stream option

相关主题

Valu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操作系统探查 (第1079页)

•

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79页)

•

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81页)

•

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83页)

操作系统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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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操作系统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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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该信息，攻
击者能更好地决定发起哪种攻击和利用哪些漏洞。 Junos OS 可以阻止常用于收集操作系统类型
相关信息的侦察性探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

了解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79页)

•

示例：阻止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数据包 (第1079页)

了解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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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同步化序列号以发
起 TCP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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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响应（具
体取决于操作系统）。 见第1079页上的图72。

图72: 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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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此筛选选项，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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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丢弃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筛选以阻止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80页)

•

概述 (第1080页)

•

配置 (第1080页)

•

验证 (第1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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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带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79页上的“了
解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概述
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会导致目标设备发出不同响应（具体取决于其运行的操作系
统）。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 syn-fin 筛选。
在此示例中，将在安全区段中创建一个筛选 screen-1 以阻止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设置了 SYN 和 FIN 标志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tcp syn-fin

2.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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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TCP SYN FIN

Value
enabled

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
•

了解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81页)

•

示例：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数据包 (第1082页)

了解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81页上的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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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段也会设置 ACK 标志（以确认接收到前一个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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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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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操作系统可能会完
全忽略它。 受害者的响应可能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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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段的其他目的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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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供应商在设计其 TCP/IP 实施时，对 RFC 793， 传输控制协议做出了各种解
读。 当设置了 FIN 标志而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片段到达时，有些实施方案会发
送 RST 片段，而其他方案则会丢弃数据包，不发送 RST。

图73: 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包头

如果启用此筛选选项，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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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就会丢弃该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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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筛选以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82页)

•

概述 (第1082页)

•

配置 (第1082页)

•

验证 (第1082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TCP 包头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81页上的“了解设置了 FIN 标志但
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包头”。

概述
设置了 FIN 标志的 TCP 片段也会设置 ACK 标志（以确认接收到前一个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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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启用 fin-no-ack 筛选选项，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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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就会丢弃该数据包。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一个筛选 screen-1 以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tcp fin-no-ack

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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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TCP FIN no ACK

相关主题

•

Value
enabled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

了解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第1083页)

•

示例：阻止未设置任何标志的数据包 (第1083页)

了解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正常的 TCP 片段包头至少会设置一个控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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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1083页上的图74。

图74: 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如果使设备能够检测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片段，则设备将丢弃缺少标志字段或标志字段残缺的
所有 TCP 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未设置任何标志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创建筛选以阻止未设置任何标志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84页)

•

概述 (第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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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1084页)

•

验证 (第1084页)

要求
在执行操作之前，需要了解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83页上的“了解
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包头”。

概述
正常的 TCP 片段包头至少会设置一个控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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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设备能够检测未设置任何标志的 TCP 片段，则设备将丢弃缺少标志字段或标志字段残缺的
所有 TCP 数据包。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一个筛选 screen-1 以阻止未设置任何标志的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未设置任何标志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tcp tcp-no-flag

2.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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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TCP no flag

Value
enabled

攻击者逃避技术
•

了解攻击者逃避技术 (第1085页)

•

FIN 扫描 (第1085页)

•

TCP SYN 检查 (第1086页)

•

IP 欺骗 (第1088页)

•

IP 源路由选项 (第1090页)

了解攻击者逃避技术
无论是收集信息还是发起攻击，攻击者通常都会逃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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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扫描）之类的技巧显示了侦查和攻击技
术在躲避检测并成功完成其任务方面的演变。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FIN 扫描 (第1085页)

•

阻挡 FIN 扫描（CLI 过程） (第1085页)

FIN 扫描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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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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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挡 FIN 扫描（CLI 过程）
要阻挡 FIN 扫描，请执行以下一种或两种操作：
•

启用专门阻止设置了 FIN 标志但未设置 ACK 标志的 TCP 片段（这对 TCP 片段而言是异常的）
的筛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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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set security screen fin-no-ack tcp fin-no-ack
user@host#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name screen fin-no-ack

其中 name 是要应用此筛选选项的区段的名称。
•

更改数据包处理行为，以丢弃不属于现有会话的所有非 SYN 数据包。 缺省情况下会设置 SYN
检查标志。

注意: 更改数据包流以检查是否为不属于现有会话的数据包设置了 SYN 标志时，还
会阻挡其他类型的非 SYN 扫描，如 null 扫描（未设置 TCP 标志时）。

TCP SYN 检查
•

了解 TCP SYN 检查 (第1086页)

•

设置 TCP SYN 检查（CLI 过程） (第1087页)

•

设置严格 SYN 检查（CLI 过程） (第1088页)

了解 TCP SYN 检查
缺省情况下，Junos OS 在会话的第一个数据包中检查 SYN 标志，并丢弃试图发起会话但设置了
非 SYN 标志的所有 TCP 片段。 可以让此数据包流保持原样，也可以更改此数据包流，从而使
Junos OS 在创建会话之前不执行 SYN 标志检查。 第1086页上的图75 展示了启用和禁用了 SYN 标
志检查这两种情况下的数据包流序列。

图75: SYN 标志检查

如果启用了 SYN 标志检查的 Junos OS 收到了不属于现有会话的非 SYN TCP 片段，它将丢弃数
据包。 缺省情况下，Junos OS 不会在收到非 SYN 片段时向源主机发送 TCP RST。 通过使用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tcp-rst 命令，可以配置设备向源主机发送 TCP RST。 如果
初始非 SYN TCP 数据包的代码位为 RST，则设备不发送 TCP-RST。
不在第一个数据包检查 SYN 标志具有以下优点：
•

1086

使用非对称路由的 NSRP—在动态路由环境下的主动/主动 NSRP 配置中，主机可能会向一个设
备（设备 A）发送设置了 SYN 标志的初始 TCP 片段，但可能会将 SYN/ACK 路由到集群中的其
他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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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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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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该响应不属于任何现有会话）并为其创建一个新会话表条目。
•

不间断的会话—如果重置设备，或者即便是更改策略核心部分的一个组件，并启用 SYN 检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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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在安装设备时先禁用 SYN 检查。 然后，在几小时后（建
立的会话通过设备运行时）启用 SYN 检查。 策略核心部分包含以下主要组件：源
区段和目标区段、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一项或多项服务以及一项操作。

但是，上述优势将牺牲以下安全性：
•

侦查漏洞—当一个设置了非 SYN 标志（如 ACK、URG、RST、FIN）的初始 TCP 片段到达一个关
闭的端口时，许多操作系统（如 Windows）会用设置了 RST 标记的 TCP 片段做出响应。 如果
端口是打开的，那么接收方不会生成任何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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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策略集。
如果发送了设置了非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并且策略允许该片段通过，则接收这类片段的目
标主机可能会丢弃片段，并用设置了 RST 标志的 TCP 片段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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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将丢弃不属于现有会话且未设置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
并且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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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SYN 泛滥防护功能。 尽管目标主机会丢弃数据包（并
可能发送 TCP RST 片段做出应答），此类泛滥会填满设备的会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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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在会话的初始数据包上是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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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需要禁用 SYN 检查，Juniper Networks 强烈推荐启用 SYN 检查（Junos OS 初始安装的
缺省状态）。 可以使用 set flow tcp-syn-check 命令启用 SYN 检查。 启用 SYN 检查后，除非
设置了非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属于某个已建立的会话，否则设备将会丢弃这类片段。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设置 TCP SYN 检查（CLI 过程）
启用 SYN 检查后，除非设置了非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属于某个已建立的会话，否则设备将会丢
弃这类片段。 启用 SYN 检查可帮助防止攻击者侦查和会话表泛滥。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TCP SYN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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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 SYN 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set security flow tcp-session no-syn-check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设置严格 SYN 检查（CLI 过程）
启用了严格 SYN 检查时，设备将为 TCP 会话启用严格的三方握手检查。 这种检查通过在进行三
方握手之前丢弃数据包来增强安全性。 缺省情况下会禁用 TCP 严格 SYN 检查。

注意: 如果启用了 no-syn-check 或 no-syn-check-in-tunnel，则将无法启用
strict-syn-check 选项。

要启用严格 SYN 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set security flow tcp-session strict-syn-check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P 欺骗 (第1088页)

•

示例：阻止 IP 欺骗 (第1088页)

IP 欺骗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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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包头中插入假源地址，使数据包看似
发自可信任来源。 这种技术称为 IP 欺骗。 检测 IP 欺骗的机制依赖于路由表条目。 例如，如
果源 IP 地址为 10.1.1.6 的数据包到达 ge-0/0/1，但 Junos OS 有一个通过 ge-0/0/0 到
10.1.1.0/24 的路由，则 IP 欺骗检查会发现这个地址到达的是路由表中定义的无效接口。 来自
10.1.1.6 的有效数据包只能通过 ge-0/0/0 而不是 ge-0/0/1 到达。 因此，Junos OS 断定该数
据包含了欺骗性源 IP 地址并将其丢弃。

注意: 通过 IP 欺骗，Junos OS 可以检测并丢弃 IPv6 虚假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 IP 欺骗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筛选以阻止 IP 欺骗攻击。

1088

•

要求 (第1089页)

•

概述 (第1089页)

•

配置 (第1089页)

•

验证 (第1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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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P 欺骗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88页上的“了解 IP 欺骗”。

概述
尝试获得网络中受限区域的访问权限的一个方法是在数据包包头中插入假源地址，使数据包看似
发自可信任来源。 这种技术称为 IP 欺骗。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一个筛选 screen-1 以阻止 IP 欺骗攻击，并在安全区段 zone-1 中启用该
筛选。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 IP 欺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ip spoofing

2.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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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P spoofing

相关主题

Value
enabled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P 源路由选项 (第1090页)

•

示例：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第1092页)

•

示例：检测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第1093页)

IP 源路由选项

了解 IP 源路由选项
源路由的设计目的是允许位于 IP 数据包传输来源的用户指定沿着某一路径的设备 IP 地址（也
称为“跳跃”），用户希望 IP 数据包沿该路径到达其目标地址。 IP 源路由选项的初衷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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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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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现沿着该数据包所采取路径的设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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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更改设备地址以改变路径，并沿不同的路径发送几个数据包，可
以注意到成功率提高或降低的变化。 通过分析和排除过程，也许能推断出问题所在的位置。 见
第1091页上的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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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IP 源路由

尽管使用 IP 源路由选项的最初意图是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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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两种欺骗手段的示例，请考虑第1091页上的图77 中所示的情况。

图77: 用于欺骗的松散 IP 源路由选项

Junos OS 仅允许来自 2.2.2.0/24 并通过 ethernet1（绑定到 zone_external 的接口）的信息
流。 设备 3 和 4 实施访问控制，但设备 1 和 2 不实施。 而且，设备 2 不检查 IP 欺骗。
攻击者伪造源地址，并通过使用松散源路由选项将数据包通过设备 2 导向 2.2.2.0/24 网络，然
后从该网络到设备 1。 设备 1 将其转发到设备 3，后者又将其转发到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由于该数据包来自 2.2.2.0/24 子网，并且含有来自该子网的源地址，因此该数据包看似有效。
但是，仍存在早先欺骗的一个痕迹：松散源路由选项。 在此示例中，将为 zone_external 启用
拒绝 IP 源路由筛选选项。 当数据包到达 ethernet3 时，设备将丢弃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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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设备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任何数据包，或者检测这些数据包，然后在入口
接口的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筛选选项如下：

相关主题

•

拒绝 IP 源路由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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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测 IP 松散源路由选项—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3（松散源路由）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筛选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此选项指定一个部分路由列表，供数据包在从源到目标的行程中
选择。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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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备。

•

检测 IP 严格源路由选项—设备检测 IP 选项为 9（严格源路由）的数据包，并在入口接口的
筛选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此选项指定完整路由列表，供数据包在从源到目标的行程中选
择。 此列表中的最后一个地址将取代目标字段中的地址。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92页)

•

概述 (第1092页)

•

配置 (第1092页)

•

验证 (第1093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P 源路由选项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90页上的“了解 IP 源路由选
项”。

概述
通过源路由，位于 IP 数据包传输来源的用户可以指定沿着某一路径的设备 IP 地址（也称为“跳
跃”），用户希望 IP 数据包沿该路径到达其目标地址。 IP 源路由选项的初衷是提供路由控制
工具，以协助进行诊断分析。
可以使设备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任何数据包，或者检测这些数据包，然后在入口
接口的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筛选 screen-1 以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并在安全区
段 zone-1 中启用该筛选。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ip source-route-option

2.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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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P source route option

Value
enabled

示例：检测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检测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
•

要求 (第1093页)

•

概述 (第1094页)

•

配置 (第1094页)

•

验证 (第1094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P 源路由选项的工作原理。 请参阅第1090页上的“了解 IP 源路由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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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源路由，位于 IP 数据包传输来源的用户可以指定沿着某一路径的设备 IP 地址（也称为“跳
跃”），用户希望 IP 数据包沿该路径到达其目标地址。 IP 源路由选项的初衷是提供路由控制
工具，以协助进行诊断分析。
可以使设备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任何数据包，或者检测这些数据包，然后在入口
接口的计数器列表中记录事件。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两个筛选 screen-1 和 screen-2 以检测并记录（但不阻止）设置了松散或
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并在区段 zone-1 和 zone-2 中启用这两个筛选。

配置
分步过程

要检测并记录（但不阻止）设置了松散或严格源路由选项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松散源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ip loose-source-route-option

2.

配置严格源路由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2 ip strict-source-route-option

注意: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支持 IPv4。

3.

在安全区段中启用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creen-1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2 screen screen-2

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安全区段中的筛选
用途

验证在安全区段中启用了筛选。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Security zone: zone-1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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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1/0/0.0
Security zone: zone-2
Send reset for non-SYN session TCP packets: Off
Policy configurable: Yes
Screen: screen-2
Interfaces bound: 1
Interfaces:
ge-2/0/0.0

验证安全筛选配置
用途

显示有关安全筛选的配置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name 命令。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1
Screen object status: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P loose source route option

Value
enabled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creen-2
Screen object status:
Screen object status:
Name
IP strict source route option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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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可疑数据包属性
•

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第1097页)

•

ICMP 分段保护 (第1097页)

•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第1099页)

•

坏 IP 选项保护 (第1100页)

•

未知协议保护 (第1102页)

•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第1103页)

•

SYN 分段保护 (第1105页)

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攻击者可以伪造数据包进行侦查或者发起拒绝服务 (DoS) 攻击。 有时候，我们不清楚伪造的数
据包的意图，但它是伪造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它将被用于某种阴险用途。
以下主题将介绍一些筛选选项，它们可以阻止可能暗藏威胁的可疑数据包：

相关主题

•

第1098页上的了解 ICMP 分段保护

•

第1099页上的了解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

第1100页上的了解坏 IP 选项保护

•

第1102页上的了解未知协议保护

•

第1103页上的了解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

第1105页上的了解 SYN 分段保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CMP 分段保护 (第1098页)

•

示例：阻止 ICMP 数据包分段 (第1098页)

ICMP 分段保护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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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ICMP 分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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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包含的信息很
短，因此没有合法理由将 ICMP 数据包分成片段。 如果 ICMP 数据包太大，必须分成片段，则可
能有问题。
如果启用 ICMP 分段保护筛选选项，Junos OS 将阻止设置了“More Fragments”（更多分段）标
志的任何 ICMP 数据包，或者含有偏移字段中指示的偏移值的任何 ICMP 数据包。 见第1098页上的
图78。

图78: 阻止 ICMP 分段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阻止 ICMP 数据包分段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阻止 ICMP 数据包分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CMP 分段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 ICMP 分段保护筛选选项，Junos OS 将阻止设置了“More Fragments”（更多分段）标
志的任何 ICMP 数据包，或者含有偏移字段中指示的偏移值的任何 ICMP 数据包。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 ICMP 分段筛选以阻止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 ICMP 数据包分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 ICMP 数据包分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icmp-fragment icmp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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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icmp-fragment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第1099页)

•

示例：阻止 ICMP 大数据包 (第1100页)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了解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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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包含的信息很
短，因此没有合法的理由使用 ICMP 大数据包。 如果 ICMP 数据包异常大，则可能有问题。
例如，SRX 210 使用 ICMP 作为传送隐秘消息的通道。 存在 ICMP 大数据包可能会暴露用作 SRX
210 代理的受攻击机器。 它还可能指示某些其他类型的可疑活动。 见第1099页上的图79。

图79: 阻止 ICMP 大数据包

如果启用 ICMP 大数据包保护筛选选项，Junos OS 将丢弃长度大于 1024 字节的 ICMP 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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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阻止 ICMP 大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阻止 ICMP 大数据包。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CMP 大数据包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 ICMP 大数据包保护筛选选项，Junos OS 将丢弃大于 1024 字节的 ICMP 数据包。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 ICMP 大数据包筛选以阻止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 ICMP 大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阻止 ICMP 大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筛选。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icmp-large icmp large

配置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icmp-larg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坏 IP 选项保护 (第1100页)

•

示例：阻止具有错误格式化选项的 IP 数据包 (第1101页)

坏 IP 选项保护

了解坏 IP 选项保护
IP 标准 RFC 791（互联网协议）指定了一组八个选项，用于提供特殊的路由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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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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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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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1101页上的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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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错误格式化的 IP 选项

如果启用了坏 IP 选项保护筛选选项，那么，当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任何 IP 选项被错误格式化
时，Junos OS 将阻止数据包。 此外，Junos OS 还会在事件日志中记录该事件。

示例：阻止具有错误格式化选项的 IP 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阻止具有错误格式化选项的 ICMP 大数据包。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坏 IP 选项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了坏 IP 选项保护筛选选项，那么，当 IP 数据包包头中的任何 IP 选项被错误格式化
时，Junos OS 将阻止数据包。 此外，Junos OS 还会在事件日志中记录该事件。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坏 IP 选项筛选以阻止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 ICMP 大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检测并阻止具有错误格式化 IP 选项的 IP 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ip-bad-option ip bad-option

注意: 当前，此筛选选项仅适用于 IPv4。

2.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ip-bad-option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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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未知协议保护 (第1102页)

•

示例：丢弃使用未知协议的数据包 (第1102页)

未知协议保护

了解未知协议保护
根据 RFC 1700，ID 编号为 137 或更大的协议类型是保留协议类型，目前尚未定义。 正因为这
些协议未定义，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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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为 137 或更大的非标准协议，否则谨慎的立场是阻止这类未知的元素
进入受保护网络。 见第1102页上的图81。

图81: 未知协议

如果启用了未知协议保护筛选选项，在缺省情况下，当协议字段包含 ID 编号为 137 或更大的协
议时，Junos OS 将丢弃数据包。

注意: 如果针对 IPv6 协议启用了未知协议保护筛选选项，在缺省情况下，当协议字
段包含 ID 编号为 139 或更大的协议时，Junos OS 将丢弃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丢弃使用未知协议的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丢弃使用未知协议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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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未知协议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了未知协议保护筛选选项，在缺省情况下，当协议字段包含 ID 编号为 137 或更大的协
议时，Junos OS 将丢弃数据包。
在此示例中，将配置未知协议筛选以阻止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未知协议数据包。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丢弃使用未知协议的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未知协议筛选。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unknown-protocol ip unknown-protocol

配置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unknown-protocol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第1103页)

•

示例：丢弃 IP 数据包分段 (第1104页)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了解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数据包通过不同的网络时，有时必须根据每个网络的最大传输单位 (MTU)，将数据包分成更小的
片段（分段）。 攻击者可能会利用 IP 堆栈实现方案的数据包重组代码中的漏洞，通过 IP 分段
进行攻击。 当受害系统收到这些数据包时，造成的后果小到无法正确处理数据包，大到使整个系
统崩溃。 见第1104页上的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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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IP 数据包分段

如果允许 Junos OS 拒绝安全区段上的 IP 分段，它将阻止在绑定到该区段的接口处接收到的所
有 IP 数据包分段。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丢弃 IP 数据包分段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丢弃 IP 数据包分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此功能，Junos OS 将拒绝安全区段上的 IP 分段，并阻止在绑定到该区段的接口处接收
到的所有 IP 数据包分段。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阻止分段筛选以丢弃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 IP 数据包分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丢弃 IP 数据包分段，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筛选。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block-frag ip block-frag

2.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block-frag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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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 SYN 分段保护 (第1105页)

•

示例：丢弃包含 SYN 分段的 IP 数据包 (第1106页)

SYN 分段保护

了解 SYN 分段保护
IP 将 TCP SYN 片段封装在发起 TCP 连接的 IP 数据包中。 由于这种数据包的用途是发起连接
以及在响应时调用 SYN/ACK 片段，因此 SYN 片段通常不包含任何数据。 因为 IP 数据包很小，
因此没有必要将其分成片段。
SYN 数据包分段是不正常的，因此是可疑的。 为了小心起见，请阻止这类未知的元素进入受保护
网络。 见第1105页上的图83。

图83: SYN 分段

如果启用了 SYN 分段检测筛选选项，那么，当 IP 包头表明数据包已分段，并且在 TCP 包头中
设置了 SYN 标志时，Junos OS 将会检测到数据包。 Junos OS 将在入口接口的筛选计数器列表
中记录该事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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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丢弃包含 SYN 分段的 IP 数据包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丢弃包含 SYN 分段的 IP 数据包。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了解 IP 数据包分段保护。 请参阅第1097页上的“可疑数据包属性概述”。

概述
如果启用了 SYN 分段检测筛选选项，那么，当 IP 包头表明数据包已分段，并且在 TCP 包头中
设置了 SYN 标志时，Junos OS 将会检测到数据包。 此外，Junos OS 还将在入口接口的筛选计
数器列表中记录该事件。
在此示例中，要配置 SYN 分段筛选以丢弃源于安全区段 zone1 的 SYN 数据包分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丢弃包含 SYN 分段的 IP 数据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筛选。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syn-frag tcp syn-frag

配置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1 screen syn-frag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statistics zone zone-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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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服务攻击
•

DoS 攻击概述 (第1107页)

•

防火墙 DoS 攻击 (第1107页)

•

网络 DoS 攻击 (第1114页)

•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 (第1133页)

DoS 攻击概述
拒绝服务 (DoS) 攻击的意图是用极大量的虚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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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DoS 攻击发自多个源地址，则称为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 通常，DoS 攻击中的源
地址是伪造的。 DDoS 攻击中的源地址可能是伪造的，也可能是用作发起攻击的“僵尸代理”的
受害主机的实际地址。
设备可以防御本身及其保护的资源不受 DoS 和 DDoS 攻击。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防火墙 DoS 攻击概述

•

第1115页上的网络 DoS 攻击概述

•

第1133页上的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概述

•

防火墙 DoS 攻击概述 (第1107页)

•

会话表泛滥攻击 (第1108页)

•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第1113页)

防火墙 DoS 攻击

防火墙 DoS 攻击概述
拒绝服务 (DoS) 攻击的意图是用极大量的虚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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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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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攻击者发现存在 Juniper Networks 防火墙，则可能会对该防火墙而不是受其保护的网络发
起 DoS 攻击。 成功的防火墙 DoS 攻击相当于对所保护网络的成功 DoS 攻击，因为这会阻止合
法信息流通过防火墙的尝试。
攻击者可能会使用会话表泛滥和 SYN-ACK-ACK 代理泛滥填满 Junos OS 的会话表，从而产生 Do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15页上的网络 DoS 攻击概述

•

第1133页上的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概述

•

第1108页上的了解会话表泛滥攻击

•

了解会话表泛滥攻击 (第1108页)

•

了解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第1108页)

•

示例：设置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第1109页)

•

了解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第1111页)

•

示例：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第1112页)

会话表泛滥攻击

了解会话表泛滥攻击
成功的 DoS 攻击利用大量密集的虚假模拟信息流耗尽受害者的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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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寻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填满受害者的会话表。
会话表填满时，主机就无法创建任何新会话，并开始丢弃新连接请求。 基于源的会话限制筛选选
项和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筛选选项有助于缓解此类攻击。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08页上的了解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

第1115页上的了解 SYN 泛滥攻击

•

第1113页上的了解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了解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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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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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1109页上的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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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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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连接尝试都始发自相同的源 IP 地址，能缓解填满
防火墙会话表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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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需要考虑填满所用的特定 Juniper Networks 平台的会话表所需的最大并发
会话数。 要查看会话表所支持的最大并发会话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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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会话数以及失败的会话分配数：
alloc 420/max 128000, alloc failed 0

基于源的最大会话数的缺省限值都是 128 个并发会话；可能需要调整该值，以适应网络环境和平
台的需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09页上的示例：设置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示例：设置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根据源 IP 限制会话数目。
•

要求 (第1109页)

•

概述 (第1109页)

•

配置 (第1110页)

•

验证 (第1111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限制 DMZ 中和 zone_a 中的任一服务器能发起的会话数目。 由于 DMZ 仅包
含 Web 服务器，它们都不应发起信息流，因此，将源会话限值设置为可能的最低值（即一个会
话）。 另一方面，zone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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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_a，将源会话限值设置为最多 80 个并发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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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limit-sessio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1
zones security-zone dmz screen 1-limit-session
screen ids-option 80-limit-sessio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80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a screen 80-limit-session

要配置基于源的会话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DMZ 区段的基于源 IP 的并发会话数。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limit-sessio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1

2.

设置 DMZ 安全区段的配置限制。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dmz screen 1-limit-session

3.

指定 zone_a 区段的基于源 IP 的并发会话数。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80-limit-session limit-session
source-ip-based 80

4.

设置 zone_a 安全区段的配置限制。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a screen 80-limit-sessio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limit-session、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limit-session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
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security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
换为了省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
ids-option 1-limit-session {
limit-session {
source-ip-based 1;
}
}
ids-option 80-limit-session {
limit-session {
source-ip-based 80;
}
}
...
security-zone dmz {
screen 1-limit-se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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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zone zone_a {
screen 80-limit-session;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第1111页)

验证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用途

验证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8页上的了解会话表泛滥攻击

•

第1108页上的了解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

第1112页上的示例：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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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猾的攻击者可能会发起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 在 DDoS 攻击中，恶意信息流
可来自上百个称为“僵尸代理”的主机，它们都处在攻击者的秘密控制下。 除了 SYN、UDP 和
ICMP 泛滥检测以及防护筛选选项以外，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可以确保 Junos OS 设备只允许
可接受数目的并发连接请求到达任一主机（不管来源是什么）。 见第1112页上的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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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分布式 DOS 攻击

基于目标的最大会话数的缺省限值是 128 个并发会话；可能需要调整该值，以适应网络环境和平
台的需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12页上的示例：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

第1108页上的了解基于源的会话限制

示例：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

要求 (第1112页)

•

概述 (第1112页)

•

配置 (第1113页)

•

验证 (第1113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限制到地址为 1.2.2.5 的 Web 服务器的信息流数量。 该服务器在 DMZ 中。 该
示例假设，在观察了一个月从外部区段到此服务器的信息流之后，您确定该服务器接收的平均并
发会话数为 2000。 您也将新会话限制设置为 2000 个并发会话。 虽然信息流峰值有时可能会超
出该限制，但该示例假设您选择了防火墙安全性优先于偶尔出现的服务器不可访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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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并发会话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2000-limit-session limit-session
destination-ip-based 2000

设置外部区段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_zone screen 2000-limit-session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2000-limit-session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11页上的了解基于目标的会话限制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

了解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第1113页)

•

示例：防御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第1114页)

了解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认证用户发起 Telnet 或 FTP 连接时，会将 SYN 片段发送到 Telnet 或 FTP 服务器。 Junos
OS 将拦截 SYN 片段，在其会话表中创建一个条目，并代发一个 SYN-ACK 片段给用户。 然后，
用户用 ACK 片段回复。 至此完成初始三方握手。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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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防火墙会话表可能会填满，到达设备开
始丢弃合法连接请求的状态。
为了防止这种攻击，可以启用 SYN-ACK-ACK 代理保护筛选选项。 在来自相同 IP 地址的连接数
目达到 SYN-ACK-ACK 代理阈值后，Junos OS 将拒绝来自该 IP 地址的其他连接请求。 在缺省情
况下，来自任何单个 IP 地址的连接数目阈值都是 512。 您可以更改此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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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14页上的示例：防御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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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防御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防御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

要求 (第1114页)

•

概述 (第1114页)

•

配置 (第1114页)

•

验证 (第1114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针对 SYN-ACK-ACK 代理泛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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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防御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源会话限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syn-ack-ack-proxy tcp syn-ack-ack-proxy
threshold 1000

设置区段筛选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1000-syn-ack-ack-prox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syn-ack-ack-proxy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13页上的了解 SYN-ACK-ACK 代理泛滥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网络 DoS 攻击概述 (第1115页)

•

SYN 泛滥攻击 (第1115页)

•

SYN Cookie 保护 (第1125页)

网络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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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MP 泛滥保护 (第1127页)

•

UDP 泛滥攻击 (第1129页)

•

陆地攻击 (第1131页)

网络 DoS 攻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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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泛滥攻击目标，
或者用压倒性数目的 SYN 片段泛滥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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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设备
或服务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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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第1107页上的防火墙 DoS 攻击概述

•

第1133页上的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SYN 泛滥攻击 (第1115页)

•

示例：启用 SYN 泛滥保护 (第1119页)

•

配置 SYN 泛滥保护选项（CLI 过程） (第1120页)

•

示例：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第1120页)

SYN 泛滥攻击

了解 SYN 泛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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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称为 三方握手的三方数据包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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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或不可访问的地址）的 SYN 片段塞满某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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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 IP
地址，所以它们不会得到响应并最终超时。 见第1116页上的图86。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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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SYN 泛滥攻击

通过用无法完成的 TCP 连接泛滥攻击主机，攻击者最后填满受害者的内存缓冲区。 当该缓冲区
填满后，主机就无法再处理新的 TCP 连接请求。 泛滥甚至可能会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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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SYN 泛滥保护 (第1116页)

•

SYN 泛滥选项 (第1118页)

SYN 泛滥保护
Junos OS 可以对每秒钟允许通过防火墙的 SYN 片段数加以限制。 可以将目标地址和端口、仅目
标地址或仅源地址上的攻击阈值作为基础。 每秒的 SYN 片段数超过这些阈值之一时，Junos OS
开始代理发送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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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1117页上的图87 中，SYN 攻击
阈值已超出，Junos OS 已开始代理 SYN 片段。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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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代理 SYN 片段

在第1117页上的图88 中，通过代理连接的队列已完全填满，Junos OS 正在丢弃新的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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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丢弃新的 SYN 片段

当代理队列下降到最大限值以下时，设备开始接收新 SYN 数据包。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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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代理超过设定阈值的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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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 泛滥选项
可以设置下列参数来代理未完成的 TCP 连接请求：
•

攻击阈值—此选项可用于设置激活 SYN 代理机制所需的每秒钟发向相同目标地址的 SYN 片段
数（即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片段数）。 虽然可以将该阈值设置为任意值，但仍需要了解站
点正常的信息流模式，以便为其设置适当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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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该阈值设为 30,000/秒。 如果是一个通常每秒会收到 20
个 SYN 片段的小站点，则可将该阈值设为 40。

•

报警阈值—此选项可用于设置每秒钟代理的半完成 TCP 连接请求数，在达到该数目后 Junos
OS 将在事件日志中加入一条报警。 当每秒钟代理的发向相同目标地址的半完成连接请求数超
过该值时，为报警阈值设置的值就会触发报警。 例如，如果 SYN 攻击阈值设为每秒 2000 个
SYN 片段且报警阈值为 1000，则每秒钟发往相同目标地址的 SYN 片段总数必须达到 1000 时，
才会触发报警将其写入日志。
当发向相同目标地址的每个 SYN 片段超过报警阈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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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目指出在超过报警阈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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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源阈值—此选项可用于指定在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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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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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SYN 泛滥时使用的检测参数
不相同。 当设置 SYN 攻击阈值和源阈值时，就会让基本的 SYN 泛滥保护机制和基于源的 SYN
泛滥跟踪机制都生效。

•

目标阈值—此选项用于指定在 Junos OS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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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来设置阈值（不管目标端口号是什么）。
当设置 SYN 攻击阈值和目标阈值时，就会让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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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考虑以下情况：Junos OS 拥有一些策略，允许向同一台服务器发
送 FTP 请求（端口 21）和 HTTP 请求（端口 80）。 如果 SYN 泛滥攻击阈值是每秒 1000 个
数据包 (pps)，且攻击者每秒发送 999 个 FTP 数据包和 999 个 HTTP 数据包，则任一组（拥
有相同目标地址和端口号的数据包定义为一组）数据包都不会激活 SYN 代理机制。 基本 SYN
泛滥攻击机制跟踪目标地址和端口号，且每组数据包都未超过 1000 pps 的攻击阈值。 但是，
如果目标阈值是 1000 pps，则 Junos OS 将拥有相同目标地址的 FTP 和 HTTP 数据包看作是
单个组的成员，并拒绝发往该目标的第 1001 个数据包（FTP 或 HTTP）。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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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时—此选项可用于设置丢弃队列中完成一半的连接之前的最长时间。 缺省值为 20 秒，可以
将该超时值设置为 0–50 秒。 可以试着缩短超时值，直到发现在正常的信息流条件下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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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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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9页上的示例：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第1120页上的配置 SYN 泛滥保护选项（CLI 过程）

•

第1120页上的示例：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示例：启用 SYN 泛滥保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要求 (第1119页)

•

概述 (第1119页)

•

配置 (第1119页)

•

验证 (第1119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zone-syn-flood 保护筛选选项，并将超时值设置为 20。 此外，还将指定
可能发起泛滥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SYN 泛滥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筛选对象名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syn-flood tcp syn-flood timeout 20

设置区段筛选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zone-syn-floo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syn-flood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15页上的了解 SYN 泛滥攻击

•

第1120页上的配置 SYN 泛滥保护选项（CLI 过程）

•

第1120页上的示例：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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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YN 泛滥保护选项（CLI 过程）
要设置 syn-flood 参数，请使用以下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creen
screen
screen
screen
screen

zone-syn-flood
zone-syn-flood
zone-syn-flood
zone-syn-flood
zone-syn-flood

tcp
tcp
tcp
tcp
tcp

syn-flood
syn-flood
syn-flood
syn-flood
syn-flood

attack-threshold number
alarm-threshold number
source-threshold number
destination-threshold number
timeout number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15页上的了解 SYN 泛滥攻击

•

第1119页上的示例：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第1120页上的示例：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示例：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为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要求 (第1120页)

•

概述 (第1120页)

•

配置 (第1122页)

•

验证 (第1125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为外部区段启用 SYN 泛滥保护筛选选项保护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使其
免受发自外部区段的 SYN 泛滥攻击。

注意: 我们建议增加 Junos OS 提供的 SYN 泛滥保护，在每个 Web 服务器上都提供
设备级的 SYN 泛滥保护。 在此示例中，Web 服务器运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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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9: 设备级 SYN 泛滥保护
ethernet3
1.1.1.1/24

ethernet2
1.2.2.1/24

Webservers
1.2.2.10

Untrust Zone
Security Device

1.2.2.20
DMZ Zone

Internet
HTTP

1.2.2.30

SYN
1.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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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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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可以
花一周时间在 ethernet3（绑定到 zone_external 的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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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服务器的平均新连接请求数：250 个/秒

•

每个服务器的平均峰值新连接请求数：500 个/秒

注意: 嗅探器是一种网络分析设备，可以捕获其连接的网段上的数据包。 大多数嗅探
器都允许定义过滤器，以便仅收集感兴趣的信息流类型。 可以在以后查看和评估累积
的信息。 在此示例中，需要嗅探器收集所有设置了 SYN 标志的 TCP 数据包，这些数
据包到达 ethernet3，并发送到 DMZ 中的四个 Web 服务器之一。 可能需要继续定期
运行嗅探器，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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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表明需要对各种阈值进行调整。

根据此信息，为 zone_external 设置下列 SYN 泛滥保护参数（如第1121页上的表130 中所示）。

表130: SYN 泛滥保护参数
参数

值

每个值的理由

攻击阈值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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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起，设备开始将连接请求代发到该地址和端口号。）

报警阈值

250 pps

如果设备在一秒钟内代理了 251 个新连接请求，就会在事件日志中写入一个报警条
目。 通过设置稍高于攻击阈值的报警阈值，可以避免为仅略超过攻击阈值的信息流
峰值写入报警条目。

源阈值

25 pps

如果设置了源阈值，不管目标地址和端口号是什么，设备都将跟踪 SYN 数据包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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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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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此阈值的连接请求是
不寻常的，并为设备执行其代理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请注意，25 pps 是攻
击阈值 625 pps 的 1/25。）
如果设备跟踪来自相同源 IP 地址的 25 个 SYN 数据包，则从第 26 个数据包开
始，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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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SYN 数
据包。

目标阈值

0 pps

如果设置了目标阈值，则设备仅执行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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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流往其他目标端
口号的信息流到达它们—因此，设置另一个目标阈值并不能增加优势。

超时

20 秒

缺省值 20 秒是保持未完成连接请求的合理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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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2.1/24
set interfaces fe-1/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external interfaces fe-1/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1 1.2.2.10/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2 1.2.2.20/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3 1.2.2.30/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4 1.2.2.40/3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web_servers address
ws1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web_servers address
ws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web_servers address
ws3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web_servers address
ws4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to-zone zone_dmz policy id_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web_servers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to-zone zone_dmz policy id_1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tcp syn-flood alarm-threshold 250
attack-threshold 625 source-threshold 25 timeout 2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external screen zone_external-syn-flood

分步过程

要配置 SYN 泛滥保护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接口。
[edi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2.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2.1/24
interfaces fe-1/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interfaces ge-0/0/0.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external interfaces fe-1/0/0.0

定义地址。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1.2.2.10/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1.2.2.20/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1.2.2.30/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1.2.2.40/3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web_servers address ws1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web_servers address ws2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web_servers address ws3

1122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1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2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3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 ws4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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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dmz address-book address-set
web_servers address ws4
3.

配置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id_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id_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web_servers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id_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id_1 then permit

4.

to-zone zone_dmz policy
to-zone zone_dmz policy
to-zone zone_dmz policy
to-zone zone_dmz policy

配置筛选选项。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alarm-threshold 250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attack-threshold 625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source-threshold 25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timeout 2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_external screen
zone_external-syn-flood

结果

tcp syn-flood
tcp syn-flood
tcp syn-flood
tcp syn-flood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scree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
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2.2.1/24;
}
}
}
fe-1/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zo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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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zone zone_dmz {
address-book {
address ws1 1.2.2.10/32;
address ws2 1.2.2.20/32;
address ws3 1.2.2.30/32;
address ws4 1.2.2.40/32;
address-set web_servers {
address ws1;
address ws2;
address ws3;
address ws4;
}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zone_external {
screen zone_external-syn-flood;
interfaces {
fe-1/0/0.0;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_external to-zone zone_dmz {
policy id_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web_servers;
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screen
...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
tcp {
syn-flood {
alarm-threshold 250;
attack-threshold 625;
source-threshold 25;
timeout 20;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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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对 DMZ 中 Web 服务器的 SYN 泛滥保护 (第1125页)

验证对 DMZ 中 Web 服务器的 SYN 泛滥保护
用途

验证对 DMZ 中 Web 服务器的 SYN 泛滥保护。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show security zones、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zone_external-syn-flood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15页上的了解 SYN 泛滥攻击

•

第1119页上的示例：启用 SYN 泛滥保护

•

第1120页上的配置 SYN 泛滥保护选项（CLI 过程）

•

了解 SYN Cookie 保护 (第1125页)

•

示例：启用 SYN Cookie 保护 (第1126页)

SYN Cookie 保护

了解 SYN Cookie 保护
SYN Cookie 是一种无状态的 SYN 代理机制，可与针对 SYN 泛滥攻击的其他防御功能配合使用。
跟使用传统的 SYN 代理一样，SYN cookie 会在超出 SYN 泛滥攻击阈值时激活。 但是，因为 SYN
cookie 是无状态的，它不设置会话或策略和在收到 SYN 片段时路由查找；它不维护任何连接请
求队列。 这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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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 Junos OS 上启用了 SYN cookie，并且 SYN cookie 成了目标服务器的 TCP 协商代理，
则 SYN cookie 将使用含有加密 cookie 的 SYN/ACK 作为其初始序列号 (ISN) 来响应每个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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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的 ISN
的 MD5 散列。 发送 cookie 后，Junos OS 将丢弃原始 SYN 数据包，并将计算出的 cookie 从
内存中删除。 如果未对包含 cookie 的数据包做出任何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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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进行响应，则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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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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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收到来自该服务器的 SYN/ACK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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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通过使用 SYN cookie 或 SYN 代理，SRX 系列设备可以保护其后面的 TCP 服
务器免受 IPv6 流中的 SYN 泛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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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6页上的图90 展示了当 SYN cookie 在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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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SYN Cookie 活动时建立连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26页上的示例：启用 SYN Cookie 保护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启用 SYN Cookie 保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启用 SYN Cookie 保护。
•

要求 (第1126页)

•

概述 (第1127页)

•

配置 (第1127页)

•

验证 (第1127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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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要将 external-syn-flood 超时值设置为 20，将外部筛选的安全区段设置为
external-syn-flood。 此外，还要将保护模式设置为 syn-cookie。

注意: SYN Cookie 功能只能检测和防御虚假 SYN 泛滥攻击，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对
受 Junos OS 保护的主机的负面影响。 如果攻击者使用合法的 IP 源地址而不是伪造
的 IP 源，则 SYN Cookie 机制不会停止攻击。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SYN Cookie 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external-syn-flood 超时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external-syn-flood tcp syn-flood timeout
20

设置外部筛选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 screen external-syn-flood

设置保护模式。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flow syn-flood-protection-mode syn-cooki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external-syn-flood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25页上的了解 SYN Cookie 保护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ICMP 泛滥攻击 (第1127页)

•

示例：启用 ICMP 泛滥保护 (第1128页)

ICMP 泛滥保护

了解 ICMP 泛滥攻击
ICMP 泛滥通常发生在以下情况下：ICMP 回应请求用很多请求使得受害者超负荷运行，以至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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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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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流模式下生成的 ICMP 消息现在的速率被限制为每 10 秒 20 条消息。 这种
速率限制是按 CPU 计算的。

如果启用 ICMP 泛滥保护功能，则可设置一个阈值；一旦超过此值，就会调用 ICMP 泛滥攻击保
护功能。 （缺省的阈值为每秒 1000 个数据包。）如果超过了该阈值，Junos OS 在该秒余下的
时间和下一秒内会忽略其他 ICMP 回应请求。 见第1128页上的图91。

注意: ICMP 泛滥可以包括任何类型的 ICMP 消息。 因此，Junos OS 会监控所有 ICMP
消息类型，而不只是回应请求。

图91: ICMP 泛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28页上的示例：启用 ICMP 泛滥保护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启用 ICMP 泛滥保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启用 ICMP 泛滥保护。
•

要求 (第1128页)

•

概述 (第1129页)

•

配置 (第1129页)

•

验证 (第1129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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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ICMP 泛滥保护。 该值的单位是每秒的 ICMP 数据包数 (pps)。 缺省值为
1000 pps。 还将指定可能发起泛滥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ICMP 泛滥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ICMP 泛滥阈值。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icmp-flood icmp flood threshold 1000

设置区段筛选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1000-icmp-floo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icmp-flood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27页上的了解 ICMP 泛滥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UDP 泛滥攻击 (第1129页)

•

示例：启用 UDP 泛滥保护 (第1130页)

UDP 泛滥攻击

了解 UDP 泛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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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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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 UDP 泛滥保护功能，则可设置一个阈值，一旦超过此阈值就会调用 UDP 泛滥攻击保护
功能。 （缺省阈值为每秒 1000 个数据包 (pps)。）如果从一个或多个源向单个目标和 UDP 端
口发送的 UDP 数据报数超过了此阈值，Junos OS 在该秒余下的时间和下一秒内会忽略其他到该
目标和端口的 UDP 数据报。 见第1130页上的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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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UDP 泛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0页上的示例：启用 UDP 泛滥保护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启用 UDP 泛滥保护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启用 UDP 泛滥保护。
•

要求 (第1130页)

•

概述 (第1130页)

•

配置 (第1130页)

•

验证 (第1131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UDP 泛滥保护。 该值的单位是每秒的 UDP 数据包数 (pps)。 缺省值为
1000 pps。 还将指定可能发起泛滥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UDP 泛滥保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UDP 泛滥阈值。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udp-flood udp flood threshold 1000

2.

1130

设置外部筛选的安全区段。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四十三章: 拒绝服务攻击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external screen 1000-udp-floo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1000-udp-flood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29页上的了解 UDP 泛滥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了解陆地攻击 (第1131页)

•

示例：防御陆地攻击 (第1132页)

陆地攻击

了解陆地攻击
陆地攻击结合了 SYN 攻击和 IP 欺骗；当攻击者发送含有受害方 IP 地址的伪造 SYN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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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来进行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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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 见第1131页上的图93。

图93: 陆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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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筛选选项以阻止陆地攻击，Junos OS 会将 SYN 泛滥防御和 IP 欺骗保护的元素结合起
来，以检测和阻止这种性质的任何企图。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2页上的示例：防御陆地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防御陆地攻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防御陆地攻击。
•

要求 (第1132页)

•

概述 (第1132页)

•

配置 (第1132页)

•

验证 (第1132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启用陆地攻击防御。 在此示例中，将设置安全筛选对象名称 land，并设置安
全区段 zone。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陆地攻击防御，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筛选对象名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land tcp land

设置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lan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land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113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1页上的了解陆地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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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
•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概述 (第1133页)

•

Ping of Death 攻击 (第1133页)

•

Teardrop 攻击 (第1135页)

•

WinNuke 攻击 (第1136页)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概述
如果攻击者不仅识别了活动主机的 IP 地址和响应端口号，而且识别了其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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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杀手”的更“优雅”的攻击。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拒绝服务 (DoS) 攻击（包括 Ping of Death 攻击、Teardrop 攻击和 WinNuke
攻击）可以用最少的力量让系统瘫痪。 如果 Junos OS 保护的是易受这些攻击的主机，则可配置
Junos OS 以检测这些攻击，并在其到达目标之前阻止它们。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3页上的了解 Ping of Death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Ping of Death 攻击 (第1133页)

•

示例：防御 Ping of Death 攻击 (第1134页)

Ping of Death 攻击

了解 Ping of Death 攻击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如 ping of death 攻击）可以用最少的力量让系统瘫痪。
允许的最大 IP 数据包长度是 65,535 字节，其中包括长度通常为 20 字节的数据包包头。 ICMP
回应请求是一个含 8 字节伪包头的 IP 数据包。 因此，ICMP 回应请求的数据区的最大长度是
65,507 字节 (65,535 - 20 - 8 = 65,507)。
但是，许多 ping 实现方案允许用户指定大于 65,507 字节的数据包大小。 过大的 ICMP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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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 Ping of Death 筛选选项，那么，即使攻击者故意分段以隐藏总数据包大小，Junos OS
也会检测并拒绝这些过大的且不规则的数据包大小。 见第1133页上的图94。

注意: 有关 IP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RFC 791， 互联网协议。 有关 ICMP 规范的信
息，请参阅 RFC 792，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有关 Ping of Death 攻击的信息，请
访问 http://www.insecure.org/sploits/ping-o-death.html。

图94: Ping of Death
ERROR: Unresolved graphic fileref="zh_Hans/g030609.gif" not found in
"//cmsxml/default/main/supplemental/STAGING/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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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4页上的示例：防御 Ping of Death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防御 Ping of Death 攻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防御 Ping of Death 攻击。
•

要求 (第1134页)

•

概述 (第1134页)

•

配置 (第1134页)

•

验证 (第1134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Ping of Death 攻击防御，并指定发起攻击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Ping of Death 攻击防御，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筛选对象名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ping-death icmp ping-death

设置区段筛选的安全区段。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ping-death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ping-death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113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3页上的了解 Ping of Death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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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drop 攻击
•

了解 Teardrop 攻击 (第1135页)

•

示例：防御 Teardrop 攻击 (第1136页)

了解 Teardrop 攻击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如 Teardrop 攻击）可以用最少的力量让系统瘫痪。
Teardrop 攻击利用了 IP 数据包片段的重组。 在 IP 包头中，有一个分段偏移字段，它表示分
段数据包中包含的数据相对于原始未分段数据包数据的开始位置（即偏移）。 见第1135页上的图
95。

图95: Teardrop 攻击

当一个分段数据包的偏移值与大小之和不同于下一分段数据包时，数据包会发生重叠，并且服务
器尝试重新组合数据包时会引起系统崩溃，当服务器运行的是包含这种漏洞的旧版操作系统时更
是如此。 见第1135页上的图96。

图96: 片段差异

在启用 Teardrop 攻击筛选选项后，只要 Junos OS 在分段数据包中检测到这种差异，就会将其
丢弃。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6页上的示例：防御 Teardrop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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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防御 Teardrop 攻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防御 Teardrop 攻击。
•

要求 (第1136页)

•

概述 (第1136页)

•

配置 (第1136页)

•

验证 (第1136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Teardrop 攻击防御，并指定发起攻击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Teardrop 攻击防御，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筛选名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tear-drop ip tear-drop

将筛选与安全区段关联。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tear-drop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tear-drop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5页上的了解 Teardrop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

了解 WinNuke 攻击 (第1136页)

•

示例：防御 WinNuke 攻击 (第1137页)

WinNuke 攻击

了解 WinNuke 攻击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DoS 攻击（如 WinNuke 攻击）可以用最少的力量让系统瘫痪。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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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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给具有已建立连接的主机（请参阅第
1137页上的图97）。 这样就产生 NetBIOS 片段重叠，从而导致运行 Windows 的众多机器崩溃。
重新启动受攻击的机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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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WinNuke 攻击指示器

如果启用 WinNuke 攻击防御筛选选项，则 Junos OS 将扫描所有内向 Microsoft NetBIOS 会话
服务（端口 139）数据包。 如果 Junos OS 观察到其中一个数据包中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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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其已阻止了一次 WinNuke 攻击企图。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7页上的示例：防御 WinNuke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示例：防御 WinNuke 攻击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防御 WinNuke 攻击。
•

要求 (第1137页)

•

概述 (第1138页)

•

配置 (第1138页)

•

验证 (第1138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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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启用 WinNuke 攻击防御，并指定发起攻击的区段。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WinNuke 攻击防御，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筛选名称。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winnuke tcp winnuke

将筛选与安全区段关联。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zone screen winnuk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screen ids-option winnuke 和 show
security zones 命令。
相关主题

113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36页上的了解 WinNuke 攻击

•

第1107页上的DoS 攻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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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应用标识
•

Junos OS 应用标识 (第1141页)

•

应用防火墙 (第1167页)

•

AppTrack 应用跟踪 (第1177页)

•

应用服务质量 (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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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Junos OS 应用标识
•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第1141页)

•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第1142页)

•

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 (第1145页)

•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特征定义 (第1147页)

•

Junos OS 应用标识中的应用组支持 (第1156页)

•

应用系统缓存 (第1160页)

•

内存和会话限制 (第1163页)

•

启发式检测加密的 P2P 应用 (第1165页)

•

禁用 Junos OS 应用标识（CLI 过程） (第1165页)

•

Onbox 应用标识统计信息 (第1166页)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Juniper Networks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的应用特征，用于检测非标准端口上运行的传输控制协议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应用。 标识应用可带来以下好处：
•

可以使用 AppTrack 跟踪和报告通过设备的应用。

•

允许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将相应的攻击对象应用于在非标准端口上运行的应用。

•

在不使用解码器的情况下缩小应用的攻击特征范围，从而提高性能。

•

可以使用 AppFW 创建基于应用的规则和防火墙。

•

通过使用 AppQoS，提供基于应用感知的服务质量优先化。

应用特征通过匹配会话前几个数据包中的模式来标识应用。 应用标识模块可以匹配客户端到服务
器以及服务器到客户端会话的模式。
缺省情况下应用标识处于启用状态，并且会在配置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AppFW、AppQoS 或
AppTrack 时自动打开。 但是，在策略规则中指定应用时，将禁用应用标识，并根据指定的应用
来应用攻击对象。 这种特定的应用配置会覆盖自动标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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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 Junos OS 预定义应用特征程序包的更新由独立许可的预订服务授权。 必须
在设备上安装应用标识应用特征更新许可密钥，才能下载和安装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特征数据库更新。 许可密钥到期时，可以继续使用本地存储的应用特征文件包
内容，但不能更新该文件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第792页上的示例：配置 IDP 应用和服务

•

第851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标识

•

第1177页上的了解 AppTrack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第114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

第765页上的IDP 策略概述

•

第852页上的了解 IDP 服务和按攻击对象绑定应用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第1142页)

•

手动更新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CLI 过程） (第1143页)

•

验证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 (第1144页)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Juniper Networks 会定期更新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文件包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
提供给用户。 此文件包中包含了一些已知应用对象的特征定义；这些对象可用于标识应用以进行
跟踪，用于防火墙策略、服务质量优先化以及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该数据库包含 FTP 和 DNS
之类的应用对象，以及通过 HTTP 协议运行的嵌套应用，如 Facebook、Kazaa 以及许多即时消息
程序。
在配置应用标识、应用防火墙策略或 AppTrack 之前，需要下载并安装应用特征文件包。 应用特
征文件包直接包括在 IDP 安装中，不需要单独下载。
•

如果您启用了 IDP 并计划使用应用标识，则可继续运行 IDP 特征数据库下载。 要下载 IDP
特征数据库，请运行以下命令：request security idp security-package download。 可以手动
下载应用文件包，也可以自动下载。

注意: 如果您有启用了 IDP 的设备并计划使用应用标识，建议仅下载 IDP 特征数
据库。 这将避免拥有可能不同步的两个版本的应用数据库。

•

1142

如果未启用 IDP 并计划使用应用标识，则可运行以下命令：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ownload 和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install。 这些命令将提取 IDP 特征数据库的应用部分，并将其安装为应用特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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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手动下载，也可以自动下载。 手动下载提取的文件包时，可以更改下载 URL。

注意: Junos OS 应用特征文件包更新是单独许可的预订服务。 必须在设备上安装
应用特征文件包更新许可密钥，才能下载和安装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特征数
据库更新。 许可密钥到期时，可以继续使用本地存储的应用特征文件包内容，但不
能更新该文件包。

下载并安装了应用特征文件包之后，请使用 CLI 命令下载并安装数据库更新，以便查看摘要和详
细的应用信息，以及创建定制应用特征和定制应用特征组。
可以从应用特征数据库中复制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或应用特征组，然后将其用作模板来创建定制特
征或特征组。 所有预定义的 Juniper 应用特征都有前缀 junos，因此请确保不要将 junos 用于
定制特征或特征组名称。

注意: 安装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文件包时，不会移除任何已创建的定制应用特征或特征
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第114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

第835页上的了解 IDP 特征数据库。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

示例：自动更新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

手动更新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CLI 过程）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Juniper Networks 会定期更新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文件包数据库，并在 Juniper Networks 网站上
提供给用户。 此文件包包括了可用于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应用防火墙策略和 AppTrack 以匹
配信息流的应用对象。
本主题将介绍如何下载应用特征文件包，创建策略并将其标识为活动策略。
1. 要手动下载应用文件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ownload
•

要下载特征版本的应用文件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ownload version version-number

•

要在配置模式下更改应用文件包的下载 URL，请执行以下操作：
[edit]
user@host#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ownload url URL or Fil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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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更改了下载 URL，并且希望保留更改，请确保执行提交操作。

2. 要查看下载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ownload status

成功下载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Application package xxxx is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系统日志也会显示下载的结果。
3. 要安装下载的应用文件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install

应用文件包安装在设备上的应用特征数据库中。
•

要安装应用文件包，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ninstall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示例：自动更新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

验证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
用途

成功下载并安装了应用文件包之后，请使用以下命令查看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文件包内容。

操作

•

查看当前版本的应用文件包：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version
Application package version: 1608

•

查看有关已安装的应用特征的摘要或详细信息。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detail junos:FTP
Application Name: junos:FTP
Application type: FTP
Description: This signature detects the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which provides facilities
for transferring files to and from remote computer systems.
It usually runs on TCP port 21.
Application ID: 63
Disabled: No
Number of Parent Group(s): 1
Application Groups:
junos:file-server
Application Tags:
characteristic
: Supports File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 Known Vulnerabilities
characteristic
: Capable of Tunneling
risk
: 3
category
: FILE-SERVER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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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Mapping:
Default ports: TCP/21
Signature:
Port range: TCP/0-24,26-65535
Client-to-server
DFA Pattern:
\[(USER|STAT|PORT|CHMOD|ACCOUNT|BYE|ASCII|GLOB|HELP|AUTH|SYST|QUIT|STOR|PASV|CWD|PWD|MDTM|FEAT|OPTS)\](\s|\x0d
0a\x|\x0a\x).*
Regex Pattern: None
Server-to-client
DFA Pattern: (220|230|331|530)[\s\-].*
Regex Pattern: None
Minimum data client-to-server: 8
Minimum data server-to-client: 8
Order: 71
•

查看有关预定义的应用特征组的摘要或详细信息。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summary
Application Group(s): 24
Application Groups
my:enterprise
junos:enterprise:voip
junos:peer-to-peer:voip
junos:peer-to-peer:chat
junos:peer-to-peer:file-sharing
...

相关主题

Disabled
No
No
No
No
No

ID
32770
25
24
23
2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示例：自动更新 Junos OS 应用标识提取的应用文件包

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
•

了解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 (第1145页)

•

为嵌套应用激活 Junos OS 应用标识（CLI 过程） (第1146页)

•

了解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增强功能 (第1146页)

了解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
增加使用应用协议封装要求对在相同的第 7 层协议上运行的多个应用进行标识。 例如，Facebook
和 Yahoo Messenger 之类的应用均可通过 HTTP 运行，但是需要将其识别为在同一个第 7 层协
议上运行的两个不同应用。 为此，当前的应用标识层被拆分成两个层：第 7 层嵌套应用和第 7
层协议。
已经创建了包含在内的预定义应用特征来检测第 7 层嵌套应用，而现有的第 7 层协议特征（如
FTP 和 HTTP）则仍以相同的方式运行。 可在攻击对象中使用这些预定义的应用特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激活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标识（CLI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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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为嵌套应用激活 Junos OS 应用标识（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会启用嵌套应用的应用标识。 可以使用 CLI 手动将其关闭。
•

要禁用嵌套应用标识，请设置 no-nested-application 选项。
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settings
no-nested-application

•

要重新启用嵌套应用标识，请删除 no-nested-application 选项。
user@host# delete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settings
no-nested-application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提交此配置更改。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854页上的了解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标识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了解嵌套应用的 Junos OS 应用标识增强功能
嵌套应用标识模块根据 HTTP 环境中的模式来检测嵌套应用。 但是，有些 HTTP 会话采用了 TLS
和 SSL 加密。
应用标识也可以从 TLS 或 SSL 会话中提取服务器名称信息或服务器证书。 应用程序标识检测功
能根据提取的服务器名称信息识别嵌套应用，并根据服务器名称生成特定于服务的环境。

注意: 可以定义复合特征，在同一个 TLS 会话环境上有多个成员。 嵌套应用复合特
征所作用的第 7 层协议与 IDP 复合特征相同。 因此，成员属于相同的第 7 层协议。

相同的应用可在 HTTP 和 TLS 会话上运行。 为了识别采用两种协议的应用，可以定义两个嵌套
应用特征，指定相同的嵌套应用和不同的第 7 层协议。 应用标识可将它们识别为相同的应用。
例如，如果依据 HTTP 和 TLS 协议定义了 Facebook，并且信息流包含在相应环境中定义的特征
模式，则应用标识会将 HTTP 会话和 TLS 会话报告为 Facebook 应用。
相关主题

114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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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特征定义
•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第1147页)

•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第1150页)

•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第1152页)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应用标识支持用户定义的定制应用特征、嵌套应用特征以及特征组。 定制应用特征是您的环境中
所特有的，不属于预定义应用文件包。 在更新或卸载应用文件包时，不会修改或移除定制特征或
特征组。

注意: 如果有任何活动的安全策略、定制应用特征或特征组引用了 Junos OS 配置中
的预定义应用特征或特征组，则卸载操作将失败。

要创建定制应用特征，请使用 CLI 指定名称、应用运行的协议和端口、特征模式以及匹配标准。
为方便使用，请复制一个类似的预定义应用特征或特征组，然后修改相应的特性，使其标识在您
的环境中运行的唯一应用。
可以通过使用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和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命令查看应用特征和应用特征组。
可以通过输入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copy 或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copy 命令复制预定义的应用特征或特征组，将其用
作模型。 使用此命令时，复制的副本会自动命名，前缀 junos 会替换成前缀 my。 （junos 前
缀是预定义应用特征和特征组的保留前缀。）同一个预定义应用特征和特征组只能复制一次。 不
允许有重复的定制特征和特征组。 重命名您的定制应用特征或特征组，使其在您的环境中具有相
应的唯一名称。
与预定义特征和特征组不同，定制应用特征和特征组保存在配置层次结构中，而不是在预定义的
应用特征数据库中。 定制应用特征和特征组位于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层次
结构中。 嵌套应用的定制应用特征位于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层次结构中。
预定义特征中的 ID 和顺序字段在复制时会被清除。 提交特征或特征组配置更改时，会自动生成
新条目。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定制应用定义 (第1147页)

•

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第1149页)

定制应用定义
第1148页上的表131 列出并介绍了可用于创建定制应用特征的属性。 层次结构级别为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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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定制应用特征属性

属性

说明

application-name

定制应用特征或特征组的名称。 必须是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的唯一名称。 （必需）

特征属性
signature

定义用于模式匹配的应用特征属性。 （必需）

client-to-server

定义客户端到服务器方向的信息流的属性。
dfa-pattern：指定要为特征匹配的模式。 最大长度为 1023。 （可选）
regex：指定要为客户端到服务器信息流匹配的正则表达式。

insert-before

在模式匹配顺序中，使某个定制应用特征位于另一个指定应用特征之前。 为同一个会
话匹配多个模式时，序号最低的优先级最高。 如果不输入 insert-before <特征名称
>，则会将指定的定制特征插入到所有预定义特征之后。 顺序值是在每次特征更改时
内部生成的。
注意: 如果同一个会话有多个特征匹配，并且会话目标端口与特征的缺省端口之一匹
配，则端口号将优先于“insert-before”属性。
此外，以下条件也适用于安装和卸载操作：
•

在安装新的预定义特征文件包时，如果已将定制特征插入到预定义特征之前，但该
预定义特征在新下载中不存在，则安装操作将失败。 首先移除 insert-before <特
征名称>，重试安装操作，然后根据新的预定义特征文件包，在相应位置重新插入定
制特征。

•

在卸载预定义特征时，如果在某个预定义特征前插入了任何定制特征，请先移除
insert-before <特征名称>，否则卸载操作将失败。

请参阅第1148页上的表132，该表展示了如何使用 insert-before 属性对 Junos OS 配
置中的特征重新排序。
min-data

将应用于 dfa-pattern 的最少字节数或数据包数。 缺省值为 10；范围为 4 到 1024
（字节）。

port-range

缺省范围：TCP/0 到 65,535；UDP/0 到 65,535。 （可选）

server-to-client

定义服务器到客户端方向的信息流的属性。
dfa-pattern：指定要为特征匹配的模式。 最大长度为 1023。 （可选）
regex：指定要为服务器到客户端信息流匹配的正则表达式。

第1148页上的表132 展示了如何添加定制特征，以及如何使用 insert-before 属性为特征列表重新
排序。

表132: 使用 insert-before 属性为特征重新排序
特征

顺序

预定义特征 A

1

预定义特征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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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使用 insert-before 属性为特征重新排序 (续)
预定义特征 C

3

将定制特征 A 插入到预定义特征 B 之前：
预定义特征 A

1

定制特征 A

2

预定义特征 B

3

预定义特征 C

4

将定制特征 B 插入到定制特征 A 之前：
预定义特征 A

1

定制特征 B

2

定制特征 A

3

预定义特征 B

4

预定义特征 C

5

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第1149页上的表133 列出并介绍了可用于创建定制嵌套应用特征的属性。 层次结构级别为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name]。

表133:

定制嵌套应用特征属性

属性

说明

nested-application-name

定制嵌套应用特征的名称。 必须是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的唯一名称。 （必需）

protocol

将受监控以标识嵌套应用的协议。 支持 HTTP。

特征属性
signature name

定制嵌套应用特征的名称。 必须是最大长度为 32 个字符的唯一名称。 （必需）

chain-order

特征可以包含多个成员。 如果启用 chain-order，则将按顺序读取这些成员。 此选
项的缺省设置为 no chain order。 如果特征仅包含一个成员，则将忽略此选项。

insert-before

在模式匹配顺序中，使某个定制应用特征位于另一个指定应用特征之前。 有关此属性
的说明，请参阅第1148页上的表131。

maximum-transactions

应在进行匹配前发生的最大事务数。

member name

定义定制嵌套应用特征的成员名称。 定制特征可以包含多个定义应用属性的成员。
（成员名称范围为 m01 到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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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定制嵌套应用特征属性 (续)

属性

说明

context

定义特定于服务的环境，如 http-url。

direction

要应用模式匹配的数据包的连接方向。 其选项包括 any、client-to-server 或
server-to-client。

pattern

定义要在环境中匹配的 dfa 模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50页上的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用于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定制应用特征。
•

要求 (第1150页)

•

概述 (第1150页)

•

配置 (第1150页)

•

验证 (第1152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应用标识支持定制应用特征，以便在应用通过设备时对其进行检测。 在配置定制特征时，请确保
您的特征是唯一的。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一个应用特征 my-app。 此应用通过端口 6400 在 HTTP 协议上运行（该端
口在 TCP 端口范围 0 到 65,535 之内）。 您希望对双向的所有信息流的前两个数据包进行检
查，所用的 dfa 模式为 \xff\x[\xfa-\xff].*。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为了快速配置定制应用特征，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0–65535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fa-pattern \xff\x[\xfa-\xff].*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dfa-pattern \xff\x[\xfa-\xff].*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1150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port-range tcp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client-to-server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server-to-clien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min-dat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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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insert-before
facebook-access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定制应用特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定制应用的名称。 请不要使用 junos 前缀，因为此前缀是预定义应用特征的保留前
缀。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2.

设置特征信息，从特征端口范围开始。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port-range tcp 0–65535.

3.

设置特征 client-to-server dfa 模式。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client-to-server dfa-pattern
\xff\x[\xfa-\xff].*

4.

设置特征 server-to-client dfa 模式。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server-to-client dfa-pattern
\xff\x[\xfa-\xff].*

5.

设置特征最小数据值。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min-data 2

6.

根据需要，将要匹配的定制特征插入到配置中的另一个应用之前。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 my-HTTP signature insert-before junos:facebook-access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
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my-HTTP {
signature {
port-range {
tcp 0-65535;
}
client-to-server {
dfa-pattern "\xff\x[\xfa-\xff].*";
}
server-to-client {
dfa-pattern "\xff\x[\xfa-\xff].*";
}
min-data 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15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insert-before junos:facebook-access;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定制应用定义 (第1152页)

验证定制应用定义
用途

显示在设备上配置的预定义和定制应用特征以及设置。 请注意，预定义应用特征名称使用前缀
junos。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

第853页上的示例：为应用标识配置 IDP 策略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用于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定制嵌套应用特征。
•

要求 (第1152页)

•

概述 (第1152页)

•

配置 (第1154页)

•

验证 (第1155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概述
应用标识支持可检测 HTTP 应用中嵌套的应用的定制应用特征。 在配置定制应用特征时，请确保
您的规范是唯一的。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一个定制的嵌套应用特征 my-social-website-app。 它嵌套在 HTTP 中并与
特定的社交网站交互。
单一的特征规范 my-social-website-sig 定义用于标识 my-social-website-app 的搜索方法和
匹配标准。 仅需要检查客户端到服务器信息流的前三个事务以确定是否存在此嵌套应用。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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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特征成员 m01 中指定的标准，将检查 HTTP 包头的 http-header-host 部分是否与模式
".*(facebook\.com|fbcdn\.net)"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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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ember m01 context http-header-host pattern
".*(facebook\.com|fbcdn\.net)" direction client-to-server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aximum-transactions 3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protocol
HTTP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insert-before junos:facebook-access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创建定制的嵌套应用特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应用名称。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2. 设置协议。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protocol HTTP
3. 设置特征信息。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4. 为定义应用属性的特征创建一个成员 m01。 （成员名称范围为 m01 到 m16。）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ember m01
5. 设置要用于匹配应用的环境。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ember m01 context http-header-host
6. 设置要匹配的模式。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ember m01 dfa-pattern
".*(facebook\.com|fbcdn\.net)"
7. 设置匹配信息流的方向。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ember m01 direction client-to-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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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要搜索匹配项的最大事务数设置为 3。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maximum-transactions 3
9. 设置模式匹配顺序的 insert-before 特征名称。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 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insert-before junos:facebook-access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
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 my-social-website-app {
protocol HTTP;
signature my-social-website-sig:Social-Website-App {
member m01 {
context http-header-host;
dfa-pattern ".*(facebook\.com|fbcdn\.net)";
direction client-to-server;
}
maximum-transactions 3;
insert-before junos:facebook-access;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第1155页)

验证定制嵌套应用定义
用途

显示此设备的预定义和定制应用特征，以及嵌套应用特征。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7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定制应用定义

•

第1142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应用文件包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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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 OS 应用标识中的应用组支持
•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应用分组 (第1156页)

•

在 Junos OS 应用标识中启用应用组支持 (第1156页)

•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应用组 (第1157页)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应用分组
在 Junos OS 中，通过应用分组可以将多个应用组合到单个名称下，从而提高策略定义中的准确
性和一致性。 预定义和用户定义的应用可以分入一组。
应用组的层次结构就像是一个树形结构，关联的应用就像是叶节点。 any 组是指根节点。
unassigned 组始终距离根一个级别，并且最初包含所有应用。 定义一个组时，要将应用从
unassigned 组分配到新组中。 删除一个组时，会将其应用移回到 unassigned 组。
可以将应用分配到一个组，也可以留在 unassigned 组中，但不能将其分配到多个组。 对分配到
一个组中的应用数量没有具体限制，对可为一个设备配置的应用组数量也没有限制。
所有预定义的应用组的名称中都有前缀 junos，可防止与定制应用组发生命名冲突。 不能修改预
定义应用组中的应用列表。 但是，可以复制预定义应用组，将其用作模板创建定制应用组。
要定制预定义应用组，必须先禁用相应的预定义组。 请注意，禁用的预定义应用组在应用数据库
更新后仍将保持禁用状态。 随后，可以使用操作命令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复制禁用的预定义应用组。 复制的组放在配置文件中，前缀 junos 更改为 my。 此时可
以修改 my 应用组中的应用列表，并用唯一名称重命名该组。
要将应用从一个定制组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定制组，必须将应用从其当前的定制应用组中移除，然
后将其重新分配给其他定制组。
有关使用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在 Junos OS 应用标识中启用应用组支持
缺省情况下，所有应用组都处于启用状态。 预定义应用组是在安装时启用的。 定制应用组是在
创建时启用的。
•

对于预定义应用组，可以使用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命令禁用
和重新启用组。 不能删除预定义特征或特征组。
•

要禁用预定义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disable
predefined-application-group-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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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启用禁用的预定义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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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enable
predefined-application-group-nam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可以删除定制应用特征和特征组，可以将应用或应用组从定制应用组中移除。
要删除定制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user@host#delete application-group application-group-name

要从定制应用组中移除应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

user@host#delete application-group application-group-name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name

要从定制应用组中移除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user@host#delete application-group name application-group-name-A application-groups
application-group-name-B

以上命令可将 application-group-name-B 从 application-group-name-A 中移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示例：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应用组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用于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定制应用组。
•

要求 (第1157页)

•

概述 (第1157页)

•

配置 (第1158页)

要求
在开始操作之前，需要通过 IDP 或应用标识安全文件包安装完整的特征数据库。

概述
在 Junos OS 中，可利用应用标识在策略中将应用分组。 应用可以分组在预定义应用组和定制应
用组名下。 可以将整个预定义应用组作为 IDP 或应用标识安全文件包的一部分下载。 可以用一
组类似的应用创建定制应用组，以便在定义策略时保持重复使用的一致性。

注意: 不能修改在预定义应用组中定义的应用。 但是，可以使用操作命令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group group-name copy 复制预定义的应用组以
创建定制应用组，以及修改应用列表。 有关 reques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的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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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为应用组定义应用，从应用组中删除应用，以及将一个应用组包括在另一个应
用组中。

配置
•

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用户定义的应用组 (第1158页)

•

从用户定义的应用组中删除应用 (第1159页)

•

创建应用组的子应用组 (第1159页)

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用户定义的应用组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HTTP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FTP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GOPHER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AMAZON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DH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UDP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RACKER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应用标识的定制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定制应用组的名称。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2.

添加要包括在定制应用组中的应用列表。
[edit services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HTTP
junos:FTP
junos:GOPHER
junos:AMAZON

设置另一个定制应用组的名称。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4.

添加要包括在该组中的应用列表。
[edit services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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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DHT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ORRENT-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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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my_peer applications junos:BITTRACKER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
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group my_web {
junos:HTTP;
junos:FTP;
junos:GOPHER;
junos:AMAZON
}
application group my_peer {
junos:BITTORRENT;
junos:BITTORRENT-DHT;
junos:BITTORRENT-UDP;
junos:BITTRACKER;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从用户定义的应用组中删除应用
CLI 快速配置

为了快速地从用于应用标识的用户定义应用组中删除应用，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delete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AMAZON

分步过程

要从定制应用组中删除应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定制应用组中删除应用。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delete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s junos:AMAZON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
正。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my_web
application group my_web {
junos:HTTP;
junos:FTP;
junos:GOPHER;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创建应用组的子应用组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示例的此部分，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
要细节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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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p2p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p2p application-groups my_web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p2p application-groups my_peer

分步过程

要为定制应用组配置子应用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将在其中配置子应用组的定制应用组名称。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p2p

2.

添加子应用组。
[edi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p2p application-groups my_web
uer@host# set application-group p2p application-groups my_peer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
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p2p {
applications-groups {
my_web;
my_peer;
}
}
application group my_web {
junos:HTTP;
junos:FTP;
junos:GOPHER;
}
application group my_peer {
junos:BITTORRENT;
junos:BITTORRENT-DHT;
junos:BITTORRENT-UDP;
junos:BITTRACKER;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xref target has no title]

•

了解应用系统缓存 (第1161页)

•

停用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CLI 过程） (第1161页)

•

了解嵌套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 (第1162页)

应用系统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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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用嵌套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CLI 过程） (第1162页)

•

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第1162页)

了解应用系统缓存
应用系统缓存 (ASC) 保存应用类型与对应的目标 IP 地址、目标端口、协议类型和服务之间的映
射。
标识了应用后，应用的信息保存在 ASC 中，因此运行在特定系统上的应用仅需要一次模式匹配，
从而加快标识过程。
仅当匹配的特征同时包含 client-to-server 和 server-to-client 模式时，才会在 ASC 中保存
映射。 此过程可保护系统，阻止黑客通过合法的服务器端口发送恶意数据包（从而将该数据包解
释为不同的应用）进行的攻击。
缺省情况下，ASC 会将映射信息保存 3600 秒。 但是，可以使用 CLI 配置缓存超时值。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性能的影响，仅在传输控制协议 (TCP) 或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信息流
触发了缓存查找时，才更新应用系统缓存。 没有缓存查找时，ASC 中的条目即使在缓存超时后仍
保持不变。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停用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应用缓存处于启用状态。 可以使用 CLI 手动将此缓存功能禁用。
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o-application-system-cache

在 CLI 操作模式下对应用系统缓存 (ASC) 使用 show 命令时，应用缓存将列为 off。 请注意，
如果缓存包含来自以前的实现的数据，缓存的数据也会显示出来。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Application System Cache Configurations:
application-cache: on
nested-application-cache: on
cache-unknown-result: on
cache-entry-timeout: 3600 seconds
pic: 5/0
IP address: 1.1.1.1
Port: 80
Protocol: TCP
Application: HTTP:FACEBOOK-AP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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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嵌套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
为了提高性能，嵌套应用标识信息保存在应用系统缓存 (ASC) 中。 在标识了不同应用时，将更
新 ASC。 嵌套应用信息不缓存的唯一情况如下：

相关主题

•

嵌套应用标识禁用了应用系统缓存。

•

匹配的应用特征只有客户端到服务器成员。

•

没有见到事务的有效服务器到客户端响应。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攻击者发送无效的客户端到服
务器请求来毒害 ASC。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停用嵌套应用标识的应用系统缓存信息（CLI 过程）
缺省情况下会启用嵌套应用的缓存。 可以使用 CLI 手动将此缓存功能禁用。
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ested-application-settings
no-application-system-cache

在 CLI 操作模式下对应用系统缓存 (ASC) 使用 show 命令时，应用缓存和嵌套应用缓存都将列
为 off。 请注意，如果缓存包含来自以前的实现的数据，缓存的数据也会显示出来。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Application System Cache Configurations:
application-cache: on
nested-application-cache: on
cache-unknown-result: on
cache-entry-timeout: 3600 seconds
pic: 5/0
IP address: 1.1.1.1
Port: 80
Protocol: TCP
Application: HTTP:FACEBOOK-AP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激活针对嵌套应用的 IDP 应用标识（CLI 过程）

•

第1162页上的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应用系统缓存 (ASC) 统计信息。

注意: 应用系统缓存将显示应用标识应用与嵌套应用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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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 CLI 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命令。

示例输出
user@host>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Application System Cache Configurations:
application-cache: on
nested-application-cache: on
cache-unknown-result: on
cache-entry-timeout: 3600 seconds
pic: 5/0
IP address: 1.1.1.1
Port: 80
Protocol: TCP
Application: HTTP:FACEBOOK-APP

含义

相关主题

输出将显示 ASC 统计信息的摘要。 验证以下信息：
•

IP 地址—显示目标地址。

•

端口—显示服务器上的目标端口。

•

协议—显示目标端口上的协议类型。

•

应用—显示在目标端口上标识的应用的名称。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了解 IDP 应用系统缓存

•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第1163页)

•

示例：设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第1164页)

内存和会话限制

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可以配置设置以限制运行应用标识的会话数，还可以限制应用标识的内存使用量。
•

会话的内存限制—可配置可用于为一个 TCP 或 UDP 会话的应用标识保存数据包的最大内存字
节量。 也可配置用于应用标识的全局内存用量限制。 系统达到了为会话指定的内存限制之后，
将禁用会话的应用标识。 但是，应用标识会继续匹配模式。 将把匹配的应用保存到缓存，这
样下一个会话就可以使用。 这将保护系统，阻止黑客通过有目的地发送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大数
据包来绕过应用标识。

•

会话数—可配置可同时运行应用标识的最大会话数。 系统达到指定的会话数之后，将禁用应用
标识。 可限制会话数以抵御拒绝服务 (DoS) 攻击；当过多连接请求泛滥并耗尽系统上分配的
所有资源时，即发生此类攻击。

•

内存和巨型帧—IPD 和应用标识支持大小为 9192 字节的较大巨型帧。 虽然在缺省情况下巨型
帧处于启用状态，但可以使用 [set interfaces] 命令调整最大传输单位 (MTU) 大小。 此外，
还可以降低巨型帧处理过程中的 CPU 开销；但是，IDP 功能本身需要至少 5 MB 的内存用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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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检测。 如果所需的内存不可用，IDP 就不会检测应用会话。 可以通过使用 [show security
idp memory] 命令查看 IDP 数据平面内存。
第1164页上的表134 显示了 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中心点 (CP) 的会话容
量。

表134: 应用标识服务的最大 CP 会话数
SRX 系列设备

最大会话数

中心点 (CP)

SRX3400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3600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5600

1000 万

完整 CP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1000 万

完整 CP

225 万

组合模式 CP

SRX58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

第856页上的示例：设置 IDP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示例：设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
•

要求 (第1164页)

•

概述 (第1164页)

•

配置 (第1165页)

•

验证 (第116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下载应用包。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可同时运行应用标识的最大会话数配置为 600。 此外，还将配置一个 TCP 会话
中可用于保存应用标识数据包的最大内存量（5000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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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应用标识的会话限制。

1.

[edit]
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max-sessions 600

指定应用标识的内存限制。

2.

[edit]
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max-tcp-session-packet-memory
50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配置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855页上的了解 IDP 应用标识的内存和会话限制设置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启发式检测加密的 P2P 应用
像 Skype 这样的对等应用包含加密的数据包。 SRX 系列设备无法通过基于正则表达式模式的当
前应用特征来标识加密数据包。 启发技术可用于检测此类信息流，提高检测速率。 要实现对加
密的对等应用的检测，请使用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enable-heuristics 命
令。 Junos OS 可检测 TCP 和 UDP 上的加密对等信息流。
如果无法将某个会话标识为已知的加密对等信息流，可将其指派到一个称为
junos:unspecified-encrypted 的特别应用。 应用防火墙可以像对待其他动态应用一样，配置一
个针对这种应用的策略。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禁用 Junos OS 应用标识（CLI 过程）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应用标识。 可以使用 CLI 禁用应用标识。
要禁用应用标识，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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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o-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如果要重新启用应用标识，请删除指定禁用应用标识的配置语句：
user@host# delete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no-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如果完成了设备配置，请提交此配置。
要验证配置，请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Onbox 应用标识统计信息
应用标识服务提供每个会话的统计信息。 这些统计信息向客户提供应用的使用资料。 Onbox 应
用标识统计信息功能可将应用级的统计信息添加到 AppSecure 套件中。 利用应用统计信息，管
理员可以访问累积的统计信息以及按用户定义的间隔累积的统计信息。
利用此功能，管理员在维护字节数和会话计数统计信息时，可以清除统计信息以及配置间隔值。
因为统计信息计数发生在会话关闭事件发生时，因此要到会话关闭后才会更新字节和会话计数。
SRX 系列设备支持 8 个间隔的历史记录，管理员可使用这些历史记录来显示应用会话和字节的计
数。
如果在您的 JUNOS OS 配置中支持应用分组，那么，Onbox 应用标识统计信息功能将支持 onbox
按组匹配统计信息。 只有预定义组的统计信息会得到维护。
重新安装应用特征文件包不会清除应用统计信息。 如果禁用应用，则相应的应用将不会有任何信
息流，但仍会维护该应用的统计信息。 重新安装的是预定义应用还是定制应用并不重要，因为对
应用的跟踪所依据的是应用类型。 对于预定义组统计信息，重新安装安全文件包不会清除统计信
息。 但是，会更新对组成员资格的任何更改。 例如，junos:web 在当前版本中可以有 50 个应
用，在升级后可以有 60 个应用。 删除的应用和重命名的应用组的处理方式与添加的应用相同。
应用标识模块会为每个服务处理单元 (SPU) 上的每个应用维护 64 位会话计数器。 该计数器会
在会话被标识为特定应用时递增。 另一组 64 位计数器会对 SPU 上的每个应用的总字节数进行
汇总。 未指定的应用的计数器也会得到维护。 来自多个 SPU 的会话和字节统计信息会在路由引
擎上进行汇总，然后提供给用户。
各个 SPU 有间隔计时器，可以结转每个间隔时间的统计信息。 要配置统计信息收集的间隔，请
使用 set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tatistics interval time 命令。
只要路由引擎查询所需的间隔，就会从每个 SPU 中提取对应的统计信息，在路由引擎中汇总，然
后提供给用户。
使用 clear-services-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application-statistics 命令可以手动重置计
数器。 在升级或重启设备、flowd 重新启动或间隔计时器发生更改时，会自动重置计数器。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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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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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防火墙
•

应用防火墙概述 (第1167页)

•

应用防火墙用途 (第1169页)

应用防火墙概述
许多动态应用使用 HTTP 静态端口通过网络传递非 HTTP 信息流。 此类应用可以发送可能未受标
准网络防火墙策略充分控制的信息流，从而导致安全威胁。 标准策略功能基于 IP 地址和端口，
因此无法有效处理这些动态应用。 为了避免这些安全问题，引入了一种功能基于应用 ID 的额外
安全控制。
应用防火墙是作为插件实现的，具有自己的策略或规则集。 要启用此应用防火墙功能，需要通过
添加对策略中设置的应用防火墙规则的引用来修改安全策略配置。 规则集是独立于网络策略定义
的。
安全管理员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任务实施应用防火墙功能：
•

定义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

在安全策略中创建规则集引用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了解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第1167页)

•

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 (第1168页)

•

机箱集群中的应用防火墙支持 (第1168页)

•

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支持 (第1169页)

了解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应用防火墙策略是通过一组规则集定义的，其中的某条规则与按应用特征定义的应用 ID 匹配。
应用特征有两个来源：
•

用户可以从 Juniper Networks Security Engineering 网站下载预定义的特征数据库。

•

用户可以使用 Junos OS 配置 CLI 定义自己的特征。

定义的规则集至少要有两条规则。 一条是缺省规则，另一条包含要拒绝或允许的应用列表。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16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规则集允许或拒绝源和目标之间指定类型的信息流。
每个规则集包含以下内容：
•

规则集的名称。

•

一组规则。 每条规则包含规则名称、匹配标准和操作。 匹配标准定义要应用规则必须满足的
条件。 他们基于某个动态应用列表。 操作可以是允许或拒绝。

•

缺省规则定义在规则集的所有规则中都未指定所标识动态应用时要执行的操作。

规则集和规则的整体数量有限制。 规则集中的规则数没有限制。 规则中的动态应用数量没有限
制。 每个规则集必须有一条缺省规则。 如果在规则集的所有规则中都没有指定应用 ID，则应用
缺省规则。

注意: 缺省规则以及同一规则集中的规则必须使用不同的操作（允许或拒绝）定义。
如果多个规则中的操作相同，则将显示提交失败错误消息，指示用户需要更改规则集
中的规则。

在以下情况下，应用防火墙策略将确定应用 ID 为未知应用 ID：
•

没有应用 ID 与信息流匹配。

•

系统在标识应用时遇到错误。

•

故障切换会话。

如果将应用 ID 标识为未知，则将根据规则集中用于未知的规则中定义的操作处理信息流。 如果
在规则集中没有定义用于未知的规则，则将缺省规则应用于未知的动态应用。

注意: junos:UNKNOWN 关键字是未知动态应用的保留关键字。

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
通过创建对安全策略中规则集的引用，可以启用应用防火墙。 当选择了包含应用防火墙规则集的
策略时，将触发该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信息流将根据应用 ID 按规则集中定义的规则进行处理。
在数据包处理过程中，如果策略搜索返回了已启用应用防火墙的策略，则可标识信息流的应用
ID。 此时将选择与应用 ID 匹配的规则集来处理信息流（执行允许或拒绝操作）。 如果规则的
操作确定应将数据包丢弃，则将关闭会话，并终止策略中配置的所有服务。 应用防火墙的作用相
当于一个过滤器，可以根据会话上运行的应用来确定是允许还是拒绝信息流。

注意: 在 SRX 系列设备上接收的所有 IP 数据包片段都必须在转发前重组。

机箱集群中的应用防火墙支持
如果在故障切换会话期间没有标识应用 ID，则认为该 ID 是未知的应用 ID。 在此会话期间，将
根据为未知指定的规则中定义的操作处理信息流。 如果没有为未知定义规则，则将应用缺省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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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会话故障切换之前标识了应用 ID，则在故障切换前执行的操作在故障切换后仍然有效。
故障切换前后执行的应用防火墙操作取决于应用 ID 状态，如第1169页上的表135 中所示。

表135: 应用防火墙操作
故障切换之前

故障切换之后

应用 ID 状态

应用防火墙操作

应用 ID 状态

应用防火墙操作

成功

拒绝

成功

拒绝

成功

允许

成功

允许

挂起

—

未知

基于为未知应用所定义规则的操
作

注意: 不支持服务中软件升级（统一 ISSU），因为缺少机箱集群基础结构支持。 因
此，故障切换事件的控制是通过应用防火墙策略允许或拒绝未知的动态应用实现的。

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支持
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支持可简化组中类似应用的配置，从而无需单独配置应用。 利用这一新功
能，可以将应用组合到单个名称下，以简化应用防火墙策略的定义，并保持一致的重复使用。
一个应用组可以同时包含其他组和应用。 未分配给某个组的应用将属于 UNASSIGNED 组。 缺省
情况下，会将应用分配给 UNASSIGNED 应用组。 UNASSIGNED 组的索引组是 32,767。

注意: 可以将一个应用分配给多个组。 一个规则中的动态应用组数量没有限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65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规则

•

第168页上的了解安全策略元素

•

第169页上的安全策略配置概述

•

第1173页上的示例：配置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

•

示例：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第1170页)

•

示例：配置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 (第1173页)

应用防火墙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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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

要求 (第1170页)

•

概述 (第1170页)

•

配置 (第1170页)

•

验证 (第1173页)

要求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使用策略的地址创建通讯簿。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和应用集”。

概述
在 Junos OS 中，安全策略可以对信息流执行规则，根据规则中定义的操作允许或拒绝信息流通
过设备，以此提供防火墙安全功能。 策略中的应用防火墙支持可为动态应用提供额外的安全控
制。
应用防火墙是通过一组规则集定义的。 这些规则集可独立定义并在网络安全策略间共享。 规则
集根据应用特征定义匹配检测到的应用 ID 的规则。
此配置示例展示了如何：
•

根据使用匹配动态应用的规则定义的应用防火墙规则集，允许或拒绝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1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rs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2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2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2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r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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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1 rule r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KAZZA junos:EDONKEY junos:YSMG]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1 rule r1 then deny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1 default-rule permi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2 rule r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ACCESS junos:GOOGLE-TALK junos:MEEBO junos:UNKNOWN]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2 rule r1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2 default-rule den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使用允许或拒绝来自不同动态应用的信息流的应用防火墙规则集配置两个安全策略，请执行以
下操作：
1.

使用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s1，配置一个策略以处理到 HTTP 静态端口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2.

使用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s2，配置另一个策略以处理不到 HTTP 静态端口的任何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2]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rs2

定义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s1 以拒绝来自选定动态应用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junos:YSMG]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4.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policy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0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match application junos-http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rs1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1]
rule r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KAZZA junos:EDONKEY
rule r1 then deny
default-rule permit

定义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s2 以允许来自选定动态应用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2]
user@host# set rule r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ACCESS
junos:GOOGLE-TALK junos:MEEBO junos:UNKNOWN]
user@host# set rule r1 then permit
user@host# set default-rule den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命令
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0;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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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junos-ht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application-firewall {
rule-set rs1;
}
}
}
}
}
policy 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0;
destination-address 2.2.2.0;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application-firewall {
rule-set rs2;
}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s1 {
rule r1 {
match {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KAZZA junos:EDONKEY junos:YSMG];
}
then {
deny;
}
}
default-rule {
permit;
}
}
rule-sets rs2 {
rule r1 {
match {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ACCESS junos:GOOGLE-TALK junos:MEEBO
junos:UNKNOWN];
}
then {
permit;
}
}
default-rule {
de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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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应用防火墙配置 (第1173页)

验证应用防火墙配置
用途

验证有关在安全策略下启用的应用防火墙支持的信息。

操作

要验证通过应用防火墙启用的安全策略配置，请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 要验证设备上配置的所有应用防火墙规则集，请输入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all 命令。

含义

输出将显示有关系统上配置的已启用应用防火墙的策略信息。 验证以下信息。

相关主题

•

规则集

•

规则

•

匹配标准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167页上的应用防火墙概述

示例：配置应用防火墙的应用组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应用防火墙策略中配置应用组。
•

要求 (第1173页)

•

概述 (第1174页)

•

配置 (第1174页)

•

验证 (第1176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使用策略的地址创建通讯簿。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通讯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和应用集”。

•

创建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请参阅第1170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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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 Junos OS 中，策略中的应用防火墙支持可为动态应用提供额外的安全控制。 通过应用防火墙
中的应用分组功能，可以在定义应用防火墙策略时为应用分组。 可以将所有类似的应用配置在一
个动态应用组内以保持重复使用的一致性。

注意: 应用组由应用标识模块管理。

此配置示例展示了如何：
•

配置应用防火墙中的动态应用组。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 junos:SKYPE]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web junos:chat junos:unassigned]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rule rule1 then deny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default-rule permi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2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TP]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2 rule rule1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2 default-rule deny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3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cha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3 rule rule1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3 default-rule deny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使用允许或拒绝来自不同动态应用的信息流的动态应用组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请执行以下
操作：
1.

使用动态应用组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uleset1，拒绝来自选定动态应用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user@host#set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 junos:SKYPE]
user@host#set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web junos:chat
junos:unassigned]
user@host#set rule rule1 then deny
user@host#set default-rule permit

2.

仅使用一个动态应用配置另一个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uleset2，允许来自选定动态应用的信
息流。
[edi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2]
user@host#set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TP]
user@host#set rule rule1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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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set default-rule deny
3.

仅使用一个动态应用组配置另一个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ruleset3，允许来自选定动态应用的
信息流。
[edit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3]
user@host#set rule rule1 match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chat]
user@host#set rule rule1 then permit
user@host#set default-rule deny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命令
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s ruleset1 {
rule rule1 {
match {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ACEBOOK junos:SKYPE];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web junos:chat junos:unassigned]
}
then {
deny ;
}
}
default-rule {
permit ;
}
}
rule-sets ruleset2 {
rule rule1 {
match {
dynamic-application [junos:FTP];
}
then {
permit ;
}
}
default-rule {
deny ;
}
}
rule-sets ruleset3 {
rule rule1 {
match {
dynamic-application-group [junos:chat];
}
then {
permit ;
}
}
default-rule {
den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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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验证应用防火墙配置
用途

验证有关在应用防火墙策略下的应用分组支持的信息。

操作

要验证通过应用分组启用的应用防火墙策略配置，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detail 命令。 要验证设备上配置的所有应用防火墙规则集，请在操
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firewall rule-set all 命令。 要验证在应用组中定义
的应用列表，请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group
application-group-name 命令。

相关主题

1176

•

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

•

第1167页上的应用防火墙概述

•

第1170页上的示例：在安全策略中配置应用防火墙规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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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Track 应用跟踪
•

了解 AppTrack (第1177页)

•

示例：配置 AppTrack (第1178页)

了解 AppTrack
AppTrack 是一种应用跟踪工具，可提供统计信息用于分析网络带宽使用情况。 启用此工具时，
AppTrack 将收集指定区段中应用流的字节、数据包和持续时间的统计信息。 缺省情况下，在每
个会话关闭时，AppTrack 将生成一条消息，提供会话的字节和数据包计数以及持续时间，并将其
发送到主机设备。 安全威胁响应管理器 (STRM) 可检索数据并提供基于流的应用可见性。
AppTrack 消息类似于会话日志，采用系统日志或结构化系统日志格式。 该消息还包括会话的应
用字段。 如果 AppTrack 识别出自定义的应用并返回相应的名称，则该定制应用的名称将包括在
日志消息中。 （如果应用标识过程失败，或者在触发更新消息时尚未完成，则消息将在应用字段
中指定 none。）
如果为某个区段启用 AppTrack，并指定一个 session-update-interval 时间，则只要收到数据包，
AppTrack 都会检查自会话开始以来或自上次更新以来的时间是否大于更新间隔。 如果大于更新
间隔，则 AppTrack 将更新计数并向主机发送一条更新消息。 如果某个短期会话在更新间隔内开
始并结束，则 AppTrack 仅在会话关闭时生成消息。
如果希望早于指定更新间隔发送初始更新消息，请使用 first-update-interval。
first-update-interval 仅允许为第一次更新输入一个较短的间隔。 此外，也可以使用 first-update
选项在会话开始时生成初始更新消息。

注意: 如果同时指定 first-update 选项和 first-update-interval 选项，则 AppTrack
将在会话开始时发送更新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first-update-interval 值将被忽略，
并在经过了下一个完全更新间隔后再发送第二条消息。

关闭消息将更新上一次的统计信息，并提供会话关闭的说明。 使用以下代码：
TCP RST—从任一端收到 RST。
TCP FIN—从任一端收到 FIN。
Response received—收到数据包请求的响应（如 icmp req-reply）。
ICMP error—收到 ICMP 错误（如 dest unreac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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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 out—会话超时。
ALG—ALG 关闭了会话。
IDP—IDP 关闭了会话。
Parent closed—父会话已关闭。
CLI—会话通过 CLI 语句清除。
Policy delete—策略已做了删除标记。

相关主题

•

第1178页上的示例：配置 AppTrack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示例：配置 AppTrack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 AppTrack 跟踪工具，以便分析网络的带宽使用情况。
•

要求 (第1178页)

•

概述 (第1178页)

•

配置 (第1178页)

•

验证 (第1180页)

要求
在配置 AppTrack 之前，必须了解有关 AppTrack 和 Junos OS 应用标识的概念信息。 请参阅第
1177页上的“了解 AppTrack” 和第1141页上的“了解 Junos OS 应用标识服务”。

概述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应用标识，并且会在 IDP 或 AppTrack 策略中配置缺省应用时自动打开。 此
示例展示了如何为安全区段 trust 启用应用跟踪。 此示例还展示了如何配置远程系统日志设备
以接收 AppTrack 消息。 导出安全日志时使用的源 IP 地址为 5.0.0.254，安全日志发送到位于
地址为 5.0.0.1 的主机。 第一条消息在会话开始后 1 分钟生成，之后会每 4 分钟发送一次更
新消息，或者在会话结束时发送更新消息。 最后一条消息在会话结束时发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1178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log format syslog
log source-address 5.0.0.254
log stream idpdata host 5.0.0.1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application- tracking
application-tracking session-update-interval 4
application-tracking first-update-interval 1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四十六章: AppTrack 应用跟踪

注意: 在 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 5800 设备上，如果流配置不指定目标
端口，则缺省目标端口将是系统日志端口。 如果在流配置中指定了目标端口，则将使
用该端口。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AppTrack，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远程系统日志设备以便接收 AppTrack 消息。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log format syslog
user@host# set security log source-address 5.0.0.254
user@host# set security log stream idpdata host 5.0.0.1

2.

为安全区段启用 AppTrack。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application-tracking

3.

以指定的间隔生成更新消息。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tracking session-update-interval 4

4.

会话开始后，以指定的间隔生成第一条消息。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tracking first-update-interval 1

为了在会话开始时生成一条消息，之后每 5 分钟发送一次更新消息，也可以使用 first-update
选项取代 first-update-interval 选项。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application-tracking first-update

注意: 如果同时指定 first-update 选项和 first-update-interval 选项，则将
忽略 first-update-interval 值。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和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tracking 命令确认您的
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
application-tracking {
first-update-interv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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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update-interval 4;
...
log {
format syslog;
source-address 5.0.0.254;
stream idpdata {
host {
5.0.0.1;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tracking
...
security-zone trust {
application-tracking;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 AppTrack 操作 (第1180页)

•

验证安全流会话统计信息 (第1180页)

•

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第1181页)

•

验证应用标识计数器值的状态 (第1181页)

验证 AppTrack 操作
用途

定期查看 AppTrack 计数器以监控跟踪。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application-tracking counters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application-tracking counters
AVT counters:
Session create messages
Session close messages
Session volume updates
Failed messages

Value
1
1
0
0

验证安全流会话统计信息
用途

将日志记录消息中的字节和数据包计数与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输出的会话统计信息
进行比较。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Flow Sessions on FPC6 PIC0:
Session ID: 120000044, Policy name: policy-in-out/4, Timeout: 1796, Valid
In: 4.0.0.1/39075 --> 5.0.0.1/21;tcp, If: ge-0/0/0.0, Pkts: 22, Bytes: 1032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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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5.0.0.1/21 --> 4.0.0.1/39075;tcp, If: ge-0/0/1.0, Pkts: 24, Bytes: 1442
Valid sessions: 1
Pending sessions: 0
Invalidated sessions: 0
Sessions in other states: 0
Total sessions: 1

会话统计信息中的字节和数据包总数应接近 AppTrack 记录的计数，但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AppTrack 仅对内向字节和数据包计数。 系统生成的数据包不包括在总数中，丢弃的数据包也没
有扣除。

验证应用系统缓存统计信息
用途

比较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命令输出中某个应用
的缓存统计信息，如 IP 地址、端口、协议和服务等。

操作

在 CLI 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ystem-cache
命令。

验证应用标识计数器值的状态
用途

比较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counter 命令输出中应用标识计数器值的会话统
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rvices application-identification counter 命令。

相关主题

•

第1177页上的了解 AppTrack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Junos OS Initial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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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应用 QoS (AppQoS) (第1183页)

•

示例：配置 AppQoS (第1188页)

了解应用 QoS (AppQoS)
应用服务质量 (AppQoS) 功能扩展了 Junos OS 服务类 (CoS) 的功能，包括根据第 7 层应用类
型标记 DSCP 值、通过丢失优先级设置优先处理基于应用的信息流以及根据第 7 层应用类型控制
出口 PIC 上的传输速率。
采用 AppQoS 时，有三种方法可以在 SRX 系列设备上标记 DSCP 值：
•

基于 IDP 攻击操作的 DSCP 重写器

•

基于第 7 层应用的 DSCP 重写器

•

基于防火墙过滤器的 DSCP 重写器

IDP 标记是根据 IDP 规则在入口端口处进行的。 应用标记是根据应用规则在出口端口处进行的。
基于接口的标记也会根据防火墙过滤器规则在出口端口处发生。 （请参阅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了解 Junos OS CoS 功能的详细说明。）
这三种重写器的标记决定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某个数据包触发了全部三个重写器，则优先级最高
的方法取决于数据内容匹配的深度。 IDP 标记优先于应用标记，后者又优先于基于接口的标记。
AppQoS DSCP 重写器通过转发类和丢失优先级传递数据包的服务质量。 AppQoS 传输速率限制参
数可控制其关联队列的传输速率和传输量。
•

唯一转发类和队列分配 (第1183页)

•

应用感知 DSCP 代码点和丢失优先级设置 (第1184页)

•

传输速率限制器和配置文件 (第1186页)

•

传输速率限制器分配 (第1186页)

•

AppQoS 安全策略配置 (第1188页)

唯一转发类和队列分配
转发类提供三项功能：
•

将具有类似特征的数据包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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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输出队列

•

解决与现有基于 Junos OS 防火墙过滤器的重写器的冲突

唯一转发类名称可避免 AppQoS 标记被基于接口的重写规则覆盖。 如果数据包的转发类与专门为
某个基于防火墙过滤器的重写器定义的类匹配，则该重写器将标记该数据包的 DSCP 值。 如果数
据包的转发类不与任何基于防火墙过滤器的重写器的类匹配，则不标记 DSCP 值。 因此，为了避
免 AppQoS 值被覆盖，请使用基于防火墙过滤器重写器不知道的转发类名称。
每个转发类都会分配给某个出口队列，该队列提供相应程度的增强或标准处理。 许多转发类都可
以分配给单个队列。 因此，基于 IDP、AppQoS 和防火墙过滤器的重写器可以使用为设备定义的
任何队列。 区别传输优先级的是转发类名称，而不是队列。 （请参阅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了解有关配置队列和时间表的信息。）
AppQoS 转发类名称和队列分配是使用 class-of-service CLI 配置命令定义的：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forwarding-classes class app-class-name queue-number integer

应用感知 DSCP 代码点和丢失优先级设置
对于 AppQoS，信息流根据将定义的转发类与选定应用关联的规则进行分组。 规则的匹配标准包
括一个或多个应用。 如果来自匹配应用的信息流遇到规则，则规则操作将设置转发类，并将 DSCP
值和丢失优先级标记为适合应用的值。
差异服务 (DiffServ) 代码点 (DSCP) 值是在规则中指定的，或者为 6 位位图值，或者为用户定
义或缺省的别名。 第1184页上的表136 提供了 Junos OS 缺省 DSCP 别名名称和位图值的列表 。

表136: 标准 CoS 别名和位值
CoS 值类型

别名

位值

Expedited forwarding

ef

101110

Assured forwarding

af11

001010

Assured forwarding

af12

001100

Assured forwarding

af13

001110

Assured forwarding

af21

010010

Assured forwarding

af22

010100

Assured forwarding

af23

010110

Assured forwarding

af31

011010

Assured forwarding

af32

011100

Assured forwarding

af33

011110

Assured forwarding

af41

100010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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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6: 标准 CoS 别名和位值 (续)
CoS 值类型

别名

位值

Assured forwarding

af42

100100

Assured forwarding

af43

100110

Best effort

be

000000

cs1

001000

cs2

010000

cs3

011000

cs4

100000

cs5

101000

Network control

nc1/cs6

110000

Network control

nc2/cs7

111000

队列的时间表使用丢失优先级来控制堵塞期间数据包的丢弃，方法是将丢弃配置文件与特定的丢
失优先级值关联。 （请参阅 Class of Service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了解有关配置队列和时间表的信息。）
该规则将丢失优先级应用于信息流组。 高丢失优先级表示数据包在堵塞期间被丢弃的可能性高。
丢失优先级有四个可用级别：
•

高

•

中高

•

中低

•

低

规则集是在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配置命令中定义的：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application application-name application-name ...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application-group application-group-name application-group-name ...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forwarding-class fc-name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dscp-code-point bitmap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loss-priority loss-pri-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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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速率限制器和配置文件
发生堵塞时，AppQoS 将对设备上的所有出口 PIC 执行传输速率限制。 如果数据包超出了指定的
限制，则将被丢弃。 传输速率限制器可为不同等级的信息流保持一致的吞吐量级别和数据包丢失
灵敏度。 所有出口 PIC 都采用相同的传输速率限制方案。
PIC 的总带宽大约为 10 Gbps。 PIC 的传输速率限制器硬件最高可配置到 2 Gbps。 因此，传输
31
速率限制的带宽上限是 2 bps。
传输速率限制器配置文件定义限制。 它是 bandwidth-limit 和 burst-size-limit 规格的唯一组
合。 bandwidth-limit 定义每秒可通过端口的最大 Kb 数。 burst-size-limit 定义可在一次猝发
中通过端口的最大字节数。 burst-size-limit 通过确保每次猝发的限定大小来减少较低优先级信
息流的资源不足情况。
AppQoS 允许每个设备最多有 16 个配置文件和最多 1000 个传输速率限制器。 多个传输速率限
制器可以使用相同的配置文件。 在以下示例中，使用两个配置文件定义了五个传输速率限制器：
传输速率限制器名称

配置文件
bandwidth-limit

burst-size-limit

limiter-1

200

26000

limiter-2

200

26000

limiter-3

200

26000

limiter-4

400

52000

limiter-5

400

52000

传输速率限制器是使用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配置命令定义的。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ate-limiters rate-limiter-name bandwidth-limit
value-in-Kbps burst-rate-limit value-in-bytes

传输速率限制器分配
根据信息流的应用在规则中应用传输速率限制器。 对每个会话应用两个传输速率限制器：
client-to-server 和 server-to-client。 这种用法可以单独配置每个方向的信息流。
同一个规则集中的不同 AppQoS 规则可以共用一个传输速率限制器。 在这种情况下，应用这些规
则时将共用相同的带宽。 在一个规则集中，对可以分配相同传输速率限制器的规则数量没有限
制。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分配在上一节中定义的传输速率限制器。 例如，一个规则集可以在多个规则
中重复使用一个传输速率限制器（单向或双向）：
•

rule-se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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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ient-to-server limiter-1

•

server-to-client limiter-1

rule-1B
•

client-to-server limiter-1

•

server-to-client limiter-1

如果多个规则集中需要相同的配置文件，则需要定义足够数量的传输速率限制器，指定相同的
bandwidth-limit 和 burst-size-limit。 以下示例中的两个规则集通过分配不同但相当的传输速
率限制器实现相同的配置文件。
•

rule-set-2
•

•

•

rule-2A
•

client-to-server limiter-2

•

server-to-client limiter-2

rule-2B
•

client-to-server limiter-2

•

server-to-client limiter-4

rule-set-3
•

•

rule-3A
•

client-to-server limiter-3

•

server-to-client limiter-3

rule-3B
•

client-to-server limiter-3

•

server-to-client limiter-5

传输速率限制器是通过使用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命令应用
的，其应用方式与转发类、DSCP 值和丢失优先级的设置方式相同。
[edit class-of-service]
user@host#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rule-set-name rule rule-name1 then
rate-limit client-to-server rate-limiter1 server-to-client rate-limiter2

如果在出口 PIC 上同时实施了 AppQoS 和基于防火墙过滤器的传输速率限制，则需要考虑两种情
况。 首先考虑 AppQoS 传输速率限制。 然后考虑基于防火墙过滤器的传输速率限制。

注意: 如果从 PIC 中丢弃了数据包，SRX 系列设备不会向客户端或服务器发送通知。
客户端和服务器设备上的更高级别应用负责重新传输和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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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QoS 安全策略配置
AppQoS 规则集可在现有策略中实施，也可以特定应用策略中实施。
[edit]
user@hos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name to-zone zone-name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zone-name to-zone zone-name]
user@host#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source-address IP-address
user@host#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P-address
user@host#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application application-name application-name
user@host# policy policy-name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 app-rule-set-name

示例：配置 AppQoS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策略中启用 AppQoS 优先化。
•

要求 (第1188页)

•

概述 (第1188页)

•

配置 (第1188页)

•

验证 (第1190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此示例中，将实施 AppQoS，以便将 FTP 应用吞吐量限制到指定级别以下，而其他应用则以较
普通的速率和丢失优先级传输。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AppQoS 实施，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定义一个或多个专用于 AppQoS 标记的转发类。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单个转发类 my-app-fc，
并将其分配给队列 0。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forwarding-classes class my-app-fc queue-num 0

2.

定义传输速率限制器。 在此示例中，将定义两个传输速率限制器。

注意: 最多可以为一个设备定义 1000 个传输速率限制器，但只能定义 16 个配
置文件（唯一的 bandwidth-limit 和 burst-size-limit 组合）。

•

test-r1 带宽为 100 Kbps，猝发限制为 13,000 字节

•

test-r2 带宽为 200 Kbps，猝发限制为 26,000 字节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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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bandwidth-limit 100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burst-size-limit 13000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bandwidth-limit 200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burst-size-limit 26000
3.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ate-limiters test-rl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ate-limiters test-rl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ate-limiters test-r2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ate-limiters test-r2

定义 AppQos 规则和应用匹配标准。 在此示例中，规则集 ftp-test1 中的规则 0 应用于
junos:FTP 数据包。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match application junos:FTP

4.

定义规则 0 遇到 junos:FTP 数据包时的操作。 在此示例中，做出匹配时，数据包将标记
为转发类 my-app-fc、DSCP 值 af22 以及丢失优先级 low（低）。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forwarding-class my-app-fc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dscp-code-point af22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loss-priority low

5.

将规则 0 的传输速率限制器分配给每个方向的信息流。 在这种情况下，传输速率限制器
test-r2 是双向设置的。

注意: 传输速率限制器 test-r2 可以在规则 0 中分配给一个或两个信息流方
向。 也可以将其分配给规则集 ftp-test1 中的其他规则。 但是，将 test-r2
分配给规则集 ftp-test1 后，就不能在任何其他规则集中分配了。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rate-limit client-to-server test-r1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rate-limit server-to-client test-r1
6.

只要触发了以下操作，就在日志中记录 AppQoS 事件：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0 then log

7.

定义用于处理与上述规则不匹配的应用数据包的其他规则。 在此示例中，另一个（也是最
后一个）规则应用于所有剩余的应用。
[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1 match application-any

8.

为第二个规则分配传输速率限制器。 在此示例中，不是来自 FTP 的任何信息流都分配有双
向的传输速率限制器 tes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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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1 then rate-limit client-to-server test-r2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1 then rate-limit server-to-client test-r2
user@host# set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s ftp-test1 rule
1 then log
9.

将 AppQoS 实施添加到策略中。 在本例中，策略 p1 将规则集 ftp-test1 应用于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信息流。
[edit]
user@host# se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ftp-test1

结果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1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1]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rule-set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策略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
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
policy p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
rule-set ftp-test1
}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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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流会话配置 (第1191页)

•

验证会话统计信息 (第1191页)

•

验证传输速率限制器统计信息 (第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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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流会话配置
用途

验证 AppQoS 已启用。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extensive 命令。
user@host>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extensive
Session ID: 3729, Status: Normal, State: Active
Flag: 0x40
Policy name: p1
Source NAT pool: Null
Dynamic application: junos:FTP
Application traffic control rule-set: ftp-test1, Rule: rule0
Maximum timeout: 300, Current timeout: 276
Session State: Valid
Start time: 18292, Duration: 603536
In: 201.34.0.4/1 --> 224.0.0.13/1;pim,
Interface: reth1.0,
Session token: 0x1c0, Flag: 0x0x21
Route: 0x0, Gateway: 201.34.0.4, Tunnel: 0
Port sequence: 0, FIN sequence: 0,
FIN state: 0,
Pkts: 21043, Bytes: 1136322
Out: 224.0.0.13/1 --> 201.34.0.4/1;pim,
Interface: .local..0,
Session token: 0x80, Flag: 0x0x30
Route: 0xfffd0000, Gateway: 224.0.0.13, Tunnel: 0
Port sequence: 0, FIN sequence: 0,
FIN state: 0,
Pkts: 0, Bytes: 0

含义

该应用信息流控制条目可标识当前会话的规则集和规则。

验证会话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在每个出口节点处将累计 AppQoS 会话统计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counter 命令。
user@host> show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counter
pic: 2/1
Counter type
Value
Sessions processed
300
Sessions marked
200
Sessions honored
0
Sessions rate limited
100
Client-to-server flows rate limited
100
Server-to-client flows rate limited
100
pic: 2/0
Counter type
Sessions processed
Sessions marked
Sessions honored
Sessions rate limited
Client-to-server flows rat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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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to-client flows rate limited

含义

200

仅当启用了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服务时，才会维护 AppQoS 统计信息。 已处理、已
标记和优先处理的会话数显示正根据配置的 AppQoS 功能确定会话的方向。 传输速率限制统计信
息计算已限制速率的方向性会话流的数量。

验证传输速率限制器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在遇到 FTP 应用时，带宽已按预期进行限制。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statistics rate-limiter
命令。
user@host> show class-of-service application-traffic-control statistics rate-limiter
pic: 2/1
Ruleset
Application Client-to-server Rate(bps) Server-to-client Rate(bps)
ftp-test1
HTTP
test-r2
200
test-r2
200
ftp-test1
HTTP
test-r2
200
test-r2
200
ftp–test1
FTP
test-r1
100
test-r1
100
pic: 2/0
Ruleset
Application
ftp-test1
HTTP
ftp-test1
HTTP
ftp–test1
FTP
ftp-test1
HTTP

含义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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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to-server Rate(bps)
test-r2
200
test-r2
200
test-r1
100
test-r2
200

Server-to-client
test-r2
test-r2
test-r1
test-r2

Rate(bps)
200
200
100
200

每个 PIC 的实时应用带宽限制信息是按规则集显示的。 此命令提供当前传输速率受限的应用和
所应用配置文件的指示。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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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机箱集群
•

机箱集群概述 (第1195页)

•

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第1196页)

•

机箱集群冗余组 (第1197页)

•

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第1217页)

•

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第1229页)

•

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第1234页)

•

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第1248页)

•

启用机箱集群的结果 (第1259页)

•

构建机箱集群 (第1268页)

•

机箱集群升级 (第1293页)

•

禁用机箱集群 (第1299页)

•

了解机箱集群上的组播路由 (第1299页)

•

非对称机箱集群部署 (第1300页)

•

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J 系列设备） (第1313页)

•

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SRX 系列设备） (第1327页)

•

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第1353页)

机箱集群概述
机箱集群化通过将一对相同类型的受支持 SRX 系列设备或 J 系列设备组合为一个集群来提供网
络节点冗余。 设备必须正在运行相同版本的 Junos OS。 各节点上的控制端口连接在一起，形成
一个控制平面来同步配置和内核状态，以促进接口和服务的高可用性。 同样，各节点上的数据平
面通过结构端口相连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平面。 可通过结构链路管理跨节点流的处理和管理会
话冗余。
控制平面软件以主动或备份模式运行。 配置为机箱集群之后，两个节点会彼此备份，其中一个节
点充当主设备，另一个充当辅助设备，从而确保在系统或硬件出现故障时对进程和服务执行状态
式故障切换。 如果主设备出现故障，辅助设备将接管信息流的处理。
数据平面软件以主动/主动模式运行。 在机箱集群中，信息流经过设备时会更新会话信息，而这
些信息会通过结构链路在节点之间传输，从而确保执行故障切换时不会丢弃建立的会话。 在主动/
主动模式中，信息流可以从一个节点进入集群，从另一个节点离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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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 Junos OS 版本 10.4 中，运行 IP 版本 6 (IPv6) 的 SRX 系列和 J 系列
设备除了支持主动/被动（故障切换）机箱集群配置之外，还可部署到主动/主动（故
障切换）机箱集群配置中。 可以使用 IPv4 地址和/或 IPv6 地址配置接口。 通讯簿
条目可以包括 IPv4 地址、IPv6 地址和域名系统 (DNS) 名称的任意组合。

机箱集群的功能包括：
•

可恢复系统体系结构，其中包含一个针对整个集群和多个数据包转发引擎的主动控制平面。 此
体系结构提供集群的单个设备视图。

•

在集群内的节点之间同步配置和动态运行时状态。

•

监控物理接口，并在故障参数超过了配置的阈值时执行故障切换。

•

支持通用路由封装 (GRE) 和 IP-over-IP IPv4 通道；这些通道用于分别通过两个内部接口
gr-0/0/0 和 ip-0/0/0 路由已封装的 IPv4/IPv6 信息流。 这些接口是 Junos OS 在系统引导
时创建的，只能用于处理 GRE 和 IP-over-IP 通道。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下面是集群在任何指定时刻可处于的不同状态：hold（等待）、primary（主）、secondary-hold
（辅助-等待）、secondary（辅助）、ineligible（无资格）和 disabled（已禁用）。 接口监
控、SPU 监控、故障和手动故障切换等任何事件都可能导致触发状态转换。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要形成机箱集群，需要将一对相同类型的受支持 SRX 系列设备或 J 系列设备组合在一起，以便
充当一个系统来实现相同的整体安全性。 对于 SRX5600 和 SRX5800 机箱集群，两个集群中服务
处理卡 (SPC) 的放置和类型必须匹配。 对于 SRX3400 和 SRX3600 机箱集群，两个设备中 SPC、
I/O 卡 (IOC) 和网络处理卡 (NPC) 的放置和类型必须匹配。
对于 SRX 系列分支设备（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和 J 系列机箱集群，
尽管设备的类型必须相同，但是可以包含不同的物理接口模块 (PIM)。
设备加入集群之后，即成为集群的一个节点。 除了唯一节点设置和管理 IP 地址之外，同一个集
群中的节点共享相同的配置。
第 2 层域中最多可部署 15 个机箱集群。 可通过下面的方法识别集群和节点：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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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通过 集群 ID (cluster-id) 识别，该 ID 指定为 1 到 15 的一个数字。

•

集群节点通过 节点 ID (node) 识别，该 ID 指定为 0 到 1 的一个数字。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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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5页上的机箱集群概述

•

了解机箱集群上的控制链路 LAN 标记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

第124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第1197页)

•

机箱集群冗余组 0 到 128 (第1198页)

•

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第1203页)

•

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第1205页)

•

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第1209页)

•

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第1211页)

机箱集群冗余组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机箱集群化通过冗余组和组中的主项提供了接口和服务的高可用性。
冗余组是一个抽象结构，用于容纳和管理对象集合。 冗余组中同时包含两个节点上的对象。 任
何时候，冗余组在一个节点上为主项，但在另一个节点上则为备份项。 如果一个冗余组在一个节
点上视为主项，则其对象在该节点上为主动状态。
冗余组是独立的故障切换单元。 每个冗余组独立于其它冗余组从一个节点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
点。 冗余组执行故障切换时，其所有对象将一并执行故障切换。
决定冗余组是否为主冗余组的因素有三个：为节点配置的优先级、节点 ID（如果优先级难分高
下）和节点的出现顺序。 如果优先级较低的节点首先出现，则将其视为冗余组的主项（如果未启
用抢先，则将保持为主项）。
机箱集群中可以包含大量冗余组，其中一些可以是一个节点上的主项，另外一些是另一个节点上
的主项。 此外，所有冗余组也可是一个节点上的主项。 一个冗余组的主项不会影响另一个冗余
组的主项。 最多可创建 128 个冗余组。
对于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服务网关来说，可为每个集群配置的最多 64
个监控 IP。

注意: 冗余组的最大数量等于您配置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量。

可根据您的部署配置冗余组。 可将一个冗余组配置为一个节点上的主项，另一个节点上的备份
项。 可通过为冗余组配置中的两个节点均设置优先级来指定其中一个节点在该组中为主项。 优
先级较高的节点更为优先，该节点上的冗余组对象为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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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冗余组配置为两个节点的优先级相同，节点 ID 号最低的节点始终优先，并且该节点上的
冗余组为主项。 在双节点集群中，在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节点 0 始终优先。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0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机箱集群冗余组 0 到 128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第1198页)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第1199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第1201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在机箱集群模式下初始化设备时，系统将创建一个冗余组，称为冗余组 0。 冗余组 0 管理集群
各节点上路由引擎之间的主项和故障切换。 和所有冗余组一样，冗余组 0 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
上充当主项。 冗余组 0 在其上充当主项的节点决定哪个路由引擎在集群中处于主动状态。 如果
一个节点的路由引擎为主动路由引擎，则将该节点视为主节点。
冗余组 0 配置指定各节点的优先级。 下面的优先级方案确定冗余组 0 主项。 请注意，如果使
用了缺省的 heartbeat-threshold 和 heartbeat-interval 值，则 three-second 值为时间间隔。
•

首先出现的节点（至少先于另一个节点三秒）为主节点。

•

如果两个节点同时出现（或彼此相隔不超过三秒）：
•

配置优先级较高的节点为主节点。

•

如果优先级相同（因为配置的值相同或使用了缺省设置），则节点 ID 较低的节点（节点
0）为主节点。

上述优先级方案也适用于冗余组 x （编号为 1 到 128 的冗余组），前提是未配置抢先。 （请
参阅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不能为冗余组 0 启用抢先。 如果要更改冗余组 0 的主节点，必须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小心: 使用冗余组 0 手动故障切换时，请务必小心谨慎。 冗余组 0 故障切换意味着
将执行路由引擎故障切换，从而导致主节点上运行的所有进程被终止，然后在新的主
路由引擎上产生这些进程。 这种故障切换可能由于系统波动的介入而导致丢失状态
（如路由状态）和性能下降。

相关主题

1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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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可配置一个或多个编号为 1 到 128 的冗余组，称为冗余组 x。 最大冗余组数等于您配置的冗余
以太网接口数（请参阅第1217页上的表138）。 每个冗余组 x 充当一个独立的故障切换单元，一次
只能在一个节点上充当主项。
每个冗余组 x 中包含一个或多个冗余以太网接口。 冗余以太网接口是伪接口，其中至少包含一
对物理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一对快速以太网接口。 如果一个冗余组在节点 0 上为主动状态，则
节点 0 上所有关联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子链路也为主动状态。 如果冗余组故障切换到节点 1，则
节点 1 上所有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子链路将变为主动状态。
下面的优先级方案确定冗余组 x 的主项，但前提是未配置抢先。 如果配置了抢先，则优先级较
高的节点为主节点。 请注意，如果使用了缺省的 heartbeat-threshold 和 heartbeat-interval
值，则 three-second 值为时间间隔。
•

首先出现的节点（至少先于另一个节点三秒）为主节点。

•

如果两个节点同时出现（或彼此相隔不超过三秒）：
•

配置优先级较高的节点为主节点。

•

如果优先级相同（因为配置的值相同或使用了缺省设置），则节点 ID 较低的节点（节点
0）为主节点。

在 SRX 系列和 J 系列机箱集群上，可配置多个冗余组来分担集群中的信息流负荷。 例如，可配
置一些冗余组 x 来充当一个节点上的主项，配置一些冗余组 x 来充当另一个节点上的主项。 也
可配置与单个冗余以太网接口具有一对一关系的一个冗余组 x 来控制信息流经过的接口。
冗余组的信息流在其冗余组为主动状态的节点上处理。 由于可以配置多个冗余组，所以有可能来
自某些冗余组的信息流在一个节点上处理，而其它冗余组的信息流在另一个节点上处理（具体取
决于哪个节点上的冗余组为主动状态）。 由于配置了多个冗余组，所以信息流可以先经过一个冗
余组的入口接口到达，然后从属于另一个冗余组的出口接口离开。 在这种情况下，入口和出口接
口在同一个节点上可能不为主动状态。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通过结构链路把信息流转发到正确
的节点。
如果配置了一个冗余组 x，则必须为每个节点指定优先级，以便确定在哪个节点上冗余组 x 为主
项。 选择了优先级较高的节点为主项。 冗余组 x 的主项可从一个节点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一个冗余组 x 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时，它在后一个节点上的冗余以太网接口为主动状态，并且
信息流正在经过这些接口。
第1200页上的表137 提供了SRX 系列机箱集群中的一个冗余组 x 示例，并指明主组所在节点。 它
显示了冗余以太网接口以及为冗余组 x配置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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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某些设备同时有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和快速以太网端口。

表137: 机箱集群中的冗余组示例
接口（节点
0）

接口（节点
1）

节点 0 上的路由引
擎

—

—

节点 1：2

节点 1 上的路由引
擎

—

—

节点 0：254

冗余以太网接口 0

ge-1/0/0

ge-5/0/0

节点 1：2

冗余以太网接口 1

ge-1/3/0

ge-5/3/0

节点 0：2

冗余以太网接口 2

ge-2/0/0

ge-6/0/0

节点 1：254

冗余以太网接口 3

ge-2/3/0

ge-6/3/0

节点 0：254

冗余以太网接口 4

ge-3/0/0

ge-7/0/0

节点 1：2

冗余以太网接口 5

ge-3/0/0

ge-7/3/0

组

主项

优先级

对象

冗余组 0

节点 0

节点 0：254

冗余组 1

节点 0

冗余组 2

节点 1

冗余组 3

节点 0

第1200页上的表137 中的机箱集群示例显示：

相关主题

1200

•

节点 0 上的路由引擎为主动状态，因为冗余组 0 在节点 0 上为主项。 （节点 1 上的路由引
擎为被动状态，充当备份。）

•

冗余组 1 在节点 0 上为主项。 属于冗余以太网接口 0 和冗余以太网接口 1 的接口 ge-1/0/0
和 ge-1/3/0 处于主动状态，正在处理信息流。

•

冗余组 2 在节点 1 上为主项。 属于冗余以太网接口 2 和冗余以太网接口 3 的接口 ge-6/0/0
和 ge-6/3/0 处于主动状态，正在处理信息流。

•

冗余组 3 在节点 0 上为主项。 属于冗余以太网接口 4 和冗余以太网接口 5 的接口 ge-3/0/0
和 ge-3/3/0 处于主动状态，正在处理信息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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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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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

要求 (第1201页)

•

概述 (第1201页)

•

配置 (第1201页)

•

验证 (第120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2. 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请参阅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3. 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请参阅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概述
机箱集群冗余组是一个抽象实体，用于容纳和管理对象集合。 每个冗余组充当一个独立的故障切
换单元，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上充当主项。
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两个机箱集群冗余组，分别为 0 和 1：
•

0—为节点 0 分配的优先级是 100，而为节点 1 分配的优先级是 1。

•

1—为节点 0 分配的优先级是 100，而为节点 1 分配的优先级是 1。

启用了抢先选项，并且接口所属的冗余组执行故障切换之后该接口可发送以通知其它网络设备自
身存在的无偿 ARP 请求的数量为 4。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t chassis
set chassis
set chassis
set chassis
set chassis
set chassis

分步过程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0
0
1
1
1
1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preempt
gratuitous-arp-count 4

要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集群各节点上的主项指定冗余组优先级。 较高的数字优先级更高。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0
0
1
1

node
node
node
node

0
1
0
1

priority
priority
priority
priority

100
1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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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优先级较高的节点是否可启动故障切换来成为冗余组的主项。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preempt

指定接口所属的冗余组执行故障切换之后该接口可发送以通知其它网络设备自身存在的无偿
ARP 请求的数量。

3.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gratuitous-arp-count 4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hassis {
cluster {
redundancy-group 0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preempt;
gratuitous-arp-count 4;
}
}
}

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202页)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secondary
node1
1
primary

相关主题

1202

•

Preempt

no
yes

Manual failover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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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第1203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 (第1204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要使冗余组自动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必须监控其接口。 配置冗余组时，可指定冗余组要监控
状态（或“运行状况”）的一组接口来确定接口是已打开还是已关闭。 受监控接口可以是其任意
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子接口。 为要监控的冗余组配置接口时，要为其指定权重。
每个冗余组都有一个阈值容差值，最初设置为 255。 如果冗余组监控的接口变得不可用，将从冗
余组的阈值中减去该接口的权重。 如果冗余组的阈值达到 0，将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例如，
如果冗余组 1 是节点 0 上的主项，当超过了阈值时，冗余组 1 将成为节点 1 上的主项。 在这
种情况下，冗余组 1 的冗余以太网接口的所有子接口将开始处理信息流。

注意: 对于 SRX 系列分支设备，冗余组 0 (RG0) 上不支持接口监控。

发生冗余组故障切换是因为冗余组的受监控接口的累计权重导致其阈值达到了 0。 当一个冗余组
在两个节点上的受监控接口同时达到各自的阈值时，冗余组在节点 ID 较低的节点（本示例中为
节点 0）上为主项。

注意:

相关主题

•

如果希望抑制因接口监控失败而发生故障切换，请使用 hold-down-interval 语句。

•

如果冗余组 0 (RG0) 上发生了故障切换，将禁用 RG0 辅助项上的接口监控 30 秒。
这样可以防止其它冗余组与 RG0 一起执行故障切换。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

•

第120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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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
本示例显示如何指定特定冗余组应监控接口以自动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为要监控的接口指定
一个权重。
•

要求 (第1204页)

•

概述 (第1204页)

•

配置 (第1204页)

•

验证 (第1204页)

要求
首先请创建一个冗余组。 请参阅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概述
可将系统配置为监控属于某个冗余组的接口的运行状况。 如果为要监控的接口指定了权重，系统
将监控该接口的可用性。 如果物理接口出现故障，将从相应冗余组的阈值中扣除该权重。 每个
冗余组都有一个阈值 255。 如果阈值达到 0，将触发故障切换，即使冗余组处于手动故障切换模
式且未启用抢先选项也不例外。
在本示例中，将为冗余组 1 中的 ge-7/0/3 接口配置权重 255。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冗余组要监控的接口。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ge-7/0/3 weight
255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相关主题

1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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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0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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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第1205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第1206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检查端对端连接，并允许在冗余以太网接口（称为 reth）无法访问配置的
IP 地址时冗余组执行故障切换。 可同时配置集群中两个设备上的冗余组，以便监控特定 IP 地
址来确定网络中的上游设备是否可访问。 可将冗余组配置为在受监控 IP 地址 变为不可访问时，
冗余组切换到其备份以保持服务。 这种监控功能与接口监控之间的主要差别是 IP 地址监控允许
在以下情况下执行故障切换：接口仍然打开，但是其相连网络设备出于某种原因不可访问。 在这
种情况下，集群中的另一个节点有可能在有问题时仍然路由信息流。

注意: 如果希望抑制因 IP 地址监控失败而发生故障切换，请使用 hold-down-interval
语句。

IP 地址监控配置不仅允许您设置要监控的地址及其故障切换权重，还允许您设置全局 IP 地址监
控阈值和权重。 仅在因累计受监控地址访问故障导致达到 IP 地址监控全局阈值，才会从冗余组
的故障切换阈值扣除 IP 地址监控全局权重值。 因此，可同时监控多个地址来体现其对保持信息
流传递的重要性。 此外，开始不可访问，之后再次变得可访问的 IP 地址的阈值将恢复为监控阈
值。 不过，除非已经启用了抢先选项，否则这样不会导致故障恢复。
配置之后，IP 地址监控故障切换值（全局权重）将视为用于接口监控（如果已设置）和内置故障
切换监控，包括 SPU 监控、冷同步监控和 NPC 监控（在受支持的平台上）。 应监控的主要 IP
地址为路由器网关地址，目的是为了确保进入服务网关的有效信息流可转发到正确的网络路由器。
将为每个节点指定一个服务处理单元 (SPU) 或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以便为集群中受监控的
IP 地址发送互联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 ping 数据包。 主 PFE 使用路由引擎 (RE) 解析的地
址解析协议 (ARP) 请求发送 ping 数据包。 这些 ping 的源为冗余以太网接口 MAC 地址和 IP
地址。 辅助 PFE 为受监控 IP 地址本身解析 ARP 请求。 这些 ping 的源为冗余以太网接口上
配置的物理子 MAC 地址和辅助 IP 地址。 要在辅助接口上接收 ping 回复，I/O 卡 (IOC)、中
央 PFE 处理器或 Flex IOC 会向该接口的 MAC 表同时添加物理子 MAC 地址和冗余以太网接口
MAC 地址。 辅助 PFE 通过物理子 MAC 地址响应发送到冗余以太网接口上配置的辅助 IP 地址的
ARP 请求。

注意: 在 SRX3000 系列和 SRX5000 系列设备上，如果冗余以太网接口已针对 VPN 路
由和转发 (VRF) 实例进行了配置，则不支持 IP 地址监控。

检查受监控 IP 地址访问性的缺省时间间隔为每秒一次。 可使用 retry-interval 命令调整该时
间间隔。 缺省的允许连续失败 ping 尝试数为 5。 可使用 retry-count 命令调整允许连续失败
ping 尝试数。 访问受监控 IP 地址失败的次数达到了配置的连续尝试数之后，将把该 IP 地址
认定为不可访问，并从冗余组的全局阈值中扣除其故障切换值。
将 IP 地址认定为不可访问之后，将从全局阈值扣除其权重。 如果重新计算得出的全局阈值非
0，将把 IP 地址标记为不可访问，但是不会从冗余组的阈值扣除全局权重。 如果冗余组 IP 监
控全局阈值达到了 0，并且存在不可访问的 IP 地址，冗余组将在节点之间不断执行故障切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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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恢复，直到不可访问的 IP 地址变为可访问或配置更改取消监控不可访问的 IP 地址。 请注
意，缺省和配置的 hold-down-interval 故障切换抑制仍然有效。
每个冗余组 x 都有一个阈值容差值，最初设置为 255。 当冗余组 x 监控的一个 IP 地址变得不
可用时，将从冗余组 x的阈值中扣除其权重。 当冗余组 x的阈值达到 0 时，将故障切换到另一
个节点。 例如，如果冗余组 1 是节点 0 上的主项，当超过了阈值时，冗余组 1 将成为节点 1
上的主项。 在这种情况下，冗余组 1 的冗余以太网接口的所有子接口将开始处理信息流。
冗余组 x 发生了故障切换，原因是冗余组 x的受监控 IP 地址和其它监控的累计权重使其阈值达
到了 0。 当冗余组 x 在两个节点上的受监控 IP 地址同时达到其阈值时，冗余组 x 在节点 ID
较低的节点（通常为节点 0）上将成为主项。

注意: 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上现在支持对机箱集群执行上游设备
故障检测功能。

仅当 IP 地址在冗余以太网接口（在 CLI 命令和接口列表中称为 reth）上可访问时才能完成监
控，并且不可通过通道监控 IP 地址。 要通过辅助集群节点上的冗余以太网接口监控 IP 地址，
必须为该接口配置一个辅助 IP 地址。 不能在以透明模式运行的机箱集群上使用 IP 地址监控。
对于 SRX5000 系列设备，可为每个集群配置的最大监控 IP 地址数为 64，而对于 SRX1400 设备
和 SRX3000 系列，则为 32。

注意: 该版本中不支持对 IPv6 目标执行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0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机箱集群配置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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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第1207页)

•

概述 (第1207页)

•

配置 (第1207页)

•

验证 (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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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2. 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请参阅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3. 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请参阅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概述
可配置冗余组来监控上游资源，方法是 ping 可通过集群中任意节点上的冗余以太网接口访问的
特定 IP 地址。 也可为冗余组配置全局阈值、权重、重试时间间隔和重试计数参数。 当受监控
IP 地址变为不可访问时，将从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全局阈值扣除受监控 IP 地址的权重。 当全
局阈值达到 0 时，将从冗余组阈值扣除全局权重。 重试时间间隔确定冗余组监控的各 IP 地址
的 ping 时间间隔。 只要提交了配置，就会立即发送 ping。 重试计数设置冗余组监控的各 IP
地址允许的连续 ping 失败次数。
在本示例中，将为冗余组 1 配置以下设置：
•

要监控的 IP 地址—10.1.1.10

•

IP 地址监控全局权重—100

•

IP 地址监控全局阈值—200

注意: 该阈值将连续应用于冗余组监控的所有 IP 地址。

•

IP 地址重试时间间隔—3 秒钟

•

IP 地址重试计数—10

•

权重—150

•

冗余以太网接口—reth1.0

•

辅助 IP 地址—10.1.1.101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interface reth1.0 secondary-ip-address 10.1.1.101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global-weight 100
global-threshold 200
retry-interval 3
retry-count 10
family inet 10.1.1.10 w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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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要配置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全局监控权重。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global-weight 100

指定全局监控阈值。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global-threshold 200

指定重试时间间隔。

3.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retry-interval 3

指定重试计数。

4.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retry-count 10

指定要监控的 IP 地址、权重、冗余以太网接口和辅助 IP 地址。

5.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family inet 10.1.1.10
weight 100 interface reth1.0 secondary-ip-address 10.1.1.10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命令。 如果输
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p-monitoring {
global-weight 100;
global-threshold 200;
family {
inet {
10.1.1.10 {
weight 100;
interface reth1.0 secondary-ip-address 10.1.1.101;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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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冗余组的受监控 IP 地址的状态
用途

验证冗余组的受监控 IP 地址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p-monitoring status 命令。 有关特定组的信息，请
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p-monitoring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p-monitoring status
node0:
-------------------------------------------------------------------------Redundancy group: 1
IP address
10.1.1.10
10.1.1.101

Status
reachable
reachable

Failure count
0
0

Reason
n/a
n/a

node1:
-------------------------------------------------------------------------Redundancy group: 1
IP address
10.1.1.10
10.1.1.101

相关主题

Status
reachable
reachable

Failure count
0
0

Reason
n/a
n/a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0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在处理配置为机箱集群的设备时，需要监控各种类型的对象，包括全局级别对象和冗余组特定的
对象。 本节介绍全局级别对象的监控。
SRX1400 设备和 SRX3000 与 SRX5000 系列有一个或多个在服务处理卡 (SPC) 上运行的服务处理
单元 (SPU)。 基于流的所有服务均在该 SPU 上运行。 其它 SRX 系列设备和所有 J 系列设备都
有一个基于流的转发进程 flowd，用于通过设备转发数据包。
•

了解 SPU 监控 (第1210页)

•

了解 Flowd 监控 (第1210页)

•

了解冷同步监控 (第1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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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SPU 监控
SPU 监控跟踪 SPU 和中心点 (CP) 的运行状况。 各 SPC 上的机箱管理器监控 SPU 和中心点，
同时维护路由引擎机箱的心跳。 在这个分层监控系统中，机箱是执行硬件故障检测的中心。 缺
省情况下已启用 SPU 监控。

注意: SRX1400 设备和 SRX3000 与 SRX5000 系列上支持 SPU 监控。

节点上的永久性 SPU 和中心点故障视为灾难性的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
将通过把冗余组 x 的优先级降低到 0，在集群中禁用节点的 PFE。
•

中心点故障会触发到辅助节点的故障切换。 将自动重新启动故障节点的 PFE（其中包括所有
SPC 和所有 I/O 卡 (IOC)）。 如果辅助中心点也出现故障，集群将无法形成，因为没有主设
备。 只有数据平面（冗余组 x）会被故障切换。

•

单个故障 SPU 会导致将冗余组 x 故障切换到辅助节点。 故障节点上的所有 IOC 和 SPC 都会
重新启动，而冗余组 x 将故障切换到辅助接点。 到辅助节点的故障切换是自动进行的，无需
用户干预。 当故障（原来的）主节点恢复了故障组件时，故障切换将由冗余组 x的抢先配置来
决定。 不工作 SPU 的检测时间间隔为 30 秒。

了解 Flowd 监控
Flowd 监控跟踪 flowd 进程的运行状况。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 flowd 监控。

注意: SRX100、SRX210 和 SRX220 设备上支持 Flowd 监控。 但 J 系列设备不支持。

节点上的永久性 flowd 故障视为灾难性的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将通过
把冗余组 x 的优先级降低到 0，在集群中禁用节点的 PFE。
Flowd 进程失败将导致冗余组 x 故障切换到辅助节点。 到辅助节点的故障切换是自动进行的，
无需用户干预。 当故障（原来的）主节点恢复了故障组件时，故障切换将由冗余组 x。

了解冷同步监控
启动 SPU 或 flowd 时同步数据平面运行时对象 (RTO) 的过程称为 冷同步。 同步了所有 RTO
之后，冷同步进程即完成，节点上的 SPU 或 flowd 即可接管主节点（如果需要）。 监控节点上
所有 SPU 或 flowd 的冷同步状态的过程称为 冷同步监控。 请记住，如果启用了抢先，冷同步
监控会阻止节点接管主导权，直到节点上的 SPU 或 flowd 完成了冷同步进程。 缺省情况下已启
用了冷同步监控。
节点重新启动或 SPU 或 flowd 从故障恢复之后，所有冗余组 x 的优先级将为 0。 SPU 或 flowd
出现时，将尝试启动与其在另一个节点上的镜像 SPU 或 flowd 之间的冷同步进程。
如果这是集群中的唯一节点，则所有冗余组 x 的优先级将保持为 0，直到有新节点加入集群。
尽管优先级为 0，设备仍然可通过其接口接收和发送信息流。 优先级为 0 表示在出现故障时不
能执行故障切换。 当有新节点加入集群时，所有 SPU 或 flowd 在出现时将启动与现有节点的镜
像 SPU 或 flowd 之间的冷同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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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节点的已启动 SPU 或 flowd 检测到来自对等节点的 SPU 或 flowd 冷同步请求时，将向系统
发布消息，说明冷同步进程已完成。 新加入节点的 SPU 或 flowd 将发布类似消息。 但是，只
会在获悉所有 RTO 且冷同步已完成时发布此消息。 从所有 SPU 或 flowd 接收到完成消息之后，
冗余组 x 的优先级将变为各节点上配置的优先级，前提是受监控组件（如接口）上不存在其它故
障。 此操作确保冗余组 x 的现有主节点始终首先变为配置的优先级。 之后加入集群的节点只有
在其所有 SPU 或 flowd 完成了冷同步进程之后才会变为配置的优先级。 此操作反过来保证新增
节点在接管主控权之前准备好了所有 RTO。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0：路由引擎

•

第119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1 到 128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0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IP 地址监控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第1211页)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第1212页)

•

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第1213页)

•

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第1215页)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第1216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机箱集群采用了一些高效故障切换机制来提升高可用性，以便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和生产效率。
冗余组是以组的形式执行故障切换的对象集合。 每个冗余组监控一组对象（物理接口），并且为
每个受监控对象分配了一个权重。 每个冗余组都有一个初始阈值 255。 如果受监控对象出现故
障，将从冗余组的阈值扣除该对象的权重。 如果阈值达到零，冗余组将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因此，与该冗余组关联的所有对象也将执行故障切换。 平稳重新启动路由协议将让 SRX 系列设
备在故障切换期间尽量减少对信息流的破坏。
在短时间间隔内冗余组执行背对背的故障切换可能导致集群出现不可预料的行为。 为了避免出现
这样的不可预料行为，请配置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执行故障切换时，冗余组的前一个主节
点会变为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并保持该状态，直到抑制时间间隔到期。 抑制时
间间隔到期之后，上一个主节点将变为 secondary（辅助）状态。 如果抑制时间间隔内新主节点
上出现了故障，系统将立即执行故障切换，并覆盖抑制时间间隔。
冗余组 0 的缺省抑制时间为 300 秒（5 分钟），并可使用 hold-down-interval 语句配置为最大
1800 秒。 对于某些配置（如有大量路由或逻辑接口的配置），缺省时间间隔或用户配置的时间
间隔可能不够用。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会以 60 秒为增量自动延长抑制时间，直到系统可执行故
障切换。
冗余组 x（编号为 1 到 128 的冗余组）的缺省抑制时间为 1 秒，取值范围为 0 到 18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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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时间间隔影响手动故障切换以及与监控故障关联的所有自动故障切换。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0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接口监控

•

第1212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5页上的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

第121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可手动启动冗余组 x （编号为 1 到 128 的冗余组）故障切换。 发生故障恢复事件之前，将一
直应用手动故障切换。
例如，假设手动为冗余组 1 执行从节点 0 到节点 1 的故障切换。 然后冗余组 1 监控的一个接
口出现故障，从而导致新主冗余组的阈值降到了零。 将把此事件视为故障恢复事件，系统将把控
制权返还给原始冗余组。
如果希望更改冗余组 0 的主节点，也可手动启动冗余组 0 的故障切换。 不能为冗余组 0 启用
抢先。
为冗余组 0 执行故障切换时，primary（主）状态的节点将转换为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
状态。 节点将在缺省或配置的时间（至少 300 秒）内保持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
然后转换为 secondary（辅助）状态。
如果一个节点为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而另一个节点重新启动，或者失去了与该节
点的控制链路连接或结构链路连接，状态将转换，如下所述：
•

重新启动—处于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的节点转换为 primary（主）状态；另一
个节点变为不活动（静止）。

•

控制链路故障—处于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的节点转换为 ineligible（无资格）
状态，然后转换为 disabled（已禁用）状态；另一个节点转换为 primary（主）状态。

•

结构链路故障—处于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的节点直接转换为 disabled（已禁
用）状态。

请记住，服务中软件升级 (ISSU) 期间，不能执行此处描述的转换。 相反，另一个节点（主节
点）会直接转换为 secondary（辅助）状态，因为 10.0 之前的 Juniper 版本不能解释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 启动 ISSU 时，如果一个节点有一个或多个冗余组处于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则必须等待这些冗余组变为 secondary（辅助）状态，才能
执行手动故障切换来让所有冗余组成为某个节点上的主项。

小心: 使用冗余组 0 手动故障切换时，请务必小心谨慎。 冗余组 0 故障切换意味着
将执行路由引擎故障切换，从而导致主节点上运行的所有进程被终止，然后在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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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引擎上产生这些进程。 这种故障切换可能由于系统波动的介入而导致丢失状态
（如路由状态）和性能下降。

注意: 对于冗余组 x，可以在优先级为 0 的节点上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建议先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来检查冗余组节点优先级，再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5页上的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

第121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

第1294页上的使用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可使用 request 命令手动启动故障切换。 手动故障切换会将相应成员的冗余组的优先级提高到
255。
首先请完成以下任务：
•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15页上的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小心: 使用冗余组 0 手动故障切换时，请务必小心谨慎。 冗余组 0 故障切换意味着
将执行路由引擎 (RE) 故障切换，从而导致主节点上运行的所有进程被终止，然后在
新的主路由引擎 (RE) 上产生这些进程。 这种故障切换可能由于系统波动的介入而导
致丢失状态（如路由状态）和性能下降。

注意: 对于冗余组 x（编号为 1 到 128 的冗余组），可以在优先级为 0 的节点上执
行手动故障切换。 建议先检查冗余组节点优先级，再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使用 show 命令显示集群中的节点的状态：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0
Cluster ID: 9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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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54
primary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no

此命令的输出指示节点 0 为主项。
使用 request 命令触发故障切换并将节点 1 设置为主项：
{primary:node0}
user@host>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iated manual failover for redundancy group 0

使用 show 命令显示集群中的节点的新状态：
{secondary-hold: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0
Cluster ID: 9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2
node0
254
secondary-hold no
node1
255
primary
no

yes
yes

此命令的输出显示节点 1 现在为主项，而节点 0 处于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状态。 5
分钟之后，节点 0 将转换为 secondary（辅助）状态。
可通过使用 request 命令重置冗余组的故障切换。 此更改将在集群中传播。
{secondary-hold:node0}
user@host>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set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node0:
-------------------------------------------------------------------------No reset required for redundancy group 0.
node1:
-------------------------------------------------------------------------Successfully reset manual failover for redundancy group 0

5 分钟的时间间隔到期之前，不能触发背对背的故障切换。
{secondary-hold:node0}
user@host>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node0:
-------------------------------------------------------------------------Manual failover is not permitted as redundancy-group 0 on node0 is in secondary-hold state.

使用 show 命令显示集群中的节点的新状态：
{secondary-hold: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0
Cluster ID: 9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2
node0
254
secondary-hold no
node1
1
primary
no

no
no

此命令的输出显示两个节点上都没有发生背对背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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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手动故障切换之后，必须先发出 reset failover 命令，才能再请求一次故障转换。
主节点出现故障并再次恢复时，将基于常规条件（优先级和抢先）选择主节点。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2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5页上的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

第121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如果背对背冗余组故障
切换发生的速度过快，可能导致机箱集群出现不可预料的行为。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冗余组故障切换。 请参阅第121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

•

了解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请参阅第1212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概述
抑制时间是允许为一个冗余组执行背对背故障切换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此时间间隔影响接口监
控故障导致的手动故障切换和自动故障切换。
在本示例中，将把为冗余组 0 执行的背对背故障切换之间的允许最小时间间隔设置为 420 秒。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冗余组设置抑制时间。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hold-down-interval 42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chassis cluster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2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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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故障切换的 SNMP 故障切换陷阱
机箱集群化支持 SNMP 陷阱，这种陷阱在出现冗余组故障切换时触发。
陷阱消息可帮助您对故障切换执行故障诊断。 其中包含以下信息：
•

集群 ID 和节点 ID

•

故障切换的原因

•

故障切换中涉及的冗余组

•

冗余组的上一个状态和当前状态

下面是集群在任何指定时刻可处于的不同状态：hold（等待）、primary（主）、secondary-hold
（辅助-等待）、secondary（辅助）、ineligible（无资格）和 disabled（已禁用）。 将为以
下状态转换生成陷阱（仅从 hold（等待）状态转换不会触发陷阱）：
•

primary（主）<–> secondary（辅助）

•

primary（主）–>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

•

secondary-hold（辅助-等待）–> secondary（辅助）

•

secondary（辅助）–> ineligible（无资格）

•

ineligible（无资格）–> disabled（已禁用）

•

ineligible（无资格）–> primary（主）

•

secondary（辅助）–> disabled（已禁用）

接口监控、SPU 监控、故障和手动故障切换等任何事件都可能导致触发转换。
如果外向接口与生成陷阱的路由引擎位于不同节点上，将通过控制链路转发陷阱。
可通过设置 traceoptions flag snmp 语句来指定生成跟踪日志。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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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2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第1215页上的示例：为机箱集群配置背对背冗余组故障切换之间的抑制时间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09页上的了解全局级别对象的机箱集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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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第1217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第1218页)

•

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第1223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冗余以太网接口是伪接口，其中至少包含集群每个节点的一个物理接口。
冗余以太网接口中必须至少包含一对快速以太网接口或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称为冗余以太网
接口（冗余父级）的子接口。 如果将每个节点的两个或更多子接口分配给冗余以太网接口，那么
必须形成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单个冗余以太网接口中可包含分别来自节点 0 和节点 1
的一个快速以太网接口，或分别来自节点 0 和节点 1 的一个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虽然冗余以太
网接口的接口类型—快速以太网或千兆位以太网—必须相同，但是无需位于各节点上的相同插槽
中。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万兆位以太网 (xe) 接口可以充
当冗余以太网 (reth) 接口。

注意: 冗余以太网接口在配置命令中称为 reth。

可以配置的最大冗余以太网接口数由您所用设备类型决定，如第1217页上的表138 中所示。 请注
意，所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数决定可配置的冗余组数。

表138: 允许的最大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设备

最大 reth 接口数

SRX100

8

SRX210

8

SRX220

8

SRX240

24

SRX650

68

SRX1400

128

SRX3400

128

SRX3600

128

SRX5600

128

SRX580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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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 允许的最大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续)
设备

最大 reth 接口数

J2320

128

J2350

128

J4350

128

J6350

128

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子接口以子接口配置组成部分的形式与冗余以太网接口关联。 冗余以太网接口
子接口继承其父级的大部分配置。

注意: 可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 如果在第 3 层以太网接口上启用了混
合模式，将把该接口上收到的所有数据包发送到中心点或服务处理单元 (SPU)，而不
考虑数据包的目标 MAC 地址。 如果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了混合模式，也将在所
有子物理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
要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请在 [edit interfaces] 层次结构中使用
promiscuous-mode 语句。

冗余以太网接口从其所属冗余组 x 继承故障切换属性。 只要冗余以太网接口的主子接口可用或
处于主动状态，就保持为主动状态。 例如，如果 reth0 与冗余组 1 关联，而冗余组 1 在节点
0 上处于主动状态，则只要 reth0 的节点 0 子接口已打开，reth0 即已打开。
在机箱集群模式下，SRX100、SRX210、SRX220、SRX240、SRX650 设备上和所有 J 系列设备上支
持通过冗余以太网 (reth) 接口的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PPPoE)。 此功能让现有 PPPoE 会话在执
行故障切换时无需启动新 PPP0E 会话即可继续。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2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冗余以太网接口是伪接口，它包含两个或更多物
理接口，其中至少有一个来自集群的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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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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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第1219页)

•

配置 (第1219页)

•

验证 (第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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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概述
为冗余以太网接口指定物理接口之后，请在冗余以太网接口级别设置物理接口的配置，每个子接
口都将继承此配置。
冗余以太网接口在配置命令中称为 reth。

注意: 可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 如果在第 3 层以太网接口上启用了混
合模式，将把该接口上收到的所有数据包发送到中心点或服务处理单元，而不考虑数
据包的目标 MAC 地址。 如果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了混合模式，也将在所有子物
理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
要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启用混合模式，请在 [edit interfaces] 层次结构中使用
promiscuous-mode 语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为 IPv4 快速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set interfaces fe-8/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mtu 1500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3/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1.0

要为 IPv6 快速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set interfaces fe-8/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set interfaces reth2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2 unit 0 family inet6 mtu 1500
set interfaces reth2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2/6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2.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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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要为 IPv4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冗余子物理接口绑定到 reth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2.

将冗余子物理接口绑定到 reth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8/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3.

将 reth1 添加到冗余组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4.

设置 MTU 大小。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mtu 1500

5.

为 reth1 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3/24

6.

将 reth1.0 关联到 trust 安全区段。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1.0

分步过程

要为 IPv6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冗余子物理接口绑定到 reth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2.

将冗余子物理接口绑定到 reth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8/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2

3.

将 reth2 添加到冗余组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2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4.

设置 MTU 大小。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2 unit 0 family inet6 mtu 1500

5.

为 reth2 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2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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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 reth2.0 关联到 trust 安全区段。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2.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 reth0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
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interfaces {
...
fe-1/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2;
}
}
fe-8/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2;
}
}
ge-0/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7/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reth1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mtu 1500;
address 10.1.1.3/24;
}
}
}
reth2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6 {
mtu 1500;
address 2010:2010:201::2/64;
}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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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第1222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第1222页)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的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 match reth1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match reth1
ge-0/0/0.0
up
down aenet
ge-7/0/0.0
up
down aenet
reth1
up
down
reth1.0
up
down inet

--> reth1.0
--> reth0.0
10.1.1.3/24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配置中的控制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0 name: em0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1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fe-1/0/0
fe-8/0/0
ge-0/0/0
ge-7/0/0

Weight
200
200
200
200

Status
Up
Up
Up
Up

Redundancy-group
1
1
1
1

注意: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机箱集群接口
上不会体现八队列配置。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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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2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第1223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第1224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最小链路数 (第1227页)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由于支持基于 IEEE 802.3ad 的以太网链路聚合组 (LAG)，所以可以聚合独立设备上的物理接口。
独立设备上的 LAG 提高了接口带宽和链路可用性。 通过聚合机箱集群中的链路，冗余以太网接
口可以添加两个以上的物理子接口来创建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在每个节点的每个以太网接口
上，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最多可以有八个链路（所以每个冗余以太网接口最多可以有总共 16 个
链路）。
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上的聚合链路的带宽和冗余与独立设备上的 LAG 相同，但是增加了机箱集
群冗余这一优势。 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有两种类型的同步冗余。 各节点上冗余以太网接口内的
聚合链路都是冗余的；如果主聚合中的一个链路出现故障，其余链路将接管该链路的信息流负荷。
如果主节点上有足够多的子链路出现故障，可将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配置为使整个冗余以太网接
口上的所有信息流都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上的聚合链路。
聚合以太网接口也称为本地 LAG，在机箱集群的两个节点上均受支持，但是不能添加到冗余以太
网接口。 本地 LAG 在系统接口列表中使用前缀 ae- 指示。 同样地，不能将现有本地 LAG 的任
何子接口添加到冗余以太网接口；反之亦然。 请注意，用于连接集群中节点的交换机必须配置
LAG 链路，并为两个节点上的每个 LAG 启用 802.3ad，这样聚合链路才同样可识别并正确传递信
息流。 每个集群上的各个节点 LAG 接口 (ae) 和冗余以太网 (reth) 接口组合的最大总数为
128。

注意: 必须将来自机箱集群中每个节点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子链路连接到对等设备
上的不同 LAG。 如果使用了单个对等交换机来终止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那么必须在
该交换机中使用两个单独的 LAG。

可将来自不同 PIC 或 IOC 并使用不同电缆类型（如铜线和光纤）的链路添加到同一个冗余以太
网接口 LAG，但是接口速度必须相同，并且所有接口必须为全双工模式。 不过为了降低信息流处
理开销，建议尽可能使用来自相同 PIC 或 IOC 的接口。 但同一个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中配置
的所有接口共享同一个虚拟 MAC 地址。

注意: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的接口监控功能现在允许监控冗余以太网/聚合以太网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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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以太网接口配置还包括 minimum-links 设置，供您设置给定冗余以太网接口中主节点上必须
至少有多少个物理子链路数，才能打开接口。 缺省 minimum-links 值为 1。 请注意，
minimum-links 设置仅监控主节点上的子链路。 冗余以太网接口不将备份节点上的物理接口用于
入口或出口信息流。
请注意有关支持的以下详细信息：
•

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中支持服务质量 (QoS)。 但是，保障带宽会在所有链路之间复制。 如果
丢失了一个链路，也将相应地丢失保障带宽。

•

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中支持第 2 层透明模式和第 2 层安全功能。

•

机箱集群部署中支持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这种部署中还同时支持聚合以太网接口和冗余
以太网接口。

•

机箱集群管理、控制和结构接口不能配置为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也不能添加到冗余以太网接
口 LAG。

•

网络处理器捆绑可以与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在同一个集群中共存。 但是不支持将一个接口同
时分配给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和网络处理器捆绑。

•

单流吞吐量仅限于一个物理链路的速度，而不考虑聚合接口的速度。

注意: 在 SRX100、SRX110、SRX120、SRX210、SRX220、SRX240、SRX650 和 J 系列设
备上，可为 reth 的成员接口配置速度模式和链路模式。

注意: 有关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和 LAC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中的“Aggregated Ethernet”一章。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2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第1227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最小链路数

•

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机箱集群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机箱集群配置支持冗余以太网接口
中的每个接口上有多个子接口。 如果冗余以太网接口配置中包含至少两个来自各节点的物理子接
口链路，将把这些接口在冗余以太网接口中组合在一起来形成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要求
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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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机箱集群冗余接口。 请参阅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请参阅第122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链接聚合组”。

概述

注意: 要使聚合出现，用于连接集群中节点的交换机必须为各节点上的冗余以太网接
口物理子链路启用 IEEE 802.3ad 链路聚合。 由于大多数交换机都支持 IEEE 802.3ad
以及 LACP，所以建议在 SRX 系列设备上启用 LACP。 如果交换机上无 LACP，则不应
在 SRX 系列设备上启用 LACP。

在本示例中，将为 reth1 分配六个以太网接口，以形成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ge-1/0/1—reth1

•

ge-1/0/2—reth1

•

ge-1/0/3—reth1

•

ge-12/0/1—reth1

•

ge-12/0/2—reth1

•

ge-12/0/3—reth1

注意: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时，可以为一个冗余以太网接口在集群的每个节点指
定最多八个物理接口，总计 16 个子接口。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interfaces ge-1/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1/0/2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1/0/3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12/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12/0/2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12/0/3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分步过程

要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 reth1 指定以太网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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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1/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0/2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0/3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2/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2/0/2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2/0/3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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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 reth1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
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reth1
...
ge-1/0/1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1/0/2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1/0/3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12/0/1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12/0/2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12/0/3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配置
用途

验证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reth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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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1/0/1.0
ge-1/0/2.0
ge-1/0/3.0
ge-12/0/1.0
ge-12/0/2.0
ge-12/0/3.0
reth0
reth0.0
reth1
reth1.0

相关主题

up
up
up
up
up
up
up
up
up
up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aenet
aenet
aenet
aenet
aenet
aenet

-->
-->
-->
-->
-->
-->

reth1.0
reth1.0
reth1.0
reth1.0
reth1.0
reth1.0

inet

10.100.37.214/24

inet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27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最小链路数

•

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最小链路数
本示例显示如何指定为主节点上的冗余以太网接口分配的物理子链路中必须至少有多少个正在工
作，才能打开接口。
•

要求 (第1227页)

•

概述 (第1227页)

•

配置 (第1228页)

•

验证 (第122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冗余以太网接口。 请参阅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请参阅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了解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请参阅第122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
路聚合组”。

概述
如果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子链路超过两个，可设置为主节点上的接口分配的物理链路中必须至少有
多少个正在工作，才能打开接口。 如果主节点上的物理链路数低于 minimum-links 值，即使一
些链路仍在工作，接口也将关闭。
在本示例中，将在主节点上指定三个子链路并绑定到正在工作的 reth1（minimum-links 值），
以防接口关闭。 例如，在为 reth1 指定了六个接口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LAG 配置中，将
minimum-links 值设置为 3 意味着主节点上的所有 reth1 子链路必须正在工作，以防接口的状
态变为关闭。

注意: 尽管可以为只有两个子接口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每个节点上一个子接口）设置
minimum-links 值，还是建议不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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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指定最小链路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冗余以太网接口指定最小链路数。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minimum-links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interface reth1 命令。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reth1
Physical interface: reth1, Enabled, Physical link is Down
Interface index: 129, SNMP ifIndex: 548
Link-level type: Ethernet, MTU: 1514, Speed: Unspecified, BPDU Error: None,
MAC-REWRITE Error: None, Loopback: Disabled, Source filtering: Disabled,
Flow control: Disabled, Minimum links needed: 3, Minimum bandwidth needed: 0
Device flags
: Present Running
Interface flags: Hardware-Down SNMP-Traps Internal: 0x0
Current address: 00:10:db:ff:10:01, Hardware address: 00:10:db:ff:10:01
Last flapped
: 2010-09-15 15:54:53 UTC (1w0d 22:07 ago)
Input rate
: 0 bps (0 pps)
Output rate
: 0 bps (0 pps)
Logical interface reth1.0 (Index 68) (SNMP ifIndex 550)
Flags: Hardware-Down Device-Down SNMP-Traps 0x0 Encapsulation: ENET2
Statistics
Packets
pps
Bytes
bps
Bundle:
Input :
0
0
0
0
Output:
0
0
0
0
Security: Zone: untrust
Allowed host-inbound traffic : bootp bfd bgp dns dvmrp igmp ldp msdp nhrp
ospf pgm pim rip router-discovery rsvp sap vrrp dhcp finger ftp tftp
ident-reset http https ike netconf ping reverse-telnet reverse-ssh rlogin
rpm rsh snmp snmp-trap ssh telnet traceroute xnm-clear-text xnm-ssl lsping
ntp sip
Protocol inet, MTU: 1500
Flags: Sendbcast-pkt-to-re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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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2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第122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链路聚合组

•

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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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第1229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第1231页)

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机箱集群中冗余以太网接口之间的路由通告非常复杂，因为集群中的主动节点可以动态改变。 有
条件路由通告让您可以按以下方式通告路由：将来自核心网络的内向信息流附加到与当前主动冗
余以太网接口位于同一个节点上的边界网关协议 (BGP) 接口。 这样信息流就被主动节点处理，
所以不会经过节点之间的结构接口。 您可以通过在 BGP 通告路由时处理 BGP 属性来实现这一目
的。
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的目标是确保来自上游网络的内向信息流到达位于当前主动冗余以
太网接口上的节点。 要了解其工作原理，请记住在机箱集群中，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接口组。
第1230页上的图98 显示了一个典型方案，其中一个与公司 LAN 相连的冗余以太网接口通过机箱集
群连接到外部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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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有条件路由通告

相关主题

123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23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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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机箱集群中配置有条件路由通告，以便确保来自上游网络的内向信息流到达位
于当前主动冗余以太网接口上的节点。
•

要求 (第1231页)

•

概述 (第1231页)

•

配置 (第1233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告。 请参阅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路由通
告”。

概述
按照第1232页上的图99 中的图示，通过 IGP 从冗余以太网接口获悉的路由前缀使用 BGP 通告给网
络内核。 维护了两个 BGP 会话，分别来自接口 t1-1/0/ 和 t1-1/0/1，以便实现 BGP 多宿。
两个会话上都会通告所有路由前缀。 因此，对于通过冗余以太网接口获悉且由 BGP 通告的路由，
如果主动冗余以太网接口与 BGP 会话位于同一个节点上，请使用“良好”的 BGP 属性通告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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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有条件路由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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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此行为，请先为 BGP 应用策略，再导出路由。 策略匹配条件中的一个附加条款决定确定
路由之前下一个跳跃的当前主动冗余以太网接口子接口。 当子冗余以太网接口的主动状态改变
时，BGP 将重新评估所有受影响路由的导出策略。
下面是此配置中的条件语句的工作方式。 此命令说明仅在以下情况下针对此条件评估的任何路由
才会通过：
•

路由有一个冗余以太网接口来充当下一跳跃接口。

•

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当前子接口在节点 0（由 route-active-on node0 关键字指定）上处于主动
状态。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route-active-on node0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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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一个路由可以有多个等成本的下一跳跃，这些下一跳跃可以是冗余以太网接口、常规接
口或二者的组合。 路由仍然满足有一个冗余以太网接口来充当其下一跳跃这一要求。
如果使用上一个示例命令中为节点 0 设置的 BGP 导出策略，那么仅通过会话通告满足以下要求
的 OSPF 路由：
•

OSPF 路由有一个冗余以太网接口来充当下一跳跃。

•

冗余以太网接口的当前子接口在节点 0 上当前处于主动状态。

还必须通过使用相同的过程为另一个 BGP 会话创建并应用一个单独的策略语句。
除了 BGP MED 属性之外，还可定义更多 BGP 属性，如 origin-code、as-path 和 community。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有条件路由通告，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from protocol ospf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from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then metric 10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then accept
set policy-options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route-active-on node0

分步过程

要配置有条件路由通告，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策略。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from protocol ospf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from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then metric 10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term ospf-on-0
then accept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policy-options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route-active-on node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policy-option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policy-options
policy-statement reth-nh-active-on-0 {
term ospf-on-0 {
from {
protocol ospf;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23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then {
metric 10;
accept;
}
}
}
condition reth-nh-active-on-0 route-active-on node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1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第1234页)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第1235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第1236页)

•

示例：为双控制链路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第1238页)

•

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第1240页)

•

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第1241页)

•

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使用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时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第1242页)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第1243页)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第1244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第1246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247页)

•

清除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247页)

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控制平面软件以主动或备份模式运行，是 Junos OS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集群的主节点上处
于主动状态。 它通过将状态、配置和其它信息通报给辅助节点上的静止路由引擎来实现冗余。
如果主路由引擎出现故障，辅助路由引擎可接管控制。
控制平面软件：

1234

•

在路由引擎上运行并监控整个机箱集群系统，包括两个节点上的接口

•

管理系统和数据平面资源，包括各节点上的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

通过控制链路同步配置

•

建立并维护会话，包括认证、授权和记账 (AAA) 功能

•

管理应用程序特定的信号发送协议

•

建立并维护管理会话，如 Telne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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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非对称路由

•

管理路由状态、地址解析协议 (ARP) 处理和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处理

来自控制平面软件的信息沿着两个路径传输：
•

在主节点上（其中路由引擎处于主动状态），控制信息从路由引擎传输到本地数据包转发引擎。

•

控制信息通过控制链路传输到辅助节点的路由引擎和数据包转发引擎。

主路由引擎上运行的控制平面软件维护整个集群的状态，但只有其节点上运行的进程才能更新状
态信息。 主路由引擎同步辅助节点的状态，并处理所有主机信息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第123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控制链路借助专用协议在节点之间传输会话状态、配置和活动状况信号。
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缺省情况下已禁用所有控制端口。 设备中的每个 SPC 都有两
个控制端口，并且可以在每个设备中插入多个 SPC。 要在 SRX5600 或 SRX5800 设备构成的机箱
集群内设置控制链路，请连接并配置将在每个设备上使用的控制端口（fpcn 和 fpcn），然后在集
群模式下初始化设备。
对于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交换机结构板上有一些专用机箱集群 (HA) 控制端口。 无需为
SRX3400 和 SRX3600 设备配置控制链路。
对于 SRX1400 设备，SYSIO 上有专用控制端口（端口 10 和端口 11）。 如果设备不处于集群模
式，则可将这些端口用作收入端口。 无需为 SRX1400 设备配置控制链路。
对于 SRX650 和 SRX240 设备，控制链路使用 ge-0/0/1 接口。
对于 SRX100、SRX210 和 SRX220 设备，控制链路使用 fe-0/0/7 接口。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控制链路是各设备上 ge-0/0/3 端口之间的物理连接，而这两个端口共同
构成 fxp1。
有关端口与接口在管理、控制和结构链路中的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61页上的表140 与 第
1266页上的表141。
要在 J 系列设备上设置控制链路，请将两个设备上的控制接口背对背连接。 在集群模式下初始
化设备时，Junos OS 将把控制接口重命名为 fxp1，并将这个接口用于集群控制链路。 为了让控
制链路传输数据，系统为每个 fxp1 控制链路接口提供了一个内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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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的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需要配置将在各设备上
用于建立控制链路的控制端口。
•

要求 (第1236页)

•

概述 (第1236页)

•

配置 (第1236页)

•

验证 (第123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以物理方式连接设备上的控制端口。 请参阅第1269页上的“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
群”。

概述
缺省情况下，已禁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的所有控制端口。 连接控制端口、建立机箱集
群并配置控制端口之后，即建立了控制链路。
本示例为控制端口配置以下 FPC 和端口来充当控制链路：
•

FPC 4、端口 0

•

FPC 10、端口 0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控制端口用作机箱集群的控制链路，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4 port 0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0 port 0

分步过程

要配置控制端口用作机箱集群的控制链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1236

指定控制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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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4 port 0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0 port 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
control-ports {
fpc 4 port 0;
fpc 10 port 0;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237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含义

相关主题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no
node1
0
secondary no

no
no

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确认机箱集群中的设备是否正在彼此通信。 机箱集群
运行正常，因为一个设备充当了主节点，而另一个设备充当了辅助节点。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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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示例：为双控制链路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用作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的双控制端口。 需要配
置将在各设备上用于建立控制链路的控制端口。
•

要求 (第1238页)

•

概述 (第1238页)

•

配置 (第1238页)

•

验证 (第123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以物理方式连接设备上的控制端口。 请参阅第1269页上的“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
群”。

概述
缺省情况下，已禁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的所有控制端口。 连接控制端口、建立机箱集
群并配置控制端口之后，即建立了控制链路。
本示例为控制端口配置以下 FPC 和端口来充当双控制链路：
•

FPC 4、端口 0

•

FPC 10、端口 0

•

FPC 6、端口 1

•

FPC 12、端口 1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用作机箱集群的双控制链路的控制端口，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分步过程

fpc
fpc
fpc
fpc

4 port 0
10 port 0
6 port 1
12 port 1

要配置控制端口用作机箱集群的双控制链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控制端口。
{primary:node0}[edit]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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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chassis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结果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4 port 0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0 port 0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6 port 1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2 port 1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
control-ports {
fpc 4 port 0;
fpc 6 port 1;
fpc 10 port 0;
fpc 12 port 1;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239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含义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no
node1
0
secondary no

no
no

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确认机箱集群中的设备是否正在彼此通信。 机箱集群
运行正常，因为一个设备充当了主节点，而另一个设备充当了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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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在双控制链路中，集群内的各设备之间有两对控制链路接口连接在一起；SRX5000 和 SRX3000 系
列支持双控制链路。 有两个控制链路有助于避免出现单点故障的可能。
对于 SRX5000 系列，此项功能要求在集群中的各节点上再安装一个路由引擎和一个用于安放该路
由引擎的交换机控制板 (SCB)。 第二个路由引擎仅用于初始化 SCB 上的交换机。
对于 SRX3000 系列，此项功能要求在集群中的各设备上安装一个 SRX 集群模块 (SCM)。 尽管
SCM 安装在路由引擎插槽中，但并不是路由引擎。 SRX3000 系列设备不支持第二个路由引擎。
SCM 用于初始化第二个控制链路。
对于 SRX1400 设备，可将 SYSIO 上的端口 10 和 11 配置为双控制链路。 如果设备不处于集群
模式，则可将这些端口用作收入端口。

注意: 对于 SRX5000 系列，第二个路由引擎必须正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10.0 或更
高版本。 对于 SRX3000 系列，集群必须正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10.2 或更高版本
（SCM 在早期版本中不受支持，因此可能无法正确识别）。 对于 SRX1400 服务网关，
集群必须正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11.1 或更高版本。

只能安装到 SRX5000 系列设备的第二个路由引擎不提供备份功能。 即使同一个节点上有主路由
引擎的软件升级，也无需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请注意以下条件：
•

不能在第二个路由引擎上运行 CLI 或进入配置模式。

•

无需在第二个路由引擎上设置机箱 ID 和集群 ID。

•

只需到第二个路由引擎的控制台连接。 （除非希望检查第二个路由引擎是否已启动或希望升级
软件映像，否则无需控制台连接。）

•

不能从主路由引擎登录到第二个路由引擎。

注意: 只要安装了第一个路由引擎（即使该路由引擎正在重新启动或出现故障），第
二个路由引擎就不能接管机箱主控权；即不能控制机箱中的所有硬件。 仅当不存在主
路由引擎时，第二个路由引擎才会成为主路由引擎。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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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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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2页上的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使用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时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对于 SRX5000 和 SRX3000 系列，可连接两个设备之间的两个控制链路，从而有效降低控制链路
故障的几率。
为 SRX5000 系列设备连接两对相同类型的以太网端口。 对于各设备，可以使用同一个服务处理
卡 (SPC) 上的端口，但是建议使用两个不同 SPC 上的端口来提供高可用性。 第1241页上的图100
显示了一对通过双控制链路相连的 SRX5800 设备。 在本示例中，不同 SPC 上的控制端口 0 和
控制端口 1 分别连在一起。

图100:

连接双控制链路（SRX5800 设备）

为 SRX1400 设备网关和 SRX3000 系列设备连接两对相同类型的以太网端口。 为各设备同时使用
可用的内置端口。 第1241页上的图101 显示了一对 SRX3400 设备，而第1242页上的图102 则显示了
一对 SRX1400 设备，这两对设备都通过双控制链路相连。

图101: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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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连接双控制链路（SRX1400 设备）

注意: 对于 SRX5000 和 SRX3000 系列设备，必须将一个节点上的控制端口 0 连接到
另一个节点上的控制端口 0，并按照同样方式将控制端口 1 连接到控制端口 1。 如
果将控制端口 0 连接到控制端口 1，这些节点将不能接收通过控制链路的心跳数据
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2页上的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使用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时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在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使用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时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对于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如果您在使用双控制链路，则集群中的每个设备需要第二个路
由引擎。 第二个路由引擎不提供备份功能，仅用于初始化交换机控制板 (SCB) 上的交换机。 第
二个路由引擎必须正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10.0 或更高版本。
由于在第二个路由引擎上不能运行 CLI 或进入配置模式，所以不能使用常用的升级命令来升级
Junos OS 映像。 请改用主路由引擎 (RE0) 来创建可引导的 USB 存储设备，然后将其用于在第
二个路由引擎 (RE1) 上安装软件映像。
要升级第二个路由引擎 (RE1) 上的软件映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FTP 将安装媒体复制到主路由引擎 (RE0) 的 /var/tmp 目录中。
2. 在主路由引擎 (RE0) 上的 USB 端口中插入一个 USB 存储设备。
3. 在 UNIX shell 中导航到 /var/tmp 目录：

start shell
cd /var/tmp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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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 root 或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

su [enter]
password: [enter SU password]
5. 发出以下命令：

dd if=installMedia of=/dev/externalDrive bs=64

其中：
•

externalDrive— 指可卸载媒体的名称。 例如，对于两个路由引擎来说，SRX5000 系列设备

上的可卸载媒体的名称均为 da0。
•

installMedia— 指下载到 /var/tmp 目录中的安装媒体。 例如，
install-media-srx5000-10.1R1-domestic.tgz。

以下代码示例可用于将步骤 1 中复制到主路由引擎 (RE0) 的映像写入 USB 存储设备中：
dd if=install-media-srx5000-10.1R1-domestic.tgz of=/dev/da0 bs=64k
6. 以 root 或超级用户的身份注销：

exit
7. 软件映像写入 USB 存储设备之后，请移除设备，然后将其插入第二个路由引擎 (RE1) 上的

USB 端口中。
8. 如果还没有连接，请将控制台连接从主路由引擎 (RE0) 移到第二个路由引擎 (RE1)。
9. 重新启动第二个路由引擎 (RE1)。 发出以下命令：

# reboot
•

显示以下系统输出时，请按 y 键：
WARNING: The installation will erase the contents of your disks.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y/n)?

•

显示以下系统输出时，请移除 USB 存储设备，然后按 Enter 键：
Eject the installation media and hit [Enter] to reboot?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Junos OS 按照配置的时间间隔通过控制链路传输心跳信号。 系统使用心跳传输来确定控制链路
的“运行状况”。 如果缺少的心跳数达到了配置的阈值，系统将评估是否存在故障。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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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机箱集群时，请指定心跳阈值和心跳时间间隔。
缺省情况下，系统将监控控制链路的状态。
对于双控制链路（SRX1400 服务网关和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支持），Juniper 服务冗余协
议进程 (jsrpd) 将同时在两个控制链路上发送和接收控制心跳消息。 只要在一个控制链路上收
到了心跳，Junos OS 就会将另一个节点视为处于活动状态。
heartbeat-threshold 选项和 heartbeat-interval 选项的结果定义触发故障切换之前的等待时
间。 这些选项的缺省值生成的等待时间为 3 秒钟。 如果 heartbeat-threshold 为 5 且
heartbeat-interval 为 1000 毫秒，则生成的等待时间为 5 秒钟。 如果将 heartbeat-threshold
设置为 4，将 heartbeat-interval 设置为 1250 毫秒，生成的等待时间也为 5 秒钟。
在机箱集群环境中，由于逻辑接口的数量向上增加，所以故障切换触发前的时间需要相应增加。
在 SRX5600 或 SRX5800 设备上达到最大容量时，建议将配置的故障切换前时间增加到至少 5 秒
钟。 在 SRX3400 或 SRX3600 设备上的大型机箱集群配置中，建议将等待时间增加到 8 秒钟。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3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平面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如果控制链路出现故障，Junos OS 将禁用辅助节点，以防各个节点成为所有冗余组（包括冗余组
0）的主项。
控制链路故障的定义是无法通过控制链路接收心跳；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结构链路接收心跳。
如果出现了合法控制链路故障，冗余组 0 在当前为主项的节点上仍然为主项，而主节点上的静止
冗余组 x 将变为主动状态，辅助节点将进入 disabled（已禁用）状态。

注意: 如果禁用了辅助节点，您仍然可以登录管理端口并运行诊断。

系统借助通过控制链路和数据链路发送的冗余活动状况信号来确定是否出现了合法控制链路故障。
系统定期通过结构数据链路传输探查，通过控制链路传输心跳信号。 探查和心跳信号共享一个公
共序号，该序号将其映射到一个唯一时间事件。 如果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系统将认定出现了合法
控制链路故障：
•

丢失了心跳数阈值。

•

数据链路上至少收到了一个序号与丢失的心跳信号对应的探查。

如果出现了控制链路故障，将应用以下条件：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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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冗余组 0 在当前为主项的节点上仍然为主项（因此其路由引擎保持主动状态），而该节点上的
所有冗余组 x 将变为主项。
如果系统无法确定哪个路由引擎为主项，则冗余组 0 的优先级值较高的节点为主项，其路由引
擎处于主动状态。 （各节点的优先级是在您为冗余组 0 配置 redundancy-group 语句时配置
的。）

•

系统将禁用辅助节点。
必须重新启动设备，设备才能从禁用模式还原。 重新启动已禁用节点时，该节点将与主节点同
步动态状态。

注意: 如果在禁用了辅助节点之后对配置进行了更改，请在重新启动该节点之后执行
commit 命令来同步配置。 如果未执行配置更改，配置文件将继续与主节点同步。

不能为冗余组 0 启用抢先。 如果要更改冗余组 0 的主节点，必须执行手动故障切换。
使用双控制链路（SRX1400 服务网关和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支持）时，请注意以下情况：
•

控制链路故障期间主机入站或出站信息流可能受到影响，时间最长达 3 秒钟。 例如，假设冗
余组 0 在节点 0 上为主项，并且有一个 Telnet 会话是通过节点 1 上的网络接口端口到路由
引擎的。 如果当前主动控制链路出现故障，Telnet 会话将失去数据包三秒钟，直到检测到了
该故障。

•

运行通过两个节点的提交进程时出现的控制链路故障可能会导致提交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请
在 3 秒钟之后再次运行 commit 命令。

注意: 对于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双控制链路在机箱集群的各节点上还需要一
个路由引擎。

可通过设置 control-link-recovery 语句来指定由系统自动执行控制链路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
系统确定控制链路正常之后，将在已禁用节点上执行自动重新启动。 已禁用节点重新启动时，将
再次加入集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

第1247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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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本示例显示如何启用控制链路恢复，从而在控制链路从故障恢复之后让系统自动接管。
•

要求 (第1246页)

•

概述 (第1246页)

•

配置 (第1246页)

•

验证 (第1246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

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连接机箱集群中的双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
链路”。

概述
可让系统自动执行控制链路恢复。 控制链路恢复之后，系统将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在控制链路上是否接收了至少 30 个连续心跳；在双控制链路（仅 SRX1400 服务网关和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中则是在其中一个控制链路上是否接收了至少 30 个连续心跳。
这是为了确保控制链路未出现紧急情况，一切正常。

•

确定控制链路正常之后，系统会对控制链路出现故障时禁用的节点执行自动重新启动。 已禁用
节点重新启动时，可再次加入集群。 无需手动干预。

在本示例中，将启用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机箱集群 control-link-recovery，请执行以下操作：
启用控制链路恢复。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link-recovery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chassis cluster 命令。
相关主题

124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35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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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3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心跳

•

第1244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故障和恢复

•

第1247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显示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124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125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124
Probes received: 125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98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93
Control link 1: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98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93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90
Probes received: 25869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链路

•

第124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

第1247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清除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要清除显示的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请在 CLI 中输入 clear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clear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leared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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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链路恢复

•

第1247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

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第1248页)

•

了解机箱集群结构链路 (第1250页)

•

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第1251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第1251页)

•

示例：使用匹配的插槽和端口配置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第1254页)

•

示例：使用不同插槽和端口配置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第1256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第1258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258页)

•

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259页)

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数据平面软件以主动/主动模式运行，用于管理流处理和会话状态冗余，并处理传输信息流。 将
在同一个节点上处理属于某个特定会话的所有数据包，以便确保对这些数据包实施相同的安全处
理。 系统将识别其上会话为主动状态的节点，并将其数据包转发到该节点来进行处理。 （处理
了数据包之后，数据包转发引擎将把该数据包传输到其上有出口接口的节点，前提是该节点不是
本地节点。）
为了为会话（或流）提供冗余，数据平面软件将同步其状态，方法是通过结构数据链路将称为运
行时对象 (RTO) 的特殊负荷数据包从一个节点发送到另一个节点。 通过在节点之间传输有关会
话的信息，RTO 确保了执行故障切换时会话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因此让系统可以继续处理属于现
有会话的信息流。 为了确保在这两个节点之间始终同步会话信息，数据平面软件为 RTO 传输指
定的优先级高于传输信息流。
•

了解会话 RTO (第1248页)

•

了解数据转发 (第1249页)

•

了解结构数据链路故障和恢复 (第1249页)

了解会话 RTO
数据平面软件为 UDP 和 TCP 会话创建 RTO 并跟踪状态变化。 还同步 IPv4 通过协议（如通用
路由封装 (GRE) 和 IPsec）的信息流。
用于同步会话的 RTO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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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数据包上的会话创建 RTO

•

会话删除和老化 RTO

•

与更改有关的 RTO，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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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 状态更改

•

超时同步请求和响应消息

•

用于在防火墙中创建和删除临时开口（针孔）和子会话针孔的 RTO

了解数据转发
对于 Junos OS，在其上为流建立会话且会话处于活动状态的单个节点上执行流处理。 这种方法
确保了对属于同一个会话的所有数据包应用相同的安全措施。
机箱集群可以在一个节点的一个接口上接收信息流，然后将其向外发送到另一个节点上的接口。
（在主动/主动模式中，信息流的入口接口可能在一个节点上，其出口接口在另一个节点上。）
以下情况下需要这样的穿透：
•

数据包在一个节点上处理，但是需要从另一个节点上的出口接口转发出去

•

数据包到达一个节点上的接口，但是必须在另一个节点上进行处理
如果数据包的入口和出口接口在一个节点上，但是由于数据包的会话是在另一个节点上建立的，
所以必须在另一个节点上处理数据包，则必须两次穿过数据链路。 一些复杂媒体会话（如
voice-over-IP (VoIP) 会话）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了解结构数据链路故障和恢复

注意: 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服务不支持故障切换。 因此，不能为故障切换前存在
的会话应用 IDP 服务。 可以为在新主节点上创建的新会话应用 IDP 会话。

结构数据链路对机箱集群至关重要。 如果链路不可用，信息流转发和 RTO 同步将受到影响，从
而导致信息流丢失和不可预料的系统行为。
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Junos OS 使用结构监控来检查结构链路（双结构链路配置中则检查两个结
构链路）是否处于主动状态，方法是定期通过结构链路传输探查。 通过使用此过程，Junos OS
可以检测到结构故障并禁用集群的一个节点。 如果未收到结构探查，但是结构接口处于主动状
态，将认定出现了结构故障。
要从这种状态下恢复，必须重新启动已禁用的节点。 重新启动已禁用的节点时，该节点将与主节
点同步自己的状态和 RTO。

注意: 如果在禁用了辅助节点之后对配置进行了更改，请在重新启动该节点之后执行
commit 命令来同步配置。 如果未执行配置更改，配置文件将继续与主节点同步。

注意: 在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上，缺省情况下已
禁用结构监控。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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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了解机箱集群结构链路
数据链路称为结构接口。 由集群的数据包转发引擎用于传输传输信息流和同步数据平面软件的动
态运行时状态。 系统创建结构接口时，将为其分配内部派生 IP 地址用于数据包传输。
结构是集群两个节点之间的物理连接，形成方法是以背对背的方式连接一对以太网接口（每个节
点一个接口）。
您需要在配置中指定用于结构数据链路的物理接口，这一点与控制链路不同，因为控制链路的接
口由系统确定。
对于 SRX 系列机箱集群，结构链路可以是集群中的任何一对以太网接口；对于 J 系列机箱集群，
结构链路可以是任何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注意: 对于由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或 SRX650 设备构成的 SRX 系列机
箱集群，不能将小型 PIM 上的 SFP 接口用作结构链路。

第1250页上的表139 显示了 SRX 系列设备支持的结构接口类型。

表139: SRX 系列设备支持的结构接口类型
SRX5000 系列

SRX3000 系列

SRX1400

快速以太网

快速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万兆位以太网

万兆位以太网

万兆位以太网

SRX650

SRX240

快速以太网

快速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SRX220

千兆位以太网

SRX210

SRX100

快速以太网

快速以太网

千兆位以太网

有关端口与接口在管理、控制和结构链路中的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61页上的表140 与 第
1266页上的表141。
结构数据链路不支持分段。 为了弥补这一点，缺省情况下在链路上启用了 MTU 大小为 8940 字
节的巨型帧支持。 为了确保经过数据链路的信息流不会超过此大小，建议其它接口不要超过结构
数据链路的 MTU 大小。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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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

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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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可在集群中的每个设备之间连接两个结构链路，从而在集群成员之间提供冗余结构链路。 有两个
结构链路有助于避免出现单点故障的可能。
使用双结构链路时，将在一个链路上发送 RTO 和探查，在另一个链路上发送结构转发和流转发数
据包。 如果一个结构链路出现故障，另一个结构链路将处理 RTO 和探查，以及数据转发。 系统
将为 RTO 和探查选择各节点上插槽、PIC 或端口号最小的物理接口。
对于所有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可在两个设备之间连接两个结构链路，从而有效降低控制链
路出现故障的几率。
在机箱集群中的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上，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万兆位接口来充当
节点之间的结构。 SRX210 设备上的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或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成对接口的类
型必须相同），而 SRX100 设备上的所有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充当节点之间的结构。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

第125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结构链路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结构是集群中节点之间的背对背数据连接。 位于一个节点
上但需要在另一个节点上处理，或需要通过另一个节点上的接口退出的信息流将经过结构。 会话
状态信息也会经过结构。
•

要求 (第1252页)

•

概述 (第1252页)

•

配置 (第1252页)

•

验证 (第1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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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首先请设置机箱集群 ID 和机箱集群节点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概述
在机箱集群中的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上，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万兆位接口来充当
节点之间的结构。 SRX210 设备上的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或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成对接口的类
型必须相同），而 SRX100 设备上的所有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充当节点之间的结构。
不能在结构接口上配置过滤器、策略或服务。 结构链路上不支持分段。 MTU 大小为 8980 字节。
建议集群中的任何接口都不要超过此 MTU 大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了成员链路上的巨型帧支持。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结构链路。
只能将相同类型的接口配置为结构子级，并且必须为 fab0 和 fab1 配置相同数量的子链路。

注意: 如果要通过交换机连接每个结构链路，则必须在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
帧功能。 如果两个结构链路都通过同一个交换机连接，则 RTO-and-probe 对必须位
于一个虚拟 LAN (VLAN) 中，而数据对则必须位于另一个 VLAN 中。 此外，还必须在
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帧功能。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机箱集群结构，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7/0/1

分步过程

要配置机箱集群结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结构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7/0/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fab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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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0/0/1;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7/0/1;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第1253页)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ge-0/0/1.0
up
up
aenet
--> fab0.0
ge-7/0/1.0
up
up
aenet
--> fab1.0
fab0
up
up
fab0.0
up
up
inet
30.17.0.200/24
fab1
up
up
fab1.0
up
up
inet
30.18.0.200/2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48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数据平面

•

第125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结构链路

•

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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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使用匹配的插槽和端口配置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匹配的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 结构是集群中节点之
间的背对背数据连接。 位于一个节点上但需要在另一个节点上处理，或需要通过另一个节点上的
接口退出的信息流将经过结构。 会话状态信息也会经过结构。
•

要求 (第1254页)

•

概述 (第1254页)

•

配置 (第1254页)

•

验证 (第1255页)

要求
首先请设置机箱集群 ID 和机箱集群节点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概述
在机箱集群中的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上，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万兆位接口来充当
节点之间的结构。 SRX210 设备上的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或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成对接口的类
型必须相同），而 SRX100 设备上的所有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充当节点之间的结构。
不能在结构接口上配置过滤器、策略或服务。 结构链路上不支持分段。 MTU 大小为 8980 字节。
建议集群中的任何接口都不要超过此 MTU 大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了成员链路上的巨型帧支持。
本示例说明如何使用各节点上的匹配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结构链路。
典型配置是使用各节点上的匹配插槽/端口形成双结构链路。 即节点 0 上的 ge-3/0/0 和节点 1
上的 ge-10/0/0 匹配，节点 0 上的 ge-0/0/0 和节点 1 上的 ge-7/0/0 匹配（FPC 插槽偏移值为
7）。
只能将相同类型的接口配置为结构子级，并且必须为 fab0 和 fab1 配置相同数量的子链路。

注意: 如果要通过交换机连接每个结构链路，则必须在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
帧功能。 如果两个结构链路都通过同一个交换机连接，则 RTO-and-probe 对必须位
于一个虚拟 LAN (VLAN) 中，而数据对则必须位于另一个 VLAN 中。 此外，还必须在
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帧功能。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使用各节点上的匹配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
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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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ge-0/0/0
ge-3/0/0
ge-7/0/0
ge-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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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要使用各节点上的匹配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结构接口。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结果

fab0
fab0
fab1
fab1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ge-0/0/0
ge-3/0/0
ge-7/0/0
ge-10/0/0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0/0/0;
ge-3/0/0;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7/0/0;
ge-10/0/0;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第1255页)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ge-0/0/0.0
up
up
aenet
--> fab0.0
ge-3/0/0.0
up
up
aenet
--> fab0.0
ge-7/0/0.0
up
up
aenet
--> fab1.0
ge-10/0/0.0
up
up
aenet
--> fa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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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0
fab0.0
fab1
fab1.0

up
up
up
up

up
up
up
up

inet

30.17.0.200/24

inet

30.18.0.200/24

示例：使用不同插槽和端口配置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不同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 结构是集群中节点之间
的背对背数据连接。 位于一个节点上但需要在另一个节点上处理，或需要通过另一个节点上的接
口退出的信息流将经过结构。 会话状态信息也会经过结构。
•

要求 (第1256页)

•

概述 (第1256页)

•

配置 (第1257页)

•

验证 (第1257页)

要求
首先请设置机箱集群 ID 和机箱集群节点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概述
在机箱集群中的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上，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万兆位接口来充当
节点之间的结构。 SRX210 设备上的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或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成对接口的类
型必须相同），而 SRX100 设备上的所有接口为快速以太网接口。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可配置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充当节点之间的结构。
不能在结构接口上配置过滤器、策略或服务。 结构链路上不支持分段。 MTU 大小为 8980 字节。
建议集群中的任何接口都不要超过此 MTU 大小。 缺省情况下已启用了成员链路上的巨型帧支持。
本示例说明如何使用各节点上的不同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结构链路。
确保以物理方式将 RTO-and-probe 链路连接到了另一个节点上的 RTO-and-probe 链路。 否则确
保以物理方式将数据链路连接到了另一个节点上的数据链路。
即以物理方式连接下面两对：
•

节点 0 RTO-and-probe 链路 ge-2/1/9 到节点 1 RTO-and-probe 链路 ge-11/0/0

•

节点 0 数据链路 ge-2/2/5 到节点 1 数据链路 ge-11/3/0

只能将相同类型的接口配置为结构子级，并且必须为 fab0 和 fab1 配置相同数量的子链路。

注意: 如果要通过交换机连接每个结构链路，则必须在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
帧功能。 如果两个结构链路都通过同一个交换机连接，则 RTO-and-probe 对必须位
于一个虚拟 LAN (VLAN) 中，而数据对则必须位于另一个 VLAN 中。 此外，还必须在
相应的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巨型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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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使用各节点上的匹配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
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分步过程

ge-2/1/9
ge-2/2/5
ge-11/0/0
ge-11/3/0

要使用各节点上的不同插槽和端口配置双结构链路中的机箱集群结构，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结构接口。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结果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fab0
fab0
fab1
fab1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ge-2/1/9
ge-2/2/5
ge-11/0/0
ge-11/3/0

在配置模式下，通过输入 show interfac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2/1/9;
ge-2/2/5;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11/0/0;
ge-11/3/0;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第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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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结构。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terse | match fab
ge-2/1/9.0
up
up
aenet
--> fab0.0
ge-2/2/5.0
up
up
aenet
--> fab0.0
ge-11/0/0.0
up
up
aenet
--> fab1.0
ge-11/3/0.0
up
up
aenet
--> fab1.0
fab0
up
up
fab0.0
up
up
inet
30.17.0.200/24
fab1
up
up
fab1.0
up
up
inet
30.18.0.200/24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用途

显示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状态。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interfaces
fab0:
Name
Status
ge-2/1/9
up
ge-2/2/5
up
fab1:
Name
Status
ge-8/1/9
up
ge-8/2/5
u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显示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1258

RTOs sent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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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TSP ALG

相关主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9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清除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要清除显示的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请在 CLI 中输入 clear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clear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Cleared data-plane statistic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接口

•

第1258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

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第1259页)

•

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第1260页)

•

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第1266页)

•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第1267页)

•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第1268页)

•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第1268页)

启用机箱集群的结果

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按照第1269页上的“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或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
机箱集群”中所述，通过缆线将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之后，请使用 CLI 操作模式 命令启用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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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化，方法是在集群中的每个机箱上指定一个集群 ID 和节点 ID。 两个节点上的集群 ID 相
同。
为此，请连接到主设备上的控制台端口，为其指定节点 ID 和其所属集群，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再将控制台端口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为其指定节点 ID 和您为第一个节点指定的同一个集群 ID，
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在这两种情况中，可以通过在 CLI 命令行中加入 reboot 参数来让系统自动
启动。 （有关主节点和辅助节点的更多说明，请参阅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注意: 在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上，机箱集群模式下支
持第二层以太网交换。

小心: 机箱集群中配置了结构接口之后，如果在任何一个节点上除去结构配置，将导
致冗余组 0 (RG0) 辅助节点变为 disabled（已禁用）状态。 （将设备重置为出厂缺
省配置会除去结构配置，从而导致 RG0 辅助节点变为 disabled（已禁用）状态。）
提交结构配置之后，切勿将任何一个设备重置为出厂缺省配置。

第1263页上的图103 显示如何在 SRX5000 系列机箱集群中两个节点上对 FPC 插槽进行编号。 其它
插图显示如何在其它 SRX 系列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节点上进行插槽编号。 第1267页上的图111显示如
何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节点上对 PIM 插槽进行编号。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6页上的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7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

第1299页上的禁用机箱集群

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SRX 系列设备上的内置接口通常按照下面的方式编号：
For Most SRX
Series Devices

ge-0/0/0

ge-0/0/1

ge-0/0/2

ge-0/0/3

. . .

For SRX210
Devices

ge-0/0/0

ge-0/0/1

fe-0/0/2

fe-0/0/3

. . .

For SRX100
Devices

fe-0/0/0

fe-0/0/1

fe-0/0/2

fe-0/0/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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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 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上，机箱集群模式下支持第二层
以太网交换。

为了执行机箱集群化，所有 SRX 系列设备都有一个内置管理接口，称为 fxp0。 对于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接口 fxp0 为专用端口。 对于 SRX100、SRX210 和 SRX220 设备，启用机箱集群化并
重新启动系统之后，将把名为 fe-0/0/6 的内置接口的用途调整为管理接口，并自动重命名为
fxp0。
对于 SRX5000 系列，将在 SPC 上配置控制接口。 对于 SRX3000 系列和 SRX1400、SRX650 和
SRX240 设备，控制接口是专用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对于 SRX100、SRX210 和 SRX220 设备，
启用机箱集群化并重新启动系统之后，将把名为 fe-0/0/7 的内置接口的用途调整为控制接口，并
自动重命名为 fxp1。
将设备连接为集群之后，一个设备上的插槽编号将改变，从而导致接口编号也改变。 两个节点上
各插槽的插槽号使用以下公式确定：
集群插槽号 = (节点 ID * 每个节点的最大插槽数) + 本地插槽数
在机箱集群模式下，辅助节点上的接口在内部重新编号。 例如，各 SRX210 设备前面板上的管理
接口端口仍然标记为 fe-0/0/6，但是在内部，节点 1 端口则称为 fe-2/0/6。
在机箱集群模式下，与 FPC 有关的所有配置都在 edit chassis node node-id fpc 层次结构下执
行。 在非集群模式下，与 FPC 有关的配置在 edit chassis fpc 层次结构下执行。
第1261页上的表140 显示形成集群之后成为机箱集群节点 0 和节点 1 的两个 SRX 系列设备的插槽
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编号。

表140: SRX 系列机箱集群插槽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命名
型号

机箱

每个节点的最大
插槽数

集群中的插槽编
号

管理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控制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结构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5800

节点 0

12（FPC 插槽）

0 — 11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SPC 上的控制端
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0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SPC 上的控制端
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1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SPC 上的控制端
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0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SPC 上的控制端
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1

节点 1

5600

节点 0

节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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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3

6（FPC 插槽）

0 — 5

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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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0: SRX 系列机箱集群插槽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命名 (续)
型号

机箱

每个节点的最大
插槽数

集群中的插槽编
号

管理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控制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结构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3600

节点 0

13（CFM 插槽）

0 — 12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0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1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0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1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0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专用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em0

fab1

ge-0/0/0

ge-0/0/1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9/0/0

ge-9/0/1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ge-0/0/0

ge-0/0/1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5/0/0

ge-5/0/1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节点 1

3400

节点 0

13 — 25

8（CFM 插槽）

节点 1

1400

节点 0

8 — 15

4（FPC 插槽）

节点 1

650

节点 0

节点 0

节点 1

1262

0 — 3

4 — 7

9（PIM 插槽）

节点 1

240

0 — 7

0 — 8

9 — 17

5（PIM 插槽）

0 — 4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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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0: SRX 系列机箱集群插槽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命名 (续)
型号

机箱

每个节点的最大
插槽数

集群中的插槽编
号

管理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控制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结构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220

节点 0

3（PIM 插槽）

0 — 2

ge-0/0/6

ge-0/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3/0/6

ge-3/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fe-0/0/6

fe-0/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fe-2/0/6

fe-2/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fe-0/0/6

fe-0/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fe-1/0/6

fe-1/0/7

任意以太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节点 1

210

3 — 5

节点 0

2（PIM 插槽）

节点 1

100

0 和 1

2 和 3

节点 0

1（PIM 插槽）

节点 1

0

1

第1263页上的图103、第1264页上的图104、第1264页上的图105、第1265页上的图106、第1265页上的图107、
第1265页上的图108、第1265页上的图109 和第1265页上的图110 中也提供了有关机箱集群插槽编号的
信息。

注意: 请参阅相应的 Services Gateway Hardware Guide 以获取有关 SRX 系列设备
的详细信息。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提供
接口命名约定的详细说明。

启用机箱集群化之后，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机箱将停止以个体形式的存在，现在体现为一个系统。
作为单个系统，集群现在的插槽数翻了一倍。 （请参阅第1263页上的图103、第1264页上的图104、
第1264页上的图105、第1265页上的图106、第1265页上的图107、第1265页上的图108、第1265页上的图109
和第1265页上的图110。）

图103: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5800 设备）中的 FPC 插槽编号

ERROR: Unresolved graphic fileref="zh_Hans/g030644.gif" not found in
"//cmsxml/default/main/supplemental/STAGING/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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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配备 Flex I/O 卡（Flex IOC），这些卡有两个插
槽，用于安装以下端口模块：
•

SRX-IOC-4XGE-XFP 4 端口 XFP

•

SRX-IOC-16GE-TX 16 端口 RJ-45

•

SRX-IOC-16GE-SFP 16 端口 SFP

可使用这些端口模块向 SRX 系列设备添加 4 到 16 个以太网端口。 这些模块的端口
编号为
slot/port module/port

其中，slot 是设备中安装 Flex IOC 的插槽；如果 Flex IOC 卡为垂直卡（如在
SRX5800 设备中），则该卡中上部插槽的 port module 为 0，下部插槽则为 1；port
为端口在端口模块上的编号。 如果该卡为水平卡（如在 SRX5600 设备中），则左侧
插槽的 port module 为 0，右侧插槽则为 1。
请参阅 Services Gateway Hardware Guide 了解您的具体 SRX 系列型号。

图104: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340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图105: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140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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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65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图107: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24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图108: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22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图109: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21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图110: SRX 系列机箱集群（SRX100 设备）中的插槽编号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6页上的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7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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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J 系列设备上的内置接口通常按照下面的方式编号：
ge-0/0/0

ge-0/0/1

ge-0/0/2

ge-0/0/3

. . .

小心: 在 J 系列设备上如果启用了机箱集群化，则不得启用第二层交换。 如果启用
了第二层交换，请确保先将其禁用，再启用机箱集群化。

启用机箱集群化并重新启动系统之后，将把名称为 ge-0/0/2 的内置接口的用途调整为管理接口，
并自动重命名为 fxp0。 同样会将名称为 ge-0/0/3 的内置接口的用途调整为控制接口，并自动
重命名为 fxp1。
将设备连接为集群之后，一个设备的插槽编号将改变，从而导致接口编号也改变。 集群使用以下
公式确定两个节点上各插槽的插槽号：
集群插槽号 = (节点 ID * 每个节点的最大插槽数) + 本地插槽数
在机箱集群模式下，辅助节点上的接口在内部重新编号。 例如，各 J2320 设备前面板上的管理
接口端口仍然标记为 ge-0/0/2，但是在内部，节点 1 端口则称为 ge-4/0/2。
第1266页上的表141 显示形成集群之后成为集群的节点 0 和节点 1 的两个 J 系列设备的插槽编号
以及端口与接口编号。

表141: J 系列机箱集群插槽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命名
型号

机箱

J2320

节点 0

每个节点的最大
插槽数

集群中的插槽编
号

管理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控制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结构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4（PIM 插槽）；
包括一个预设插
槽

0 — 3

ge-0/0/2

ge-0/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4/0/2

ge-4/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ge-0/0/2

ge-0/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6/0/2

ge-6/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节点 1

J2350

节点 0

节点 1

1266

4 — 7

6（PIM 插槽）；
包括一个预设插
槽

0 — 5

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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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J 系列机箱集群插槽编号以及物理端口与逻辑接口命名 (续)
型号

机箱

J4350 和 J6350

节点 0

每个节点的最大
插槽数

集群中的插槽编
号

管理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控制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结构物理端口/
逻辑接口

7（PIM 插槽）；
包括一个预设插
槽

0 — 6

ge-0/0/2

ge-0/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0

ge-7/0/2

ge-7/0/3

任意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

fxp0

fxp1

fab1

节点 1

7 — 13

第1267页上的图111 中还提供了有关机箱集群插槽编号的信息。

注意: 请参阅 J Series Services Routers Hardware Guide 以获取有关 J 系列设备
的详细信息。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提供
接口命名约定的详细说明。

启用机箱集群化之后，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机箱将停止以个体形式的存在，现在体现为一个系统。
作为单个系统，集群现在的 PIM 插槽数翻了一倍。 （请参见第1267页上的图111。）

图111: J 系列机箱集群（J6350 设备）中的 PIM 插槽编号
ERROR: Unresolved graphic fileref="zh_Hans/g030605.gif" not found in
"//cmsxml/default/main/supplemental/STAGING/image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7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fxp0 接口的功能类似 SRX 系列和 J 系列设备上的标准管理接口，允许通过网络访问集群中的各

节点。 但是，首先必须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到各节点，并为各 fxp0 接口分配一个唯一的 IP 地
址。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6页上的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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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结构是节点之间的数据链路，用于在机箱之间转发信息流。 到达一个节点且需要在另一个节点上
处理的信息流将通过结构数据链路转发。 同样，位于一个节点上但需要通过另一个节点上的接口
退出的信息流将经过结构转发。 还可通过结构来同步诸如认证、网络地址转换 (NAT)、应用层网
关 (ALG) 和 IP 安全性 (IPsec) 会话等操作创建的会话状态对象。 对于 SRX 系列机箱集群，
结构链路可以是集群中的任何一对以太网接口；对于 J 系列机箱集群，结构链路可以是任何一对
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6页上的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7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主动机箱集群上的控制接口
控制接口提供集群中两个节点之间的控制链路，用于路由更新和控制平面信号信息流，如用于触
发节点故障切换的心跳和阈值信息。 控制链路还用于在节点之间同步配置。 向集群提交配置语
句时，将自动通过控制链路同步配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6页上的J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267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

第1268页上的主动机箱集群上的结构接口

•

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第1269页)

•

机箱集群模式下第二层以太网交换容量 (第1272页)

•

示例：配置交换机结构接口以便在机箱集群模式下启用交换 (CLI) (第1274页)

•

示例：配置成员横跨两个节点的 IRB 和 VLAN (CLI) (第1275页)

•

示例：为聚合以太网设备配置 LAG 和 LACP (CLI) (第1277页)

•

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第1279页)

•

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第1281页)

构建机箱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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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第1282页)

•

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第1283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第1285页)

•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第1288页)

•

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第1289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289页)

•

清除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291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第1291页)

•

清除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第1292页)

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SRX 系列机箱集群的创建方法是，使用一对相同类型的以太网连接以物理方式将支持集群的两个
相同 SRX 系列设备连接在一起。 该连接针对两个设备之间的控制链路和结构（数据）链路。

注意: 可连接集群中两个设备之间的两个控制链路（仅 SRX1400 服务网关和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和两个结构链路来降低控制链路和结构链路故障的几率。 请参阅
第1240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控制链路”和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机箱集群中的控制链路使用特定端口建立。
必须使用下列端口，才能在 SRX 系列分支设备上形成控制链路：
•

对于 SRX100 设备，将节点 0 上的 fe-0/0/7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fe-1/0/7。

•

对于 SRX210 设备，将节点 0 上的 fe-0/0/7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fe-2/0/7。

•

对于 SRX220 设备，将节点 0 上的 ge-0/0/7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ge-3/0/7。

•

对于 SRX240 设备，将节点 0 上的 ge-0/0/1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ge-5/0/1。

•

对于 SRX650 设备，将节点 0 上的 ge-0/0/1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ge-9/0/1。

对于 SRX3000 系列设备，充当控制链路的连接必须位于各设备上的内置控制端口之间。
SRX5000 系列设备没有内置端口，所以这些网关的控制链路必须是其插槽编号偏移量为 6（对于
SRX5600 设备，对于 SRX5800 设备则插槽编号偏移量为 12）的服务处理卡 (SPC) 上的控制端
口。
在 SRX3000 或 SRX5000 系列设备上连接单个控制链路时，控制链路端口与路由引擎插槽是一对
一映射的。 如果路由引擎位于插槽 0 中，则必须使用控制端口 0 链接路由引擎。

注意: 对于 SRX3000 系列设备上的双控制链路，路由引擎必须位于插槽 0 中，而 SRX
集群模块 (SCM) 则必须位于插槽 1 中。 不支持相反配置（即 SCM 位于插槽 0 中，
而路由引擎位于插槽 1 中）。
对于 RX1400 设备上的双控制链路，可将 SYSIO 中的两个控制（端口 10 和 11）链
路配置为双控制端口来实现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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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RX100，结构链路连接必须为一对快速以太网接口，而对于 RX210 则必须为一对快速以太
网接口或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其他所有 SRX 系列设备上的结构链路连接必须为任何一对千兆位
以太网或万兆位以太网接口。
第1270页上的图112、第1270页上的图113、第1270页上的图114、第1271页上的图115、第1271页上的图116、
第1271页上的图117、第1271页上的图118 和第1272页上的图119 全部显示了通过结构链路和控制链路
相连的 SRX 系列设备对。

1270

图112: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5800 设备）

图113: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3400 设备）

图114: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1400 设备）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四十八章: 机箱集群

图115: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650 设备）

图116: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240 设备）

图117: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220 设备）

图118: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210 设备）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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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相关主题

连接集群中的 SRX 系列设备（SRX100 设备）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79页上的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机箱集群模式下第二层以太网交换容量
•

了解 SRX 系列设备上机箱集群中的第二层以太网交换功能 (第1272页)

了解 SRX 系列设备上机箱集群中的第二层以太网交换功能
以太网端口支持各种第二层功能，如生成树协议 (xSTP)、DOT1X、链路聚合 (LAG)、互联网组成
员关系信息 (IGMP)、GARP VLAN 注册协议 (GVRP)、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和窥探。 增强功能
将第二层交换功能延伸到了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此功能允许用户同时在机箱集群的两个节点上使
用以太网交换功能。 可为 family 以太网交换配置其中一个节点上的以太网端口。 用户可配置
符合以下条件的第二层 VLAN 域：成员端口同时来自两个端点，并且两个设备上均安装了第二层
交换协议。
第1273页上的图120 显示了机箱集群节点之间的第二层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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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 机箱集群节点之间的第二层以太网交换

要确保机箱集群节点之间的第二层交换无缝工作，需要一个专用物理链路来连接这些节点。 这种
链路称为交换光纤接口。 用于在节点之间传输第二层信息流。

注意: 不支持使用节点之间的成员配置 LAG。

警告: 如果两个节点上均未配置 swfab 接口，但尝试在这些节点上配置与以太网交换
有关的功能，节点的行为可能无法预料。

了解机箱集群故障切换和新主项的选择
执行机箱集群故障切换时，将选择新主节点并在另一个节点中运行以太网交换守护程序 (ESWD)。
故障切换期间，将重新启动机箱控制子系统。 同样在故障切换期间，信息流将中断，直到 PIC
打开且对 VLAN 条目进行了重新编程。 故障切换之后，所有第二层协议将再次汇集，因为辅助节
点中不会维护第二层协议状态。

注意: 由于 Broadcom 芯片组中 swfab 接口配置的芯片限制，机箱集群模式下不支持
Q-in-Q 功能。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74页上的示例：配置交换机结构接口以便在机箱集群模式下启用交换 (CLI)

•

第1275页上的示例：配置成员横跨两个节点的 IRB 和 VLAN (CLI)

•

第1277页上的示例：为聚合以太网设备配置 LAG 和 LACP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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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交换机结构接口以便在机箱集群模式下启用交换 (CLI)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交换机结构接口 (swfab)，以便在机箱集群模式下启用交换。
•

要求 (第1274页)

•

概述 (第1274页)

•

配置 (第1274页)

•

验证 (第1274页)

要求
用作交换机结构成员的物理链路必须直接相连。
首先请通读以下示例以了解机箱集群结构的配置：
•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概述
将为第二层结构功能新建伪接口 swfab0 和 swfab1。 用户需要在节点各端配置要为 swfab 关联
的专用以太网端口。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swfab 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swfab0 和 swfab1 来关联交换机结构接口，以便在节点之间启用交换。 请注意，
swfab0 对应节点 0，而 swfab1 则对应节点 1。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2.

swfab0
swfab0
swfab1
swfab1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member-interfaces

ge-0/0/6
ge-0/0/7
ge-5/0/6
ge-5/0/7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用途

将允许用户把多个端口配置为 swfab 端口的成员。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swfab0 命令以查看为各 swfab 配置的接口。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sw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
ge-0/0/6;
ge-0/0/7;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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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 必须将支持交换的端口用于 swfab。 对于 SRX650，swfab 成员端口必须属于
同一个 gPIM。 不支持成员分散在多个 gPIM 中。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ethernet-switching interfaces 命令可查看相应的
成员接口。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ethernet-switching interfaces
swfab0:
Name
Status
ge-0/0/6
up
ge-0/0/7
up
swfab1:
Name
Status
ge-5/0/6
up
ge-5/0/7
up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配置成员横跨两个节点的 IRB 和 VLAN (CLI)
•

要求 (第1275页)

•

概述 (第1275页)

•

配置 (第1275页)

•

验证 (第1276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成员分散在节点 0 和节点 1 中的 IRB 和虚拟 LAN (VLAN)。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VLAN，请执行下面的步骤 1 到 4，然后提交配置。 要配置 IRB，请执行步骤 1 到 8。
1.

在接口 node0 上配置 ethernet-switching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2/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2.

在接口 node1 上配置 ethernet-switching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11/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3.

创建 vlan-id 为 10 的 VLAN vlan10
{primary:node0}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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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vlans vlan10 vlan-id 10
4.

将两个节点上的端口添加到 VLAN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vlans vlan10 interface ge-2/0/0
user@host# set vlans vlan10 interface ge-11/0/0

5.

为 VLAN 分配 IP 地址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vlan unit 10 family inet address 45.45.45.1/24

6.

为 vlan10 关联 13 个 VLAN 接口
{primary:node0} [edit]
user@host# set vlans vlan10 l3-interface vlan.10

7.

通过输入 show vlans 和 show interfaces 命令检查配置
user@host# show vlans
vlan10 {
vlan-id 10;
interface {
ge-2/0/0.0;
ge-11/0/0.0;
}
l3-interface vlan.10;
}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2/0/0 {
unit 0 {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
}
ge-11/0/0 {
unit 0 {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
}
vlan {
unit 10 {
family inet {
address 45.45.45.1/24;
}
}
}

8.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1276

用途

验证 VLAN 和 IRB 的配置是否正常工作。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ge-2/0/0 命令以查看节点 0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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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run show interfaces terse ge-2/0/0
Interface
Admin Link Proto
Local
ge-2/0/0
up
up
ge-2/0/0.0
up
up
eth-switch

Remote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terse ge-11/0/0 命令以查看节点 1 接口。
user@host# run show interfaces terse ge-11/0/0
Interface
Admin Link Proto
Local
ge-11/0/0
up
up
ge-11/0/0.0
up
up
eth-switch

Remote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vlans 命令以查看 VLAN 接口。
user@host# run show vlans
Name
Tag
Interfaces
default
1
None
vlan10
10
ge-2/0/0.0*, ge-11/0/0.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示例：为聚合以太网设备配置 LAG 和 LACP (CLI)
•

要求 (第1277页)

•

概述 (第1277页)

•

配置 (第1277页)

•

验证 (第1278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聚合以太网 (ae) 设备配置 LAG 和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LAG，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需要创建的 ae/LAG 接口数。
[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aggregated-devices ethernet device-count 5

2.

向 ae/LAG 添加端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2/0/1 gigether-options 802.3ad ae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2/0/2 gigether-options 802.3ad ae0

3.

为 ae/LAG 配置 LACP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ae0 aggregated-ether-options lacp active

4.

为 ae/LAG 配置 family 以太网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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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ae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5.

配置 VLAN
[edit]
user@host# set vlans vlan20 vlan-id 20

6.

将 ae 添加到 VLAN
[edit]
user@host# set vlans vlan20 interface ae0

7.

通过输入 show vlans 和 show interfaces 命令检查配置
user@host# show vlans
vlan20 {
vlan-id 20;
interface {
ae0.0;
}
}
user@host# show interfaces
ge-2/0/1 {
gigether-options {
802.3ad ae0;
}
}
ge-2/0/2 {
gigether-options {
802.3ad ae0;
}
}
ae0 {
aggregated-ether-options {
lacp {
active;
}
}
unit 0 {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
}

8.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用途

可通过类似方法为其它设备配置 LAG 和 LACP。 输入以下命令以验证 LAG 的配置。

操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lacp interfaces 以查看 LACP 接口。
user@host# run show lacp interfaces
Aggregated interface: ae0
LACP state:
Role
Exp
Def Dist Col Syn Aggr
ge-2/0/1
Actor
No
No
Yes Yes Yes
Yes

1278

Timeout
Fast

Activity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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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0/1
Partner
ge-2/0/2
Actor
ge-2/0/2
Partner
LACP protocol:
ge-2/0/1
ge-2/0/2

No
No
Yes Yes Yes
Yes
Fast
Active
No
No
Yes Yes Yes
Yes
Fast
Active
No
No
Yes Yes Yes
Yes
Fast
Active
Receive State Transmit State
Mux State
Current
Fast periodic Collecting distributing
Current
Fast periodic Collecting distributing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vlans 命令以查看 VLAN 接口。
user@host# run show vlans
Name
Tag
Interfaces
default
1
None
vlan20
20
ae0.0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interfaces (interface name) 命令以查看接口 ge-2/0/1 和 ge-2/0/2
的状态。
user@host# run show interfaces ge-2/0/1 terse
Interface
Admin Link Proto
Local
ge-2/0/1
up
up
ge-2/0/1.0
up
up
aenet
--> ae0.0
user@host# run show interfaces ge-2/0/2 terse
Interface
Admin Link Proto
Local
ge-2/0/2
up
up
ge-2/0/2.0
up
up
aenet
--> ae0.0

相关主题

•

Remote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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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本节概要介绍有关创建 SRX 系列机箱集群的基本步骤。
有关设置 J 系列机箱集群的基本步骤，请参阅 第1282页上的“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首先请按照第1269页上的“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中的说明连接 SRX 系列设备

注意: 对于 SRX5000 系列机箱集群，SPC 在两个设备中的放置和类型必须分别匹配。
对于 SRX3000 系列机箱集群，SPC、IOC 和 NPC 在两个设备中的放置和类型必须分别
匹配。 对于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机箱集群，GPIM、XGPIM、
XPIM 和小型 PIM（如果适合）在两个设备中的放置和类型必须分别匹配。

要创建 SRX 系列机箱集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以物理方式将一对相同类型的受支持 SRX 系列设备连接在一起：

a. 通过连接任意一对以太网接口来创建集群中两个节点之间的结构链路。 对于大多数 SRX
系列设备，唯一要求是两个接口必须都是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或万兆位以太网接口）。 对
于 SRX220 设备，请连接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对于 SRX210 设备，两个接口的类型必
须相似（即，一对快速以太网接口或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对于 SRX100 设备，请连
接一对快速以太网接口。 第1270页上的图112显示使用结构链路的内置 I/O 端口连接的节
点。
使用双结构链路功能时，请连接将在各设备上使用的两对以太网接口。 请参阅第1251页上的
“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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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连接将在各设备上使用的控制端口（例如，fpc3 和 fpc15，如第1270页上的图112中所示）。
对于 SRX3600、SRX3400、SRX650 和 SRX240 设备，控制端口为专用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对于 SRX210 和 SRX100 设备，控制端口为编号最大的端口 (fe-0/0/7)。
使用双控制链路功能时（仅 SRX5000 与 SRX3000 系列），请连接将在各设备上使用的两
对控制端口（例如，第一对的端口为 fpc3 和 fpc15，而第二对则为 fpc6 和 fpc18，如第
1241页上的图100中所示）。 请参阅第1241页上的“连接机箱集群中 SRX 系列设备的双控制
链路”。
对于 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控制端口应位于两个设备中的对应插槽内，下面是其插
槽编号偏移值：
设备

偏移值

SRX5800

12（例如 fpc3 和 fpc15）

SRX5600

6（例如 fpc3 和 fpc9）

2. 将集群中要初始化的第一个设备连接到控制台端口。 这是形成集群的节点。

有关连接说明，请参阅相应的 Services Gateway Getting Started Guide。
3. 配置控制端口（仅 SRX5000 系列） 请参阅第1236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控制端口”。
4. 使用 CLI 操作模式命令启用集群化：

a. 通过提供集群 ID 来指定集群。
b. 通过提供自己的节点 ID 来指定节点，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5. 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上的控制台端口，然后使用 CLI 操作模式命令启用集群化：

a. 通过设置在第一个节点上设置的同一个集群 ID 来指定设备要加入的集群。
b. 通过提供自己的节点 ID 来指定节点，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6. 配置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请参阅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7. 使用 CLI 配置集群。 参见：

a.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b.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c.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d. 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e. 第120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
8. 启动手动故障切换。 请参阅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9. 配置通过冗余以太网接口的条件式路由通告。 请参阅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

路由通告”。
10. 验证配置。 请参阅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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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69页上的连接 SRX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要创建 J 系列机箱集群，必须通过一对千兆位以太网连接以物理方式背对背连接一对相同类型的
受支持 J 系列设备。 充当控制链路的连接必须为内置接口 ge-0/0/3。 结构链路连接可以是设备
上任意千兆位以太网接口对的组合。

注意: 可在集群中两个设备之间连接两个结构链路来减少结构链路故障的几率。 请参
阅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第1281页上的图121 显示使用结构链路和控制链路的内置接口相连的两个 J 系列设备。

图121: 连接集群中的 J 系列设备（J6350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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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在 J 系列路由器上启用了机箱集群化，将使用两个接口端口来链接两个设
备：接口 ge-0/0/3（端口 fxp1）用于控制接口，一个端口用于结构链路（使用内置
接口（ge-0/0/0 或 ge-0/0/1）之一或 uPIM 的端口之一）。 还将接口 ge-0/0/2（端
口 fxp0）用于管理链路。 这意味着使用了四个板载千兆位以太网端口中的三个：如
果传输信息流需要更多端口，则需要一个 PIM 或 uPIM。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82页上的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本节概要介绍有关创建 J 系列机箱集群的基本步骤。
有关设置 SRX 系列机箱集群的基本步骤，请参阅 第1279页上的“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首先请按照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中的说明连接 J 系列设备

注意: 对于 J 系列机箱集群，同一个集群中的两个节点的型号必须相同，但是安装的
PIM 可以是任意组合。

要创建 J 系列机箱集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以物理方式将一对相同类型的受支持 J 系列设备连接在一起：

a. 创建集群中两个节点之间的结构链路，方法是连接任意一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内置接口
或 PIM 上的接口均可。 唯一要求是两个接口都必须是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第1281页上的图
121显示使用结构链路的内置 ge-0/0/1 接口相连的节点。
使用双结构链路功能时，请连接将在各设备上使用的两对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1251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双结构链路”。
b. 将接口 ge-0/0/3 连接到一起来创建控制链路。
2. 将集群中要初始化的第一个设备连接到控制台端口。 这是形成集群的节点。

有关连接说明，请参阅 J Series Services Routers Hardware Guide。
3. 使用 CLI 操作模式命令启用集群化：

a. 通过提供集群 ID 来指定集群。
b. 通过提供自己的节点 ID 来指定节点，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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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4. 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上的控制台端口，然后使用 CLI 操作模式命令启用集群化：

a. 通过设置在第一个节点上设置的同一个集群 ID 来指定设备要加入的集群。
b. 通过提供自己的节点 ID 来指定节点，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5. 配置集群上的管理接口。 请参阅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6. 使用 CLI 配置集群。 参见：

a.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b. 第125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结构
c. 第1201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d. 第121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以太网接口
e. 第1204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接口监控
7. 启动手动故障切换。 请参阅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8. 配置通过冗余以太网接口的条件式路由通告。 请参阅第1229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中的有条件

路由通告”。
9. 验证配置。 请参阅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注意: 缺省情况下，集群模式为编辑专有模式。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机箱集群 ID；将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之后必须配置这两
种 ID。 机箱集群 ID 用于识别设备所属的集群，而机箱集群节点 ID 则用于识别集群中的唯一
节点。
•

要求 (第1284页)

•

概述 (第1284页)

•

配置 (第1284页)

•

验证 (第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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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确保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到了各设备。

概述
系统使用机箱集群 ID 和机箱集群节点 ID 来为各节点应用正确配置（例如，使用 apply-groups
命令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机箱集群 ID 和节点 ID 语句写入 EPROM，这些语句在重新启动
系统之后生效。
在本示例中，将机箱集群 ID 配置为 1。 还将为第一个节点配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0，以便在两
个节点的主项设置相同时让冗余组充当主项；将为另一个节点配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1。

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请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到第一个设备。

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Successfully enabled chassis cluster. Going to reboot now.

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到第二个设备。

2.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Successfully enabled chassis cluster. Going to reboot now.

验证
要验证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相关主题

1284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node1
0
secondary

no
no

no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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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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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79页上的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2页上的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本示例显示如何提供对机箱集群的网络管理访问。

要求
首先请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
集群 ID”。

概述
必须为集群中的各节点指定唯一的 IP 地址，才能提供网络管理访问。 此配置不会在两个节点之
间复制。
对于大多数 SRX 机箱集群，接口 fxp0 为专用端口。 对于 SRX100、SRX210 和 J 系列机箱集
群，接口 fxp0 是通过对内置接口调整用途而来的。 在 J 系列机箱集群中，可配置对集群的管
理访问，方法是为各节点定义唯一主机名，然后为各节点上的接口 fxp0 指定唯一 IP 地址。 在
您指定了一个节点充当主设备并指定另一个节点充当辅助设备之后系统重新启动设备时，将创建
接口 fxp0。

注意: 如果在配置接口 fxp0 之前尝试访问集群中的节点，将失去对集群的访问。

在本示例中，将为 IPv4 配置以下信息：
•

节点 0 名称—node0-router

•

为节点 0 指定的 IP 地址—10.1.1.1/24

•

节点 1 名称—node1-router

•

为节点 1 指定的 IP 地址—10.1.1.2/24

在本示例中，将为 IPv6 配置以下信息：
•

节点 0 名称—node0-router

•

为节点 0 指定的 IP 地址—12010:2010:201::2/64

•

节点 1 名称—node1-router

•

为节点 1 指定的 IP 地址—2010:2010:201::3/64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为 IPv4 快速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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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groups
set groups
set groups
set groups

node0
node0
node1
node1

system host-name node0-router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system host-name node1-router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要为 IPv6 快速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node0-router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2/6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node1-router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3/64

分步过程

要为 IPv4 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节点 0 的名称并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node0-router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1/24

2.

配置节点 1 的名称并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node1-router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2/24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分步过程

要为 IPv6 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节点 0 的名称并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node0-router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2/64

2.

配置节点 1 的名称并指定 IP 地址。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node1-router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6 address
2010:2010:201::3/64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com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groups 和 show apply-group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
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primary:node0}[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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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groups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node0-router;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1/24;
}
}
}
}
}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node1-router;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2/24;
}
}
}
}
}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how apply-groups
## Last changed: 2010-09-16 11:08:29 UTC
apply-groups "${node}";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管理接口配置 (第1287页)

验证机箱集群管理接口配置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管理接口配置。

操作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config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79页上的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2页上的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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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机箱集群指定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必须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计数，才能识别您
配置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

要求 (第1288页)

•

概述 (第1288页)

•

配置 (第1288页)

•

验证 (第1288页)

要求
首先请设置机箱集群 ID 和机箱集群节点 ID。 请参阅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概述
为机箱集群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之前，必须为该机箱集群指定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在本示例中，为机箱集群设置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为 2。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为机箱集群设置冗余以太网接口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1.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2.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chassis cluster 命令。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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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279页上的SRX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2页上的J 系列机箱集群配置概述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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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用途

显示机箱集群验证选项。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
Possible completions:
interfaces
Display chassis-cluster interfaces
statistics
Display chassis-cluster traffic statistics
status
Display chassis-cluster statu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1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1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显示有关机箱集群服务和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798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784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793
Probes received: 0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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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s sent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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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TSP ALG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sent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Control link 1: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Heartbeat packets
Control link 1:
Heartbeat packets
Heartbeat packets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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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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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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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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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

第1291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1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清除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要清除显示的有关机箱集群服务和接口的信息，请在 CLI 中输入 clear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clear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leared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leared data-plane statistics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1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用途

显示机箱集群的故障切换状态。

操作

在 CLI 中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3
Node nam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0,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54
primary
no
node1
2
secondary no

no
no

Redundancy-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54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5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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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0
node1

200
0

primary
lost

no
n/a

no
n/a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41
node0
101
primary
node1
0
lost

no
n/a

no
n/a

{primary:node1}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5
Node
Priority

相关主题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5
node0
200
primary
node1
0
unavailable

no
n/a

no
n/a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41
node0
101
primary
node1
0
unavailable

no
n/a

no
n/a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2页上的清除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清除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要清除机箱集群的故障切换状态，请在 CLI 中输入 clear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count 命
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clear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count
Cleared failover-count for all redundancy-groups

相关主题

1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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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3页上的示例：设置机箱集群节点 ID 和集群 ID

•

第1285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管理接口

•

第1288页上的示例：配置机箱集群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

第1291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故障切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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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集群升级
•

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各设备 (第1293页)

•

使用 Low-Impact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第1293页)

•

使用 ICU 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第1296页)

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各设备
可以按照一次一个的模式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某些型号允许使用故障切换和服务中软件
升级 (ISSU) 来逐个升级设备，从而减少升级对操作的影响。
要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各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在这种机箱集群升级期间，服务大约会中断 3 到 5 分钟。

1. 在节点 0 上加载新映像文件。
2. 通过输入以下内容，在不重新启动节点的情况下执行映像升级：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add image_name
3. 在节点 1 上加载新映像文件。
4. 重复步骤 2。
5. 同时重新启动两个节点。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93页上的使用 Low-Impact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

第1296页上的使用 ICU 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

第1299页上的禁用机箱集群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使用 Low-Impact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

使用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第1294页)

•

ISSU 之后回滚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第1295页)

•

ISSU 之后启用机箱集群节点自动故障恢复 (第1295页)

•

对机箱集群 ISSU 故障执行故障诊断 (第1295页)

•

机箱集群 ISSU 期间解密不匹配的控制链路统计信息 (第1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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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对于某些平台，可使用服务中软件升级 (ISSU) 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机箱集群 ISSU 功能允许集群中的两个设备从受支持的 Junos OS 版本升级，对信息流的影响类
似冗余组故障切换的影响。

注意: ISSU 不支持软件降级。

注意: 如果从仅支持 IPv4 的 Junos OS 版本升级到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的版本，
升级期间 IPv4 信息流将继续工作。 如果从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的 Junos OS 版
本升级到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的版本，升级期间 IPv4 和 IPv6 信息流都将继续
工作。 Junos OS 版本 10.2 和更高版本支持对 IPv6 信息流执行基于流的处理。

首先请注意以下事项：
•

ISSU 仅适用于 Junos OS 版本 9.6 和更高版本。

•

启动 ISSU 之前，应对所有冗余组执行故障切换，使其全部都仅在一个节点上处于主动状态。
请参阅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

建议平稳重新启动，以便在启动 ISSU 之前启用路由协议。

所有冗余组在一个节点上处于主动状态之后，将通过使用 request 命令启动升级：
1. 将所有冗余组故障切换到一个节点。
2.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从充当所有冗余组主项的节点启动 ISSU：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image_name reboot

注意: 对于 SRX1400、SRX3400、SRX3600、SRX5600 和 SRX5800 设备，必须在命
令中包含 reboot。 如果不包含 reboot，命令将失败。 对于 SRX100、SRX210、
SRX220、SRX240 和 SRX650 设备，不能使用 reboot 参数，因为执行带内集群升
级 (ICU) 之后会自动重新启动集群中的设备。

3. 等待两个节点都完成升级，然后验证所有策略、区段、冗余组和其他 RTO 是否恢复为自己的

正确状态。 同时验证集群中的两个设备是否正在运行新的 Junos OS 版本。

注意: 升级期间，两个设备都会执行冗余组故障切换，但是信息流不会中断。 每个
设备都会先验证程序包并检查版本兼容性，再执行升级。 如果系统发现新程序包的版
本与当前安装的版本不兼容，设备将拒绝升级，并提示您采取纠正措施。 有时可能只
有一个功能不兼容；在这种情况下，升级软件会提示您中止升级或先关闭该功能再升
级。

此功能只能通过命令行界面执行。 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中的“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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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 之后回滚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如果 ISSU 无法完成，并且仅升级了集群中的一个设备，则可通过在已升级的设备上使用以下命
令来单独回滚到该设备之前的配置：
•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in-service-upgrade abort

•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rollback

•

request system reboot

ISSU 之后启用机箱集群节点自动故障恢复
如果希望在 ISSU 完成之后冗余组自动让节点 0 恢复为主项，则必须设置冗余组优先级以使节点
0 充当主项，并启用抢先选项。 请注意，这种方法适用于除冗余组 0 之外的所有冗余组。 必须
对冗余组 0 手动执行故障切换。 要设置冗余组优先级并启用抢先选项，请参阅第1201页上的“示
例：配置机箱集群冗余组”。 要对冗余组手动执行故障切换，请参阅第1213页上的“启动机箱集群
冗余组手动故障切换”。

注意: 要升级节点 0 并将其加入机箱集群中，请手动重新启动节点 0。 节点 0 不会
自动重新启动。

对机箱集群 ISSU 故障执行故障诊断
诸如下面的情况下可能导致 ISSU 尝试失败。
•

如果尝试升级运行 9.6 之前版本的 Junos OS 映像的设备对，ISSU 将失败，同时不会改变有
关集群中设备的任何信息。 必须使用单个设备升级过程单独升级运行 9.6 之前 Junos OS 版
本的设备。

•

如果使用启动 ISSU 时指定的新映像启动辅助设备之前辅助设备断电，电源恢复时，新升级的
设备仍将等待 ISSU 结束。 要在辅助设备上结束 ISSU，请运行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in-service-upgrade abort 加 reboot 来中止该设备上的 ISSU。

如果 ISSU 遇到必须中止的意外情况，系统消息将为您提供有关升级停止的时间和原因的详细信
息，以及后续步骤的建议。 例如，节点启动时未能成为 RG-0 辅助项时，将显示下面的消息：
Rebooting Secondary Node
Shutdown NOW!
[pid 2120]
ISSU: Backup RE Prepare Done
Waiting for node1 to reboot.
node1 booted up.
Waiting for node1 to become secondary
error: wait for node1 to become secondary failed (error-code: 5.1)
ISSU aborted. But, both nodes are in ISSU window.
Please do the following:
1. Upgrade this node manually (without reboot option)
2. Make sure both nodes (will) have the same image
3. Ensure that other node is primary for all RGs
4. Abort ISSU on both nodes
5. Reboot current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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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node0}

机箱集群 ISSU 期间解密不匹配的控制链路统计信息
使用双控制链路（仅 SRX5000 和 SRX3000 系列支持）时，如果当设备上的节点运行不同版本时
运行 ISSU，则可通过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和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报告不匹配的控制链路统计信息。 （ISSUs 可在 Junos OS 版本 9.6 和更高版
本中使用，而双控制链路则可在 Junos OS 版本 10.0 和更高版本中使用。）例如，假设设备上
的一个节点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9.6，而设备上的另一个节点在运行 Junos OS 版本 10.0。
在本示例中，由于后一个设备同时在两个控制链路上发送心跳，但另一个设备只在一个控制链路
上接收心跳，所以出现了不匹配。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93页上的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各设备

•

第1296页上的使用 ICU 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

第1299页上的禁用机箱集群

使用 ICU 升级机箱集群中的设备
•

使用 IC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第1296页)

•

使用机箱集群中主节点上的本地可用版本升级 ICU (第1297页)

•

使用 FTP 服务器上的可用版本升级 ICU (第1297页)

•

ICU 期间中止机箱集群中的升级 (第1298页)

使用 IC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如果结合 no-sync 选项使用带内集群升级 (ICU)，则对机箱集群中的设备升级时，可将服务中断
时间缩短到最低大约 30 秒。 机箱集群 ICU 功能允许从受支持的 Junos OS 版本同时升级集群
中的两个设备。
下面是对信息流的影响：
•

信息流中断（大约 30 秒钟）

•

丢失安全流会话

注意: 只有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服务网关上才支持 ICU。

首先请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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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U 可结合 no-sync 选项使用。

•

只有 Junos OS 版本 11.2 R2 和更高版本才支持此项功能。

•

启动 ICU 之前，应确保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 请参阅第1297页上的“使用机箱集群中主节点
上的本地可用版本升级 ICU”和第1297页上的“使用 FTP 服务器上的可用版本升级 ICU”。

•

此功能不能用于降级到低于 Junos OS 11.2 R2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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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通过设备的主节点本地上的可用 Junos OS 版本或 FTP 服务器上的可用版本启动。

注意:
•

ICU 升级之后，主节点 RG0 将变为辅助节点。

•

ICU 期间，机箱集群冗余组将被故障切换到主节点，以使集群进入主动/被动模式。

•

可通过系统日志或控制台/终端日志来查看 ICU 状态。

•

ICU 要求两个节点都必须运行双 root 分区机制。 如果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检测不到
双 root 分区，ICU 将不会继续。

使用机箱集群中主节点上的本地可用版本升级 ICU

注意: 确保集群辅助节点中的 /var/tmp 位置处有足够磁盘空间可供 Junos OS 程序包
使用。

要使用集群主节点上的本地可用版本升级 ICU，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Junos OS 程序包版本复制到主节点上的任意位置，或装入其中包含该 Junos OS 版本的网

络服务器文件夹。
2. 输入以下命令启动 ICU：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image_name no-sync

使用 FTP 服务器上的可用版本升级 ICU

注意: 确保集群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中的 /var/tmp 位置处有足够磁盘空间可供 Junos
OS 程序包使用。

要使用 FTP 服务器上的可用版本升级 ICU，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Junos OS 版本放到 FTP 服务器上。
2. 输入以下命令启动 ICU：

user@root>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junos 映像的 ftp url> no-sync
user@root>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ftp://<user>:<password>@<server>:/<path>
no-sync

此命令用于升级 Junos OS 并轮流启动两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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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升级过程将显示以下警告消息来重新启动系统：
WARNING: A reboot is required to load this software correctly. Use the request
system reboot command when software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警报：需要重
新启动才能正确加载此软件。软件安装完成后，请使用 request system reboot 命
令。）
可忽略此警告消息，因为 ICU 进程会自动重新启动这两个节点。

ICU 期间中止机箱集群中的升级
随时可通过在主节点上发出以下命令来中止 ICU：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abort in-service-upgrade

注意: 辅助节点重新启动期间/之后发出 abort 命令会让集群处于不一致状态。 辅助
节点将使用新 Junos OS 版本启动，而主节点将继续运行较低的 Junos OS 版本。

要从机箱集群不一致状态恢复，请在辅助节点上依次执行以下操作：
1. 发出 abort 命令：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abort in-service-upgrade
2.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回滚 Junos OS 版本：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rollback node < 节点 id >
3.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立即重新启动辅助节点：

request system reboot

注意: 必须依次执行上述步骤，才能完成恢复过程和避免集群的不稳定。

第1298页上的表142 中列出了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命令的选项及其说明。

表142: request system software in-service-upgrade 输出字段
选项

说明

no-sync

旧辅助节点使用新 Junos OS 映像启动时禁止同步流状态。

no-tcp-syn-check

创建禁止对内向数据包执行 TCP SYN 检查的时间窗口。 此时间窗口的缺省值为 7200 秒钟（2
小时）。

no-validate

安装时禁用配置验证。 此系统行为类似 software add。

unlink

安装之后从本地媒体删除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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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ICU 期间，如果执行了 abort 命令，ICU 只会在当前操作完成之后中止。 要避免
设备不一致，需要此选项。
例如，如果正在对节点执行格式化和升级，ICU 将在此操作完成之后中止。

•

相关主题

中止之后，如果完成了节点升级步骤，ICU 将尝试回滚节点上的版本。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89页上的验证机箱集群配置

禁用机箱集群
要禁用机箱集群，请输入以下命令：
{primary:node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disable reboot
Successfully disabled chassis cluster. Going to reboot now.

系统重新启动之后，即已禁用机箱集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293页上的单独升级机箱集群中的各设备

•

第1293页上的使用 Low-Impact ISSU 同时升级机箱集群中的两个设备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了解机箱集群上的组播路由
机箱集群中节点之间的组播路由支持允许如下组播协议在集群中通过接口发送信息流：协议无关
组播 (PIM) 版本 1 和 2、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IGMP)、会话声明协议 (SAP) 和距离向量组播路
由协议 (DVMRP)。 但是请注意，机箱管理接口 (fxp0) 或结构接口（fab0 和 fab1）上不应启用
组播协议。 组播会话将在集群内同步，并在冗余组故障切换期间维护。 故障切换期间，和其它
类型的信息流一样，也会丢失一些组播数据包。
机箱集群中的组播数据转发使用内向接口确定会话是否保持主动状态。 如果叶会话的外向接口位
于对等节点上，而不是在内向接口的节点上，则将把数据包转发到该对等节点。 机箱集群上的组
播路由支持对内向和外向接口均使用通道。
组播信息流在信息流的传输中具有上游（向源）和下游（向用户）两种方向。 设备将把一个组播
数据包复制（扇出）到包含订户的多个网络。 在机箱集群环境中，两个节点上均可激活组播数据
包扇出。
如果内向接口在当前节点上处于主动状态，但是在对等节点上为备份，则会话在当前节点上处于
主动状态，但在对等节点上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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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集群上的组播配置与独立设备上的组播配置相同（请参阅 Junos OS Routing Protocols and
Polici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中的“Configuring a Multicast Network”
一章。

了解 PIM 数据转发
设备之间使用协议无关组播 (PIM) 来跟踪要转发到彼此的组播数据包。
PIM 会话将组播数据封装为 PIM 单播数据包。 PIM 会话将创建以下会话：
•

控制会话

•

数据会话

数据会话保存控制会话 ID。 控制会话和数据会话独立结束。 内向接口用于确定 PIM 会话是否
处于主动状态。 如果外向接口在对等节点上处于主动状态，将把数据包传输到对等节点来进行传
输。

了解组播和 PIM 会话同步
同步组播和 PIM 会话有助于防止故障切换导致数据包丢失，因为执行故障切换时无需再次设置会
话。
在 PIM 会话中，控制会话将同步到备份节点，然后同步数据会话。
在组播会话中，模板会话将同步到对等节点，然后同步所有叶会话，最后再次同步模板会话。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195页上的机箱集群概述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

了解非对称路由机箱集群部署 (第1300页)

•

示例：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 (第1302页)

非对称机箱集群部署

了解非对称路由机箱集群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机箱集群利用其非对称路由功能（见第1301页上的图122）。 将根据节点的会话表
匹配节点收到的信息流。 此项查找的结果确定该节点是应处理数据包，还是通过结构链路将其转
发到另一个节点。 将把会话锚定到创建该会话的第一个数据包的入口节点。 如果在其中未锚定
会话的节点上收到信息流，将通过结构链路把这些数据包转发到锚定会话的节点。

注意: 如果会话期间路由改变，则会话的锚定节点也可改变。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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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非对称路由机箱集群场景（J 系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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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场景中使用了两个互联网连接，其中一个为首选连接。 通过使用冗余以太网接口建立了 trust
区段的连接，以便为该 trust 区段中的设备提供 LAN 冗余。 此场景介绍了两个故障切换方案，
其中会话来自 trust 区段，但目标为互联网（untrust 区段）。
•

了解 Trust 区段冗余以太网接口中的故障 (第1301页)

•

了解 Untrust 区段接口中的故障 (第1301页)

了解 Trust 区段冗余以太网接口中的故障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接口 fe-1/0/0（属于 reth0.0）传输到互联网。 由于
主互联网连接位于节点 0 上，所以两个会话都在节点 0 中创建并同步到节点 1。 但是，会话只
有在节点 0 上才处于主动状态。
接口 fe-1/0/0 中的故障会触发冗余组的故障切换，从而导致节点 1 中的接口 fe-5/0/0 变为主
动状态。 故障切换之后，信息流将到达节点 1。 会话查找之后，将把会话发送到节点 0，因为
会话在该节点上处于主动状态。 节点 0 随后将处理信息流，然后将其转发到互联网。 返回信息
流执行类似流程。 信息流到达节点 0 并在其中出于安全目的加以处理—如防垃圾邮件扫描、防
病毒扫描和应用安全策略—因为会话已锚定到节点 0。 然后，数据包将通过结构接口发送到 1，
以便执行出口处理，最终通过接口 fe-5/0/0 传输出节点 1。

了解 Untrust 区段接口中的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会话将从一个节点迁移到另一个节点。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只有节点 0 会处理
信息流。 节点 0 上接口 ge-0/0/0 的故障会导致路由表中出现改变，因此现在指向节点 1 中的
接口 ge-7/0/0。 故障之后，节点 0 中的会话会变为静止状态，而节点 1 中的被动会话则变为主
动状态。 接口 fe-1/0/0 上仍然会收到来自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但是会将其转发到节点 1 进
行处理。 信息流在节点 1 中处理之后，将通过接口 ge-7/0/0 转发到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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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机箱集群配置中，冗余组 1 用于控制与 trust 区段相连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按照本场景
中的配置，仅当接口 fe-1/0/0 或 fe-5/0/0 出现故障时冗余组 1 才会执行故障切换，而与互联
网相连的接口出现故障时则不会。 （可选）可修改配置来允许冗余组 1 监控与互联网相连的所
有接口，并在互联网链路出现故障时执行故障切换。 这样的话，举例来说，配置可允许冗余组 1
监控 ge-0/0/0，并在 ge-0/0/0 互联网链路出现故障时让 fe-5/0/0 成为 reth0 的主项。 （下面
的示例中未对此选项加以说明。）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02页上的示例：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

•

示例：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 J 系列设备的机箱集群对来实现非对称路由。 通过为机箱集群配置非对称
路由，可无缝处理任何一个设备上收到的信息流。
•

要求 (第1302页)

•

概述 (第1303页)

•

配置 (第1305页)

•

验证 (第130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以物理方式将一对 J 系列设备连接在一起，并确保这两个设备的型号相同。 本示例使用一对

J2320 服务路由器设备。
a. 将一个设备上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上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创建结构链

路。 请参阅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b. 连接两个设备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ge-0/0/3 以创建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2. 使用控制台端口连接到一个设备。 （这是形成集群的节点。）
a. 设置集群 ID 和节点号。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3. 使用控制台端口连接到另一个设备。
a. 设置集群 ID 和节点号。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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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本示例中，机箱集群提供非对称路由。 如第1303页上的图123 中所示，使用了两个互联网连接，
其中一个为首选连接。 冗余以太网接口提供了 trust 区段的连接，以便为该 trust 区段中的设
备提供 LAN 冗余。

图123:

非对称路由机箱集群拓扑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组（使用 apply-groups 命令应用配置）和机箱集群信息。 然后配置安全区
段和安全策略。 参见第1303页上的表143 到第1305页上的表146。

表143: 组和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组

节点 0

•

主机名：jseries-1

•

接口：fxp0

节点 1

•

装置 0

•

192.168.100.50/24

•

主机名：jseries-2

•

接口：fxp0
•

装置 0

•

192.168.100.51/24

表144: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结构链路

fab0

接口：g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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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4: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fab1

接口：ge-7/0/1

心跳时间间隔

–

1000

心跳阈值

–

3

冗余组

1

•

优先级：
•

节点 0：100

•

节点 1：1

接口监控
•

fe-1/0/0

•

fe-5/0/0

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1

接口

ge-0/0/0

•

装置 0

•

1.4.0.202/24

•

装置 0

•

1.2.1.233/24

ge-7/0/0

fe-1/0/0

•

冗余父级：reth0
fe-5/0/0

•

冗余父级：reth0
reth0

•

装置 0

•

10.16.8.1/24

表145: 安全区段配置参数
名称

配置参数

trust

接口 reth0.0 绑定到此区段。

untrust

接口 ge-0/0/0.0 和 ge-4/0/0.0 绑定到此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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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6: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

ANY

•

•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jseries-1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00.50/2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jseries-2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00.51/24
set apply-groups "${node}"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7/0/1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1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interval 1000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threshold 3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00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1/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5/0/0 weight 255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4.0.202/24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ge-7/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1.233/24
set interfaces fe-5/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qualified-next-hop 1.4.0.1 metric 10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qualified-next-hop 1.2.1.1 metric 1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7/0/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要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管理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jseries-1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00.50/24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jseri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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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100.51/24
user@host# set apply-groups "${node}"
2.

配置结构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7/0/1

3.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1

4.

配置冗余组。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5.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5/0/0 weight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6.

heartbeat-interval 1000
heartbeat-threshold 3
node 0
node 1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00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1/0/0 weight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4.0.202/24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7/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1.233/24
fe-5/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配置静态路由（每个 ISP 一个，首选路由通过 ge-0/0/0）。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qualified-next-hop 1.4.0.1
metric 10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qualified-next-hop 1.2.1.1
metric 100

7.

配置安全区段。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7/0/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8.

配置安全策略。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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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user@host> show configuration
version x.xx.x;
groups {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jseries-1;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100.50/24;
}
}
}
}
}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jseries-2;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100.51/24;
}
}
}
}
}
}
apply-groups "${node}";
chassis {
cluster {
reth-count 1;
heartbeat-interval 1000;
heartbeat-threshold 3;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interface-monitor {
fe–1/0/0 weight 255;
fe–5/0/0 weight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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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terfaces {
fe–1/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fe–5/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4.0.202/24;
}
}
}
ge–7/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2.1.233/24;
}
}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0/0/1;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7/0/1;
}
}
}
reth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6.8.1/24;
}
}
}
}
...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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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0.0.0.0/0 {
next-hop 1.4.0.1;
metric 10;
}
}
}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0.0.0.0/0 {
next-hop 1.2.1.1;
metric 100;
}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ge-7/0/0.0;
}
}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reth0.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A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310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第1310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310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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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311页)

•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312页)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12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故障切换状态和冗余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Manual failover

no
no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name: fxp1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0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Weight
fe-1/0/0
255
fe-5/0/0
255

Status
Up
Up

Redundancy-group
1
1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以下项的信息：正在同步的不同对象的统计信息、结构和控制接口 hello 和集群中受监
控接口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28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370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272
Probes received: 597
Probe error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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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RTOs sent
0
0
6
160
1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心跳）和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
探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为服务发送和收到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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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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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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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s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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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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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1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集群中两个节点的状态和优先级，以及有关主节点是否被抢先或是否已存在手动故障切换的
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可确定任何机箱集群问题。 应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运行这些日志。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 show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1312

show
show
show
show
show

log jsrpd
log chassisd
log messages
log dcd
traceoptions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00页上的了解非对称路由机箱集群部署

•

示例：配置非对称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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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J 系列设备）
•

了解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第1313页)

•

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 (第1314页)

•

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第1325页)

了解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集群中的一个设备路由所有信息流，而另一个设备则仅在出现故障时使用
（见第1313页上的图124）。 出现故障时，备份设备将变为主设备，并控制所有转发。

图124:

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场景（J 系列设备）
EX

Untrust

EX

reth 1.0

reth
1

J

J

EX

EX

g030682

reth 0.0

Trust

可通过使用全部指定给同一个冗余组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reth) 来建立主动/被动机箱集群。 如
果某个节点上一个主动组中的任何接口出现故障，将把该组声明为静止，而该组中的所有接口将
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此配置可将经过结构链路的信息流降到最低，因为任何时间都只有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在转发信息
流。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

•

第1325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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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J 系列设备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化。
•

要求 (第1314页)

•

概述 (第1314页)

•

配置 (第1317页)

•

验证 (第1322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以物理方式将一对 J 系列设备连接在一起，并确保这两个设备的型号相同。 本示例使用一对

J2320 服务路由器设备。
a. 将一个设备上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连接到另一个设备上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来创建结构链

路。 请参阅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b. 连接两个设备的千兆位以太网接口 ge-0/0/3 以创建控制链路。 请参阅第1281页上的“连接

J 系列硬件以创建机箱集群”。
2. 使用控制台端口连接到一个设备。 （这是形成集群的节点。）
a. 设置集群 ID 和节点号。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3. 使用控制台端口连接到另一个设备。
a. 设置集群 ID 和节点号。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使用集群中的一个设备路由所有信息流，而另一个设备则仅在出现故障时使用。
（参见第1315页上的图125。）出现故障时，备份设备将变为主设备，并控制所有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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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主动/被动机箱集群拓扑（J 系列设备）

可通过配置全部指定给同一个冗余组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reth) 来建立主动/被动机箱集群。 此
配置可将经过结构链路的信息流降到最低，因为任何时间都只有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在转发信息流。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组（使用 apply-groups 命令应用配置）和机箱集群信息。 然后配置安全区
段和安全策略。 参见第1315页上的表147 到第1317页上的表150。

表147: 组和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组

节点 0

•

主机名：J2320-A

•

接口：fxp0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

装置 0

•

192.168.3.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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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7: 组和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节点 1

•

主机名：J2320-B

•

接口：fxp0
•

装置 0

•

192.168.3.111/24

表148: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结构链路

fab0

接口：ge-0/0/1

fab1

接口：ge-4/0/1

心跳时间间隔

–

1000

心跳阈值

–

3

冗余组

0

•

1

•

优先级：
•

节点 0：254

•

节点 1：1

优先级：
•

节点 0：254

•

节点 1：1

接口监控
•

fe-1/0/0

•

fe-5/0/0

•

ge-0/0/0

•

ge-4/0/0

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2

接口

ge-0/0/0

冗余父级：reth1

ge-4/0/0

冗余父级：reth1

fe-1/0/0

冗余父级：reth0

fe-5/0/0

冗余父级：reth0

reth0

冗余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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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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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8: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reth1

冗余组：1
•

装置 0

•

11.2.0.233/24

表149: 安全区段配置参数
名称

配置参数

trust

接口 reth1.0 绑定到此区段。

untrust

接口 reth0.0 绑定到此区段。

表150: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

ANY

•

•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在 J2320 服务路由器上快速配置机箱集群，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J2320-A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3.110/2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J2320-B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8.3.111/24
set apply-groups “${node}”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4/0/1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interval 1000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threshold 3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100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00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1/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5/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ge-0/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ge-4/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ge-4/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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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interfaces fe-5/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0.233/2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要使用 J2320 服务路由器设备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管理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192.168.3.110/24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192.168.3.111/24
user@host# set apply-groups

2.

system host-name J2320-A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system host-name J2320-B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node}”

配置结构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4/0/1

3.

配置心跳设置。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interval 100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threshold 3

4.

配置冗余组。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255

5.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redundancy-group

0
0
1
1
1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interface-monitor fe-1/0/0 weight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5/0/0 weight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ge-0/0/0 weight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ge-4/0/0 weight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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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6.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interfaces
interfaces
interfaces
interfaces
interfaces
interfaces

ge-4/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fe-5/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0.233/24

配置安全区段。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7.

配置安全策略。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permit

结果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then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user@host> show configuration
version x.xx.x;
groups {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J2320-A;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3.110/24;
}
}
}
}
}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J2320-B;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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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192.168.3.111/24;
}
}
}
}
}
}
apply-groups "${node}";
chassis {
cluster {
reth-count 2;
heartbeat-interval 1000;
heartbeat-threshold 3;
redundancy-group 0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interface-monitor {
fe–1/0/0 weight 255;
fe–5/0/0 weight 255;
ge–0/0/0 weight 255;
ge–4/0/0 weight 255;
}
}
}
}
interfaces {
fe–1/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fe–5/0/0{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ge–0/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ge–4/0/0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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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4/0/1;
}
}
}
reth0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6.8.1/24;
}
}
}
reth1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2.0.233/24;
}
}
}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reth1.0;
}
}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reth0.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A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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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322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第1322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323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323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324页)

•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324页)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25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故障切换状态和冗余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name: fxp1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0
Up
1
reth1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Weight
fe-1/0/0
255
fe-5/0/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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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0/0/0
ge-4/0/0

255
255

Up
Up

1
1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以下项的信息：正在同步的不同对象的统计信息、结构和控制接口 hello 和集群中受监
控接口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276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280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272
Probes received: 597
Probe errors: 0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心跳）和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
探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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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为服务发送和收到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集群中两个节点的状态和优先级，以及有关主节点是否被抢先或是否已存在手动故障切换的
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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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可确定任何机箱集群问题。 应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运行这些日志。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 show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show
show
show
show
show

log jsrpd
log chassisd
log messages
log dcd
traceoptions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13页上的了解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

第1325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1. 启用集群化。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1。
2. 配置管理接口。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2。
3. 配置结构接口。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3。
4. 配置冗余组。
•

选择 Configure>System Properties>Chassis Cluster（配置 > 系统属性 > 机箱集群）。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Redundant ether-Interface Count（冗余以太网接口计数）：2
Heartbeat Interval（心跳时间间隔）：1000
Heartbeat Threshold（心跳阈值）：3
Nodes（节点数）：0
Group Number（组号）：0
Priorities（优先级）：100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Nodes（节点数）：0
Group Number（组号）：1
Priorities（优先级）：1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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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s（节点数）：1
Group Number（组号）：0
Priorities（优先级）：100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Nodes（节点数）：1
Group Number（组号）：1
Priorities（优先级）：1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fe-1/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fe-5/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ge-0/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ge-4/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5.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1326

•

选择 Configure>System Properties>Chassis Cluster（配置 > 系统属性 > 机箱集群）。

•

选择 ge-0/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1。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ge-4/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1。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fe-1/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0。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fe-5/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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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Apply（应用）。

•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5 以了解最后四个
配置设置。

6.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6。
7. 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见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中的步骤 7。
8.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13页上的了解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

第1314页上的示例：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CLI)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SRX 系列设备）
•

示例：将 SRX 系列分支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第1327页)

•

示例：将高端 SRX 系列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第1340页)

示例：将 SRX 系列分支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 SRX 系列分支设备上设置机箱集群化。
•

要求 (第1327页)

•

概述 (第1328页)

•

配置 (第1330页)

•

验证 (第1336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以物理方式连接两个设备并确保其型号相同。 例如，在 SRX210 服务网关上，将节点 0 上的
fe-0/0/7 连接到节点 1 上的 fe-0/0/7。

•

将这两个设备设置为集群模式，然后重新启动这些设备。 必须在这两个设备上均输入以下操作
模式命令，例如：
•

在节点 0 上：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

在节点 1 上：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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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d 在两个设备上相同，但是节点 ID 必须不同，因为一个设备是节点 0，而另一个设
备是节点 1。 cluster-id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5；设置为 0 等效于禁用集群模式。
•

继续以 SRX210 服务网关为例，对设备执行集群化之后，节点 1 上的接口 fe-0/0/7 将变为
fe-2/0/7。 重新启动之后，将指定以下接口并重新设置其用途，以便形成集群：
•

fe-0/0/6 变为 fxp0，用于对机箱集群执行单独管理。

•

fe-0/0/7 变为 fxp1，用作机箱集群内的控制链路。

•

辅助设备上的其它接口也将重命名。 例如，辅助设备上节点 1 中的接口 ge-0/0/0 将重命
名为 ge-2/0/0。

有关 SRX 系列设备的完整映射，请参阅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注意: 用于控制链路的端口 fe-0/0/7 必须通过电缆相连。 不能使用交换机来连接
控制链路。 还必须确定要将哪个端口用作第三链路来连接设备和用作设备之间的结
构链路。 此端口可以是除 fe-0/0/6 和 fe-0/0/7 外的任意可用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或快速以太网端口。

从这一刻起，将在节点成员之间同步集群配置，而两个独立设备将以一个设备的形式运行。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 SRX 系列分支设备上设置机箱集群化。 支持下列分支服务网关：
•

SRX100

•

SRX210

•

SRX220

•

SRX240

•

SRX650

节点 1 将根据所用设备对其接口重新编号，方法是将系统 FPC 的总数添加到接口的原始 FPC
号。 请参阅第1328页上的表151 了解 SRX 系列设备上的接口重新编号。

表151: SRX 系列服务网关接口重新编号
SRX 系列服务网关

控制链路名称

重新编号常量

节点 0 接口名称

节点 1 接口名称

SRX100

fe-0/0/7

1

fe-0/0/0

fe-1/0/0

SRX210

fe-0/0/7

2

ge-0/0/0

ge-2/0/0

SRX220

ge-0/0/7

3

ge-0/0/0

ge-3/0/0

SRX240

ge-0/0/1

5

ge-0/0/0

ge-5/0/0

SRX650

ge-0/0/1

9

ge-0/0/0

ge-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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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集群化之后，系统将创建 fxp0、fxp1 和 fab 接口。 根据设备，映射到物理接口的接口
fxp0 和 fxp1 不是用户定义的。 但是，fab 接口由用户定义。 请参阅第1329页上的表152 以了解
SRX 系列设备上的接口 fxp0 和 fxp1 的映射。

表152: SRX 系列服务网关接口 fxp0 和 fxp1 的映射
SRX 系列服务网关

接口 fxp0

接口 fxp1

接口 fab

SRX100

fe-0/0/6

fe-0/0/7

用户定义

SRX210

ge-0/0/0

fe-0/0/7

用户定义

SRX220

fe-0/0/6

fe-0/0/7

用户定义

SRX240

ge-0/0/0

ge-0/0/1

用户定义

SRX650

ge-0/0/0

ge-0/0/1

用户定义

第1330页上的图126 显示了此示例中使用的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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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SRX 系列分支拓扑示例

Untrust

EX

EX

reth1.0
1.2.0.233/24
ge-0/0/0

ge-4/0/0

reth
1

J

J
fe-1/0/0

fe-5/0/0

reth0.0
10.16.8.1/24

EX

g030647

EX

Trus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在 SRX210 服务网关上快速配置机箱集群，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On {primary:node0}
[edi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node0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35.46/2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node1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35.47/24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backup-router <backup next-hop from fxp0> destination <management
network/mask>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backup-router <backup next-hop from fxp0> destination <management
network/mask>
set apply-groups "${node}"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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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2/0/1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100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00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3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2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2/0/3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2/0/2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interfaces fe-0/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interfaces fe-2/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0.233/24
interfaces fe-0/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interfaces fe-2/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weight
weight
weight
weight

255
255
255
255

如果在配置非 SRX210 设备的 SRX 系列分支设备，请参见第1331页上的表153 了解设备对应的命令
和接口设置，并在 CLI 中替换这些命令。

表153: SRX 系列服务网关分支接口设置
命令

SRX100

SRX210

SRX220

SRX240

SRX650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fe-0/0/1

ge-0/0/1

ge-0/0/0 to ge-0/0/5

ge-0/0/2

ge-0/0/2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fe-1/0/1

ge-2/0/1

ge-3/0/0 to ge-3/0/5

ge-5/0/2

ge-9/0/2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0 weight 255

fe-0/0/3 weight 255

ge-0/0/0 weight 255

ge-0/0/5 weight 255

ge-1/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2 weight 255

fe-0/0/2 weight 255

ge-3/0/0 weight 255

ge-5/0/5 weight 255

ge-10/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1/0/0 weight 255

fe-2/0/3 weight 255

ge-0/0/1 weight 255

ge-0/0/6 weight 255

ge-1/0/1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1/0/2 weight 255

fe-2/0/2 weight 255

ge-3/0/1 weight 255

ge-5/0/6 weight 255

ge-10/0/1 weight 255

set interfaces

fe-0/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fe-0/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0/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0/0/5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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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3: SRX 系列服务网关分支接口设置 (续)
命令

SRX100

SRX210

SRX220

SRX240

SRX650

set interfaces

fe-1/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fe-2/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0/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5/0/5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10/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fe-0/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fe-0/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3/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0/0/6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1/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fe-1/0/0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fe-2/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3/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ge-5/0/6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ge-10/0/1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 SRX 系列上配置机箱集群分支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在主设备（节点 0）上执行步骤 1 到 5。 执行 commit 命令时，这些配置将
自动复制到辅助设备（节点 1）。 之所以同步这些配置，是因为已激活了控制链路和
fab 链路接口。 要验证配置，请使用 show interface terse 命令并检查输出。

1.

使用配置组为各设备设置主机名和管理 IP 地址。 这些配置特定于各设备，对其特定节点
具有唯一性。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node0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35.46/24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node1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92.16.35.47/24

为各节点设置缺省路由和备份路由器。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backup-router <backup next-hop from fxp0> destination
<management network/mask>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backup-router <backup next-hop from fxp0> destination
<management network/mask>

设置 apply-group 命令，将前面的命令为各节点设置的单个配置仅应用于相应节点。
user@host# set apply-groups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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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使用各节点的物理端口 ge-0/0/1 来定义用于 fab 连接（用于 RTO 同步的数据平面链
路）的接口。 这些接口必须以背对背方式或通过第二层基础结构来连接。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0/0/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2/0/1

3.

为路由引擎故障切换属性设置冗余组 0，然后设置冗余组 1（本示例中所有接口均位于一个
冗余组内）来为冗余以太网接口定义故障切换属性。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10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0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4.

设置接口监控以监控接口的运行状况和触发冗余组故障切换。

注意: 建议不要为冗余组 0 设置接口监控，因为这样会当导致接口震荡时控制
平面从一个节点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3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0/0/2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2/0/3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fe-2/0/2 weight
255

注意: 只有当权重达到 0 时，才会发生接口故障切换。

5.

设置冗余以太网 (reth) 接口并将其指定给区段。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0/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2/0/2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2.0.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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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0/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e-2/0/3 fast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6.8.1/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 show configuration
version x.xx.x;
groups {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SRX210-1;
backup-router 10.100.22.1 destination 66.129.243.0/24;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35.46/24;
}
}
}
}
}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SRX210-2;
backup-router 10.100.21.1 destination 66.129.243.0/24;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35.47/24;
}
}
}
}
}
}
apply-groups "${node}";
chassis {
cluster {
reth-count 2;
redundancy-group 0 {
node 0 priority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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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1 priority 1;
}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100;
node 1 priority 1;
interface-monitor {
fe–0/0/3 weight
fe–0/0/2 weight
fe–2/0/2 weight
fe–2/0/3 weight
}
}

255;
255;
255;
255;

}
}
interfaces {
fe–0/0/2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2.2.2.2/30;
}
}
}
fe–0/0/3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fe–2/0/2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fe–2/0/3 {
fast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0/0/1;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2/0/1;
}
}
}
reth0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6.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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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th1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2.0.233/24;
}
}
}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reth1.0;
}
}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reth0.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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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337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第1337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337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338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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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339页)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39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故障切换状态和冗余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1
secondary no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no
node1
0
secondary no

no
no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name: fxp1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0
Up
1
reth1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fe-2/0/3
fe-2/0/2
fe-0/0/2
fe-0/0/3

Weight
255
255
255
255

Status
Up
Up
Up
Up

Redundancy-group
1
1
1
1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以下项的信息：正在同步的不同对象的统计信息、结构和控制接口 hello 和集群中受监
控接口的状态。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276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280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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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272
Probes received: 597
Probe errors: 0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心跳）和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
探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294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298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290
Probes received: 615
Probe errors: 0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为服务发送和收到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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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集群中两个节点的状态和优先级，以及有关主节点是否被抢先或是否已存在手动故障切换的
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50
secondary no

no
no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可确定任何机箱集群问题。 应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运行这些日志。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这些 show log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show
show
show
show
show

log jsrpd
log chassisd
log messages
log dcd
traceoptions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340页上的示例：将高端 SRX 系列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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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将高端 SRX 系列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设置基本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化。
•

要求 (第1340页)

•

概述 (第1340页)

•

配置 (第1341页)

•

验证 (第134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需要两个具有相同硬件配置的 SRX5800 服务网关，一个 MX240 边缘路由器和一个 EX8208 以
太网交换机。

•

以物理方式连接这两个设备（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为背对背方式），并确保其型号相同。 在
SRX5000 系列上可配置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 对于 SRX1400 设备和 SRX3000 系列，只能配置
结构端口。

•

将这两个设备设置为集群模式，然后重新启动这些设备。 必须在这两个设备上均输入以下操作
模式命令，例如：
在节点 0 上：

•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在节点 1 上：

•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cluster-id 在两个设备上相同，但是节点 ID 必须不同，因为一个设备是节点 0，而另一个设
备是节点 1。 cluster-id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5；设置为 0 等效于禁用集群模式。
如果一个第三层广播域中有多个 SRX 系列集群，则必须为每个集群指定不同的集群 ID，否则
会出现 MAC 地址冲突。
从这一刻起，将在节点成员之间同步集群配置，而两个独立设备将以一个设备的形式运行。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设置基本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化。 基本的主动/被动示
例是最常见的机箱集群类型。 支持下列高端 SRX 系列设备：
•

SRX1400

•

SRX3400

•

SRX3600

•

SRX5600

•

SRX5800

基本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中包含两个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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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设备被动维护其状态，以便当主动设备变为静止时为集群执行故障切换功能。

注意: SRX5800 服务网关的这个主动/被动模式示例未对杂项配置进行详细说明，例如
如何配置 NAT、安全策略或 VPN。 这些配置和独立配置基本相同。 请参阅 第1381页上
的“NAT 概述”、第163页上的“安全策略概述”和 第453页上的“VPN 概述”。 但是
如果在机箱集群配置中执行代理 ARP，则必须将代理 ARP 配置应用于 reth 接口，而
不是应用于成员接口，因为 RETH 接口中保存逻辑配置。 请参阅第1478页上的“配置代
理 ARP（CLI 过程）”。 也可在 SRX5800 服务网关中使用 VLAN 和中继接口配置单
独的逻辑接口配置。 这些配置类似使用 VLAN 和中继接口的独立实施。

第1341页上的图127 显示了此示例中使用的拓扑。

图127: 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基本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化的拓扑示例

MX

reth0

reth0
SRX5800
2

SRX5800
1

reth1

reth1

EX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在 SRX5800 服务网关上快速配置机箱集群，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On {primary:n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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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 port 0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3 port 0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11/3/0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23/3/0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5800-1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3.5.1/24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5800-2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3.5.2/2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set apply-groups “${node}”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129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28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29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28
set interfaces xe-6/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xe-6/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xe-18/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xe-18/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1/24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6/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6/1/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8/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8/1/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link-recovery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1.0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254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2.0.0.0/8 next-hop 2.2.2.254

要快速配置 EX8208 核心交换机，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On {primary:node0}
[edit]
set interfaces xe-1/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port-mode access vlan members
SRX5800
set interfaces xe-2/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port-mode access vlan members
SRX5800
set interfaces vlan unit 5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54/24
set vlans SRX5800 vlan-id 50
set vlans SRX5800 l3-interface vlan.50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2.2.2.1/24

要快速配置 MX240 边缘路由器，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On {primary:node0}
[edit]
set interfaces xe-1/0/0 encapsulation ethernet-bridge unit 0 family bridge
set interfaces xe-2/0/0 encapsulation ethernet-bridge unit 0 family bridge
set interfaces irb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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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ing-options static
bridge-domains SRX5800
bridge-domains SRX5800
bridge-domains SRX5800
bridge-domains SRX5800

route 2.0.0.0/8 next-hop 1.1.1.1
route 0.0.0.0/0 next-hop (upstream router)
vlan-id X (could be set to "none")
domain-type bridge routing-interface irb.0
domain-type bridge interface xe-1/0/0
domain-type bridge interface xe-2/0/0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高端 SRX 系列设备上配置机箱集群，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在主设备（节点 0）上执行以下步骤。 执行 commit 命令时，这些配置将自动
复制到辅助设备（节点 1）。

1.

为集群配置控制端口。 选择 FPC 1/13，因为控制平面应始终位于集群中的最低 SPC/SPU
上（本示例中为插槽 0）。 要获得最大的可靠性，请将控制端口放在控制平面中的一个单
独 SPC 上（本示例中使用插槽 1 中的 SPC）。

注意: 对于本示例的其余部分，控制平面上将应用所有命令，而不考虑成员是否
处于主动状态。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 port 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3 port 0
2.

配置将用于在主动/被动模式下传递 RTO 的集群结构（数据）端口。 对于本示例，将使用
一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因为在使用主动/被动模式的情况下耗尽带宽不会成为问题。 定义
分别位于一个集群上且连接在一起的两个结构接口。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11/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ge-23/3/0

3.

由于 SRX5800 服务网关机箱集群配置包含在单个常用配置内，所以要将配置的某些组成部
分仅分配给某个特定成员，必须使用 Junos OS 节点特定的配置方法（称为组）。 set
apply-groups ${node} 命令使用节点变量定义如何将组应用于节点；每个节点识别其编号并
相应接受配置。 还必须通过为集群的单个控制平面使用单独的 IP 地址，为 SRX5800 服务
网关的接口 fxp0 配置带外管理。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5800-1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3.5.1/24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5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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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3.5.2/24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user@host# set apply-groups "${node}"
4.

为机箱集群化配置冗余组。 每个节点在冗余组中都有一些接口，而主动冗余组中的接口为
主动状态（一个冗余组中可以有多个主动接口）。 冗余组 0 控制控制平面，而编号大于 1
的冗余组则控制数据平面，并且还包括数据平面端口。 对于这个主动/被动模式示例，同时
只能有一个机箱集群成员处于主动状态，所以只需定义冗余组 0 和 1。 除了冗余组之外，
还必须定义：
•

冗余以太网组数—配置设备上要有多少冗余以太网接口（成员链路），系统才可为其分配
相应的资源。

•

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的优先级—定义哪个设备具有控制平面的优先级（对于机箱集群，首
选高优先级），首选哪个设备为数据平面的主动设备。

注意: 在主动/被动或主动/主动模式下，控制平面（冗余组 0）可以在非数据
平面（冗余组 1+ 和组）集群上处于主动状态。 但是，在本示例中，建议让
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在同一个机箱成员上处于主动状态。 信息流经过结构链
路前往另一个节点成员时，将引入等待时间（Z 系列模式信息流）。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129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28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129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28
5.

配置平台上的数据接口，以便在执行数据平面故障切换时，另一个机箱集群成员可以无缝接
管连接。 将随数据平面故障切换无缝转移到一个新主动节点。 执行控制平面故障切换时，
新节点上将重新启动所有守护程序，以便实现平稳重新启动，从而避免失去与对等端（ospf、
bgp）之间的相邻关系。 这样有助于无缝转移到新节点，不会丢失任何数据包。
必须定义以下项：
•

定义成员接口与 reth 接口的成员关系信息。

•

定义 reth 接口所属的冗余组。 对于本主动/被动示例，该值始终为 1。

•

定义 reth 接口信息，如接口的 IP 地址。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6/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6/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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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18/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18/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1/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1/24
6.

配置出现故障时的机箱集群行为。 对于 SRX5800 服务网关，故障切换阈值设置为 255。
可更改权重来确定对机箱故障切换的影响。 还必须配置控制链路恢复。 控制链路出现故障
时，恢复将自动导致辅助节点重新启动，然后恢复联机。 在节点 0 上输入这些命令。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6/0/0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6/1/0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8/0/0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8/1/0 weight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link-recovery

此步骤完成 SRX5800 服务网关主动/被动模式示例的机箱集群配置部分。 此过程的其余部
分说明如何配置区段、虚拟路由器、路由、EX8208 核心交换机和 MX240 边缘路由器，以便
完成部署场景。
7.

配置 reth 接口并连接到正确的区段和虚拟路由器。 在本示例中，将把接口 reth0 和 reth1
保留在缺省虚拟路由器 inet.0 中，因此无需再执行任何配置。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1.0

8.

对于本主动/被动模式示例，由于网络体系结构简单，所以使用静态路由来定义如何路由到
其它网络设备。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1.1.254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2.0.0.0/8 next-hop 2.2.2.254

9.

对于 EX8208 以太网交换机，以下命令只是适用配置的概述，因为它适合 SRX5800 服务网
关的本主动/被动模式示例，特别是 VLAN、路由和接口配置。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1/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port-mode access
vlan members SRX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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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2/0/0 unit 0 family ethernet-switching port-mode access
vlan members SRX580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vlan unit 50 family inet address 2.2.2.254/24
user@host# set vlans SRX5800 vlan-id 50
user@host# set vlans SRX5800 l3-interface vlan.50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2.2.2.1/24
10.

对于 MX240 边缘路由器，以下命令只是适用配置的概述，因为它适合 SRX5800 服务网关的
本主动/被动模式示例；尤其需注意，必须在交换机上的虚拟交换机实例内使用 IRB 接口。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1/0/0 encapsulation ethernet-bridge unit 0 family bridge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xe-2/0/0 encapsulation ethernet-bridge unit 0 family bridge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irb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1.1.254/24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2.0.0.0/8 next-hop 1.1.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upstream router)
user@host# set bridge-domains SRX5800 vlan-id X (could be set to “none”)
user@host# set bridge-domains SRX5800 domain-type bridge routing-interface irb.0
user@host# set bridge-domains SRX5800 domain-type bridge interface xe-1/0/0
user@host# set bridge-domains SRX5800 domain-type bridge interface xe-2/0/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 show configuration
version x.xx.x;
groups {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SRX58001;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3.5.1/2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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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SRX58002;
backup-router 10.3.5.254 destination 0.0.0.0/0;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3.5.2/24;
}
}
}
}
}
}
apply-groups "${node}";
system {
root-authentication {
encrypted-password "$1$zTMjraKG$qU8rjxoHzC6Y/WDmYpR9r.";
}
name-server {
4.2.2.2;
}
services {
ssh {
root-login allow;
}
netconf {
ssh;
}
web-management {
http {
interface fxp0.0;
}
}
}
}
chassis {
cluster {
control-link-recovery;
reth-count 2;
control-ports {
fpc 1 port 0;
fpc 13 port 0;
}
redundancy-group 0 {
node 0 priority 129;
node 1 priority 128;
}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129;
node 1 priority 128;
interface-monitor {
xe–6/0/0 weight 255;
xe–6/1/0 weight 255;
xe–18/0/0 weight 255;
xe–18/1/0 weight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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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terfaces {
xe–6/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xe–6/1/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xe–18/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xe–18/1/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11/3/0;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ge–23/3/0;
}
}
}
reth0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1.1.1/24;
}
}
}
reth1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2.2.2.1/24;
}
}
}
}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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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0.0.0.0/0 {
next–hop 1.1.1.254;
}
route 2.0.0.0/8 {
next–hop 2.2.2.254;
}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reth0.0;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reth1.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1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default–policy {
deny–all;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350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第1350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350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351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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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352页)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52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故障切换状态和冗余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29
primary
no
node1
128
secondary no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29
node1
128

primary
no
secondary no

no
no

no
no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接口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name: fxp1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0
Up
1
reth1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xe-6/0/0
xe-6/1/0
xe-18/0/0
xe-18/1/0

Weight
255
255
255
255

Status
Up
Up
Up
Up

Redundancy-group
1
1
1
1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服务与控制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接收的心跳）、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
接收的探查）以及为服务发送和接收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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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心跳）和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
探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为服务发送和收到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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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集群中两个节点的状态和优先级，以及有关主节点是否被抢先或是否已存在手动故障切换的
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de1
50
secondary no

no
no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可确定任何机箱集群问题。 应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运行这些日志。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这些 show log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1352

show
show
show
show
show

log jsrpd
log chassisd
log messages
log dcd
traceoptions

•

第1197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冗余组。

•

第1260页上的SRX 系列主动机箱集群上的节点接口

•

第1327页上的示例：将 SRX 系列分支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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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

了解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第1353页)

•

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第1354页)

•

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第1368页)

了解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集群中的一个设备将在 IPsec 通道中终止，并用于处理所有信息流，而另一个设
备则仅在出现故障时使用（见第1353页上的图128）。 出现故障时，备份设备将变为主设备，并控
制所有转发。

图128:

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场景（SRX 系列设备）
SRX210

Untrust

EX

EX

reth1.0

reth
1

SRX 5000

SRX 5000
fab0

fab1

reth0.0

Trust

g030684

EX

EX

可通过使用全部指定给同一个冗余组的冗余以太网接口 (reth) 来建立主动/被动机箱集群。 如
果某个节点上一个主动组中的任何接口出现故障，将把该组声明为静止，而该组中的所有接口将
故障切换到另一个节点。
此配置提供一种方法，让站点到站点的 IPsec 通道在冗余以太网接口用作通道端点的主动/被动
集群内终止。 如果出现故障，备份 SRX 系列设备中的冗余以太网接口将变为主动状态，并强制
通道更改端点，以便在新 SRX 系列主动设备中终止。 由于通道密钥和会话信息将在机箱集群的
成员之间同步，所以故障切换不会要求重新协商通道，并将维护建立的所有会话。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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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

第1368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本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IPsec 通道为 SRX 系列设备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化。
•

要求 (第1354页)

•

概述 (第1355页)

•

配置 (第1358页)

•

验证 (第136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准备两个具有相同硬件配置的 SRX5000 型号、一个 SRX210 边缘路由器和四个 EX 系列以太网
交换机。

•

以物理方式连接这两个设备（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为背对背方式），并确保其型号相同。 在
SRX5000 系列上可配置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

•

将这两个设备设置为集群模式，然后重新启动这些设备。 必须在这两个设备上均输入以下操作
模式命令，例如：
•

在节点 0 上：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

在节点 1 上：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集群 ID 在两个设备上相同，但是节点 ID 必须不同，因为一个设备是节点 0，而另一个设备
是节点 1。 集群 ID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5；设置为 0 等效于禁用集群模式。
如果一个第三层广播域中有多个 SRX 系列集群，则必须为每个集群指定不同的集群 ID，否则
会出现 MAC 地址冲突。
•

准备两个具有相同硬件配置的 SRX5000 型号、一个 SRX210 边缘路由器和四个 EX 系列以太网
交换机。

•

以物理方式连接这两个设备（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为背对背方式），并确保其型号相同。 在
SRX5000 系列上可配置结构端口和控制端口。

•

将这两个设备设置为集群模式，然后重新启动这些设备。 必须在这两个设备上均输入以下操作
模式命令，例如：
•

在节点 0 上：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0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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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 1 上：

•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luster-id 1 node 1 reboot

集群 ID 在两个设备上相同，但是节点 ID 必须不同，因为一个设备是节点 0，而另一个设备
是节点 1。 集群 ID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5；设置为 0 等效于禁用集群模式。
如果一个第三层广播域中有多个 SRX 系列集群，则必须为每个集群指定不同的集群 ID，否则
会出现 MAC 地址冲突。
从这一刻起，将在节点成员之间同步集群配置，而两个独立设备将以一个设备的形式运行。 使用
配置组输入成员特定的配置（如各成员的管理端口的 IP 地址）。

概述
在本示例中，集群中的一个设备将在 IPsec 通道中终止，并用于处理所有信息流，而另一个设备
则仅在出现故障时使用。 （参见第1355页上的图129。）出现故障时，备份设备将变为主设备，并
控制所有转发。

图129: 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拓扑（SRX 系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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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将配置组（使用 apply-groups 命令应用配置）和机箱集群信息。 然后配置 IKE、
IPsec、静态路由、安全区段和安全策略参数。 参见第1356页上的表154 到第1358页上的表160。

表154: 组和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组

节点 0

•

主机名：SRX5800-1

•

接口：fxp0

节点 1

•

装置 0

•

172.19.100.50/24

•

主机名：SRX5800-2

•

接口：fxp0
•

装置 0

•

172.19.100.51/24

表155: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结构链路

fab0

接口：xe-5/3/0

fab1

接口：xe-17/3/0

冗余以太网接口数

–

2

心跳时间间隔

–

1000

心跳阈值

–

3

冗余组

0

•

1

•

优先级：
•

节点 0：254

•

节点 1：1

优先级：
•

节点 0：254

•

节点 1：1

•

接口监控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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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5/0/0

•

xe-5/1/0

•

xe-17/0/0

•

xe-17/1/0

xe-5/1/0

冗余父级：reth1

xe-5/1/0

冗余父级：re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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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5: 机箱集群配置参数 (续)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xe-5/0/0

冗余父级：reth0

xe-17/0/0

冗余父级：reth0

reth0

冗余组：1

reth1

•

装置 0

•

10.1.1.60/16

冗余组：1
•

多点

•

装置 0

•

10.10.1.1/30

•

装置 0

•

10.10.1.1/30

st0

表156: IKE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proposal-set standard

-

策略

preShared

•

模式：main

•

提议引用：proposal-set standard

•

IKE 第一阶段策略认证方法：pre-shared-key ascii-text

•

IKE 策略引用：perShared

•

外部接口：reth0.0

•

网关地址：10.1.1.90

网关

SRX210-1

表157: IPsec 配置参数
功能

名称

配置参数

提议

proposal-set standard

–

策略

std

–

VPN

SRX210-1

•

IKE 网关引用：SRX210-1

•

IPsec 策略引用：std

•

绑定到接口：st0.0

•

VPN 监控：vpn-monitor optimized

•

建立的通道：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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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8: 静态路由配置参数
名称

配置参数

0.0.0.0/0

下一跳跃：10.2.1.1

10.3.0.0/16

下一跳跃：10.10.1.2

表159: 安全区段配置参数
名称

配置参数

trust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接口 reth0.0 绑定到此区段。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接口 reth1.0 绑定到此区段。

•

允许所有系统服务。

•

允许所有协议。

•

接口 st0.0 绑定到此区段。

untrust

vpn

表160: 安全策略配置参数
用途

名称

配置参数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

ANY

•

此安全策略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vpn
区段。

vpn-any

匹配标准：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

操作：permit

•

匹配标准：

•

•

source-address any

•

destination-address any

•

application any

操作：permit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使用 IPsec 通道快速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primary:node0}[edi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2 port 0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4 port 0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5800-1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72.19.100.50/24
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5800-2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72.19.100.51/24

1358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四十八章: 机箱集群

set apply-groups "${node}"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xe-5/3/0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xe-17/3/0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interval 1000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threshold 3
set chassis cluster node 0
set chassis cluster node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254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254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preemp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5/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5/1/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7/0/0 weight 255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7/1/0 weight 255
set interfaces xe-5/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xe-17/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set interfaces xe-5/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xe-1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set interfaces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60/16
set interfaces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set interfaces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60/16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multipoint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1/30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mode main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proposal-set standard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Encrypted password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ike-policy preShared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address 10.1.1.90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external-interface reth0.0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std proposal-set standard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bind-interface st0.0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vpn-monitor optimized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ike gateway SRX210-1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ike ipsec-policy std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2.1.1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3.0.0/16 next-hop 10.10.1.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144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interfaces st0.0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vpn-any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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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要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控制端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2 port 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orts fpc 14 port 0

2.

配置管理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system host-name SRX5800-1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0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72.19.100.50/24
user@host#set groups node1 system host-name SRX5800-2
user@host# set groups node1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72.19.100.51/24
user@host# set apply-groups "${node}"

3.

配置结构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0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xe-5/3/0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fab1 fabric-options member-interfaces xe-17/3/0

4.

配置冗余组。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th-count 2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interval 100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heartbeat-threshold 3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node 0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node 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0 priority 254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0 node 1 priority 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0 priority 254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priority 1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preempt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5/0/0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5/1/0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7/0/0
255
user@host# set chassis cluster redundancy-group 1 interface-monitor xe-17/1/0
255

5.

weight
weight
weight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1360

weight

xe-5/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xe-17/1/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1
xe-5/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xe-17/0/0 gigether-options redundant-parent reth0
reth0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reth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1.60/16
reth1 redundant-ether-options redundancy-group 1
reth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2.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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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 IPsec 参数。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st0 unit 0 multipoint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1/30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mode main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proposal-set standar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policy preShared pre-shared-key ascii-text "juniper"##
Encrypted passwor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ike-policy preShare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address 10.1.1.90
user@host# set security ike gateway SRX210-1 external-interface reth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policy std proposal-set standar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bind-interface st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vpn-monitor optimize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ike gateway SRX210-1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ike ipsec-policy std
user@host# set security ipsec vpn SRX210-1 establish-tunnels immediately

7.

配置静态路由。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10.2.1.1
user@host#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10.3.0.0/16 next-hop 10.10.1.2

8.

配置安全区段。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reth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reth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vpn interfaces st0.0

9.

配置安全策略。
{primary:node0}[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source-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stination-address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permit

结果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NY match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policy vpn-any then

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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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便起见，此 show 命令输出仅包括与本示例相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
略号 (...)。
user@host> show configuration
version x.xx.x;
groups {
node0 {
system {
host-name SRX58001;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72.19.100.50/24;
}
}
}
}
}
node1 {
system {
host-name SRX58002;
}
interfaces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72.19.100.51/24;
}
}
}
}
}
}
apply-groups "${node}";
system {
root-authentication {
encrypted-password "$1$zTMjraKG$qU8rjxoHzC6Y/WDmYpR9r.";
}
}
chassis {
cluster {
reth-count 2;
heartbeat-interval 1000;
heartbeat-threshold 3;
control-ports {
fpc 2 port 0;
fpc 14 port 0;
}
redundancy-group 0 {
node 0 priority 254;
node 1 priority 1;
}
redundancy-group 1 {
node 0 priority 254;
node 1 priority 1;
preempt;
interface-monitor {
xe–6/0/0 weight 255;
xe–6/1/0 weight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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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18/0/0 weight 255;
xe–18/1/0 weight 255;
}
}
}
}
interfaces {
xe–5/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xe–5/1/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xe–17/0/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0;
}
}
xe–17/1/0 {
gigether–options {
redundant–parent reth1;
}
}
fab0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xe–5/3/0;
}
}
}
fab1 {
fabric–options {
member–interfaces {
xe–17/3/0;
}
}
}
reth0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1.1.60/16;
}
}
}
reth1 {
redundant–ether–options {
redundancy–group 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0.2.1.60/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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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0 {
unit 0 {
multipoint;
family inet {
address 5.4.3.2/32;
}
}
}
}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0.0.0.0/0 {
next–hop 10.2.1.1;
}
route 10.3.0.0/16 {
next–hop 10.10.1.2;
}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interfaces {
reth0.0;
}
}
security–zone untrust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protocols {
all;
}
interfaces {
reth1.0;
}
}
security-zone vpn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
protocols {
all;
}
interfaces {
st0.0;
}
}
}
poli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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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ANY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trust to–zone vpn {
policy vpn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第1365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第1366页)

•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第1366页)

•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第1367页)

•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第1367页)

•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第1368页)

•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第1368页)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状态、故障切换状态和冗余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
{primary:node0}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no
node1
254
seconda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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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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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yes
node1
254
secondary yes

no
no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用途

验证机箱集群接口。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interfaces
Control link name: fxp1
Redundant-ethernet Information:
Name
Status
Redundancy-group
reth0
Up
1
reth1
Up
1
Interface Monitoring:
Interface
xe-5/0/0
xe-5/1/0
xe-17/0/0
xe-17/1/0

Weight
255
255
255
255

Status
Up
Up
Up
Up

Redundancy-group
1
1
1
1

验证机箱集群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服务与控制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接收的心跳）、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
接收的探查）以及为服务发送和接收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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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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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机箱集群控制平面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心跳）和结构链路统计信息（发送和收到的
探查）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control-plane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statistics:
Control link 0:
Heartbeat packets sent: 258689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258684
Heartbeat packets errors: 0
Fabric link statistics:
Probes sent: 258681
Probes received: 258681
Probe errors: 0

验证机箱集群数据平面统计信息
用途

验证有关为服务发送和收到的 RTO 数的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data-plane statistics
Services Synchronized:
Service name
Translation context
Incoming NAT
Resource manager
Session create
Session close
Session change
Gate create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quests
Session ageout refresh replies
IPSec VPN
Firewall user authentication
MGCP ALG
H323 ALG
SIP ALG
SCCP ALG
PPTP ALG
RPC ALG
RTSP ALG
RAS 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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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s sent
0
0
6
161
1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TOs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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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address learning
GPRS GTP

0
0

0
0

验证机箱集群冗余组状态
用途

验证集群中两个节点的状态和优先级，以及有关主节点是否被抢先或是否已存在手动故障切换的
信息。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命令。
{primary:node0}
user@host>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redundancy-group 1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1, Failover count: 1
node0
0
primary
yes
node1
254
secondary yes

no
no

借助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用途

使用这些日志可确定任何机箱集群问题。 应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运行这些日志。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以下 show 命令：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相关主题

show
show
show
show
show

log jsrpd
log chassisd
log messages
log dcd
traceoptions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53页上的了解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

第1368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J-Web)
1. 启用集群。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的步

骤 1。
2. 配置管理接口。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

的步骤 2。
3. 配置结构接口。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

的步骤 3。
4. 配置冗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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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Configure>System Properties>Chassis Cluster（配置 > 系统属性 > 机箱集群）。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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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ndant ether-Interfaces Count（冗余以太网接口计数）：2
Heartbeat Interval（心跳时间间隔）：1000
Heartbeat Threshold（心跳阈值）：3
Nodes（节点数）：0
Group Number（组号）：0
Priorities（优先级）：254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Nodes（节点数）：0
Group Number（组号）：1
Priorities（优先级）：254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Nodes（节点数）：1
Group Number（组号）：0
Priorities（优先级）：1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Nodes（节点数）：1
Group Number（组号）：1
Priorities（优先级）：1
Preempt（抢先）：选中此复选框。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 —接口）：xe-5/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xe-5/1/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xe-17/0/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Interface Monitor—Interface（接口监控—接口）：xe-17/1/0
Interface Monitor—Weight（接口监控—权重）：255

5. 配置冗余以太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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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Configure>System Properties>Chassis Cluster（配置 > 系统属性 > 机箱集群）。

•

选择 xe-00-5-1。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1。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xe-17/1/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1。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xe-5/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0。

•

单击 Apply（应用）。

•

选择 xe-17/0/0。

•

在“Redundant Parent”（冗余父级）框中输入 reth0。

•

单击 Apply（应用）。

•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的步骤 5。

6. 配置 IPsec 配置。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中的步骤 6。
7. 配置静态路由。
•

选择 Configure>Routing>Static Routing（配置 > 路由 > 静态路由）。

•

单击 Add（添加）。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Static Route Address（静态路由地址）：0.0.0.0/0
Next-Hop Addresses（下一跳跃地址）：10.2.1.1

•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 Apply（应用）：
Static Route Address（静态路由地址）：10.3.0.0/16
Next-Hop Addresses（下一跳跃地址）：10.10.1.2

8. 配置安全区段。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

的步骤 8。
9. 配置安全策略。 请参见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中

的步骤 9。
10. 单击 OK（确定）检查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候选配置，然后单击 Commit Options>Commit（提交

选项 >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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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53页上的了解具有 IPsec 通道的主动/被动机箱集群部署

•

第1354页上的示例：使用 IPsec 通道配置主动/被动机箱集群对

•

第1259页上的了解启用了机箱集群之后发生的现象

•

第1196页上的了解机箱集群的形成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37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1372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三部分

IP 监控
•

IP 监控 (第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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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IP 监控
•

IP 监控概述 (第1375页)

•

了解 IP 监控测试参数 (第1375页)

•

示例：配置 IP 监控 (第1376页)

IP 监控概述
SRX100、SRX210、SRX220、SRX240 和 SRX650 服务网关上支持具有路由故障切换功能（对于独立
设备和冗余以太网接口）的 IP 监控功能。 此功能监控 SRX 系列独立设备或机箱集群冗余以太
网 (reth) 接口上的 IP 地址。 将把现有 RPM 探查发送到 IP 地址来检查可达性。 用户根据可
达性结果执行操作。 目前支持的操作是对系统路由表执行首选静态路由注入。
下面是支持的操作：
•

新增或删除优先级比通过 CLI 命令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配置的路由更高（首选
级更低）的静态路由

•

定义具有相同 IP 监控策略的多个探查名称。 如果任何探查失败，将执行此操作。 如果所有
探查均可到达，则恢复操作

•

在一个 RPM 探查中配置多个测试。 要将 RPM 探查视为不可到达，所有测试必须全部失败。
如果至少有一个测试到达其目标，则将 RPM 探查视为可到达。

•

在一个 RPM 测试中配置多个失败阈值。 如果达到了一个阈值，则测试失败。 如果未达到任何
阈值，则测试成功。

注意: 可以为同一个 IP 监控策略定义多个探查名称和操作。

相关主题

•

第1375页上的了解 IP 监控测试参数

了解 IP 监控测试参数
每个探查目标都通过测试过程来进行监控，这代表着一系列探查，在此期间会收集并计算统计信
息，如标准偏差和抖动。 测试期间，将按照探查时间间隔（两次探查之间的秒数）定义的速率来
生成探查和收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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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了避免震荡，仅在测试周期结束时恢复操作。 在测试周期内，如果未达到任
何阈值，将恢复操作。 尽管操作故障切换基于受监控 IP 的预定义条件执行，但是条
件反转时，IP 将变为可在原始路由上到达，并删除新增的路由。 仅当所有 RPM 探查
均报告 IP 可到达时，才执行恢复。

第1376页上的表161 列出了测试参数及其缺省值：

表161: 测试参数和缺省值
参数

缺省值

probe-count

1

probe-interval

3 秒

test-interval

1 秒

第1376页上的表162 列出了支持的阈值及其说明：

表162: 支持的阈值和说明
阈值

说明

Successive-Loss

连续丢失的探查数

Total-Loss

丢失的探查总数

相关主题

•

第1375页上的IP 监控概述

示例：配置 IP 监控
本示例显示如何监控 SRX 系列分支设备上的 IP。
•

要求 (第1376页)

•

概述 (第1377页)

•

配置 (第1377页)

•

验证 (第137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为 RPM 测试配置以下 RPM 选项：

1376

•

target-address

•

probe-count

•

probe-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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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terval

•

thresholds

•

next-hop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 SRX 系列分支设备上的 IP 监控。 支持下列分支服务网关：
•

SRX100

•

SRX210

•

SRX220

•

SRX240

•

SRX650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细节更改
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arget address 1.1.1.10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probe-count 10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probe-interval 5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est-interval 5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hresholds successive-loss 10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hresholds total-loss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next-hop 2.2.2.1
set services ip-monitoring policy Payment-Server-Tracking match rpm-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set services ip-monitoring Payment-Server-Tracking then preferred-route route 1.1.1.0/24
next-hop 1.1.1.99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上的 IP 监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 RPM 探查下的目标地址。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arget address
1.1.1.10

2.

配置 RPM 探查下的探查计数。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probe-count 10

3.

配置 RPM 探查下的探查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probe-interval 5

4.

配置 RPM 探查下的测试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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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est-interval 5
5.

配置 RPM 探查下的阈值连续丢失计数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thresholds
successive-loss 10

6.

配置 RPM 探查下的下一跳跃 IP 地址。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rpm 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test paysvr next-hop 2.2.2.1

7.

配置服务下的 IP 监控策略。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ip-monitoring policy Payment-Server-Tracking match rpm-probe
Probe-Payment-Server

8.

配置服务下的 IP 监控首选路由。
[edit ]
user@host# set services ip-monitoring Payment-Server-Tracking then preferred-route
route 1.1.1.0/24 next-hop 1.1.1.99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用途

验证策略的 IP 监控状态。

操作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以下命令：
show services ip-monitoring status <policy-name>

相关主题

1378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75页上的IP 监控概述

•

第1375页上的了解 IP 监控测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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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地址转换
•

网络地址转换 (第1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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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网络地址转换
•

NAT 概述 (第1381页)

•

使用 NAT 向导配置 NAT (第1382页)

•

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第1382页)

•

静态 NAT (第1384页)

•

目标 NAT (第1394页)

•

源 NAT (第1410页)

•

组播流的 NAT (第1464页)

•

静态 NAT 发夹 (第1473页)

•

配置代理 ARP（CLI 过程） (第1478页)

•

验证 NAT 配置 (第1478页)

NAT 概述
网络地址转换 (NAT) 是用于修改或转换数据包包头中的网络地址信息的一种方法。 可转换数据
包中的源和/或目标地址。 NAT 中可包含端口号及 IP 地址的转换。
RFC 1631 中对 NAT 如何解决 IP（版本 4）地址损耗问题进行了说明。 之后，NAT 这种工具被
发现对防火墙、信息流重定向、负载共享、网络迁移等很有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支持以下类型的 NAT：
•

静态 NAT

•

目标 NAT

•

源 NAT

注意: SRX 系列设备基于转换后的目标端口执行策略查找和服务查找。

可使用 NAT 向导执行基本的 NAT 配置。 要执行更为高级的配置，请使用 J-Web 界面或 CLI。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2页上的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381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使用 NAT 向导配置 NAT
可使用 NAT 向导执行基本的 NAT 配置。 要执行更为高级的配置，请使用 J-Web 界面或 CLI。
要使用 NAT 向导配置 NA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J-Web 界面中选择 Configure>Wizards>NAT Wizard（配置>向导>VPN 向导）。
2. 单击“Launch NAT Wizard”（启动 VPN 向导）按钮。
3. 按照向导提示操作。

向导页面的左上区域显示您在配置过程中的位置。 该页面的左下区域显示与字段相关的帮助。
单击“Resources”（资源）标题下的链接时，将在浏览器中打开文档。 如果文档是在新选项卡
中打开的，请确保在关闭文档时仅关闭相应的选项卡（而不是浏览器窗口）。

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NAT 处理集中于 NAT 规则集和规则的评估。 规则集确定要处理的信息流的整体方向。 例如，一
个规则集可选择来自特定接口或目标为特定区段的信息流。 一个规则集中可包含多个规则。 发
现匹配特定信息流的规则集之后，将针对匹配项评估该规则集中的各规则。 规则集中的各规则进
一步指定要比对的信息流和信息流匹配规则时要执行的操作。
本主题包括以下各节：
•

NAT 规则集 (第1382页)

•

NAT 规则 (第1383页)

•

规则处理 (第1383页)

NAT 规则集
规则集为信息流指定一组常规匹配条件。 对于静态 NAT 和目标 NAT，规则集指定以下项之一：
•

源接口

•

源区段

•

源路由实例

对于源 NAT 规则集，将同时配置源和目标条件：
•

源接口、区段或路由实例

•

目标接口、区段或路由实例

一个数据包可匹配多个规则集；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匹配条件更为具体的规则集。 接口匹配被
视为比区段匹配更为具体，而后者比路由实例匹配更为具体。 如果一个数据包同时匹配指定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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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目标 NAT 规则集和指定源接口的目标 NAT 规则集，则指定源接口的规则集是更为具体的匹
配项。
源 NAT 规则集匹配更为复杂，因为在源 NAT 规则集中要同时指定源和目标条件。 如果一个数据
包匹配多个源 NAT 规则集，则规则集的选择基于以下源/目标条件（按照优先级顺序）：
1. 源接口/目标接口
2. 源区段/目标接口
3. 源路由实例/目标接口
4. 源接口/目标区段
5. 源区段/目标区段
6. 源路由实例/目标区段
7. 源接口/目标路由实例
8. 源区段/目标路由实例
9. 源路由实例/目标路由实例

例如，可配置规则集 A 和 B，前者指定源接口和目标区段，后者指定源区段和目标接口。 如果
一个数据包匹配两个规则集，规则集 B 为更为具体的匹配项。

注意: 不能为源 NAT 规则集指定相同的源和目标条件。

NAT 规则
找到了匹配信息流的规则集之后，将依次针对匹配项评估规则集中的各规则。 NAT 规则可以匹配
以下数据包信息：
•

目标地址（仅对于静态 NAT）

•

源和目标地址（对于目标 NAT 和源 NAT）

•

目标端口（对于目标 NAT 和源 NAT）

将使用规则集中匹配信息流的第一个规则。 如果建立会话期间数据包匹配规则集中的一个规则，
将根据该规则指定的操作处理信息流。

规则处理
NAT 类型决定 NAT 规则的处理顺序。 流的第一个数据包处理期间，将按照以下顺序应用 NAT 规
则：
1. 静态 NAT 规则
2. 目标 NAT 规则
3. 路由查找
4. 安全策略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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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向映射静态 NAT 规则
6. 源 NAT 规则

第1384页上的图130 显示了 NAT 规则处理的顺序。

图130:

NAT 规则处理

NAT

NAT

NAT
NAT

/

静态 NAT 和目标 NAT 规则在路由和安全策略查找之前处理。 静态 NAT 规则的优先级高于目标
NAT 规则。 静态 NAT 规则的反向映射在路由和安全策略查找之后进行，且优先级高于源 NAT 规
则。 源 NAT 规则在路由和安全策略查找以及静态 NAT 规则的反向映射之后处理。
规则和规则集的配置基本与各类 NAT（源、目标或静态）的配置相同。 由于目标 NAT 和静态 NAT
都在路由查找之前处理，所以不能在规则集中指定目标区段、接口或路由实例。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了解静态 NAT (第1384页)

•

了解静态 NAT 规则 (第1385页)

•

静态 NAT 配置概述 (第1386页)

•

静态 NAT 配置示例 (第1386页)

静态 NAT

了解静态 NAT
静态 NAT 定义从一个 IP 子网到另一个 IP 子网的一对一映射。 映射包括一个方向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以及反方向的源 IP 地址转换。 从 NAT 设备出发，初始目标地址是虚拟主机的 IP 地
址，而映射目标地址是实际主机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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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NAT 允许连接源自网络任意一端，而转换则限于一对一关系或相同大小的地址块之间。 必
须为各专用地址分配公用地址。 无需地址池。

注意: 原始目标地址以及源和目标 NAT 池中的其它地址在同一个路由实例内不得重
叠。

静态 NAT 不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PAT)，所以不需要地址池。
在 NAT 规则查找中，静态 NAT 规则的优先级高于目标 NAT 规则，而静态 NAT 规则反向映射的
优先级高于源 NAT 规则。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86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390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1385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规则

了解静态 NAT 规则
静态 NAT 规则指定两层匹配条件：
•

信息流方向—允许指定 from interface、from zone 或 from routing-instance。

•

数据包信息—目标 IP 地址。

如果匹配条件中多个静态 NAT 规则重叠，则选择最具体的规则。 例如，如果规则 A 和 B 指定
相同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但是规则 A 指定来自区段 1 的信息流，而规则 B 指定来自接口
ge-0/0/0 的信息流，则使用规则 B 执行静态 NAT。 接口匹配被视为比区段匹配更为具体，而后
者比路由实例匹配更为具体。
对于静态 NAT 规则操作，请指定转换后的地址和路由实例（可选）。
在 NAT 查找中，静态 NAT 规则的优先级高于目标 NAT 规则，而静态 NAT 规则的反向映射的优
先级高于源 NAT 规则。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86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390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382页上的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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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NAT 配置概述
下面是静态 NAT 的主要配置任务：
1. 配置适合您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静态 NAT 规则。
2. 为入口接口的相同子网中的 IP 地址配置 NAT 代理 ARP 条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478页上的配置代理 ARP（CLI 过程）

•

第1386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390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

第1478页上的验证 NAT 配置

•

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第1386页)

•

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第1390页)

静态 NAT 配置示例

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单一专用地址到公用地址的静态 NAT 映射。
•

要求 (第1386页)

•

概述 (第1386页)

•

配置 (第1388页)

•

验证 (第1390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387
页上的图131 中，untrust 区段内的设备通过公用地址 1.1.1.200/32 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
器。 对于从目标 IP 地址为 1.1.1.200/32 的 untrust 区段进入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的数据包，将把目标 IP 地址转换为专用地址 192.168.1.200/32。 对于源自服务器的新会话，
将把外向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为公用地址 1.1.1.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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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静态 NAT 单一地址转换

Untrust

SRX

ge-0/0/0
1.1.1.0/24

ge-1/0/0
192.168.1.0/24

Trust

192.168.1.200

IP
1.1.1.200/32

IP
192.168.1.200/32
g030663

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静态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1，后者匹配来自目标地址为 1.1.1.200/32 的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将转换为专用地址 192.168.1.200/32。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200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响应该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在 192.168.1.200 服务器之间传输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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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从专用地址到公用地址的静态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2.

配置匹配数据包并将数据包中的目标地址转换为专用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200/32

3.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

4.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5.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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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1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200/32;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20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ermit-all {
match {
source-address server-1;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erver-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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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完了设备，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1390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390页)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0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静态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专用子网地址到公用子网地址的静态 NAT 映射。

注意: 静态 NAT 映射的地址块必须大小相同。

•

要求 (第1390页)

•

概述 (第1391页)

•

配置 (第1392页)

•

验证 (第139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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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391
页上的图132 中，untrust 区段内的设备通过公用子网地址 1.1.10/24 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设
备。 对于从 1.1.1.0/24 子网内具有目标 IP 地址的 untrust 区段进入 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的数据包，将把目标 IP 地址转换为 192.168.1.0/24 子网内的专用地址。 对于源自
192.168.1.0/24 子网的新会话，将把外向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为 1.1.1.0/24 公用子网内
的地址。

图132: 静态 NAT 子网转换

Untrust

SRX

ge-0/0/0
1.1.1.0/24

ge-1/0/0
192.168.1.0/24

Trust

192.168.1.0/24

IP
1.1.1.0/24

IP
192.168.1.0/24
g030664

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静态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1，后者匹配在具有 1.1.1.0/24 子网中的目标 IP
地址的接口 ge-0/0/0.0 上接收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192.168.1.0/24
子网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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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ge-0/0/0.0 上范围为 1.1.1.1/32 到 1.1.1.249/32 的地址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地址 1.1.1.250/32 分
配给接口本身，所以代理 ARP 配置中不包含该地址。

•

允许信息流在 192.168.1.0/24 子网之间传输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0/24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249/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group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grou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grou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从专用子网地址到公用子网地址的静态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静态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2.

配置匹配数据包并将数据包中的目标地址转换为专用子网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0/24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0/24

3.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249/32

4.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server-group 192.168.1.0/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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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server-group
user@host# set
6.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pplication any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配置允许所有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中的子网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permit-all match source-address server-group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permit-all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
rule-set rs1 {
from interface ge-0/0/0.0;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0/24;
}
then {
static-nat prefix 192.168.1.0/24;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1/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permit-all {
match {
source-address server-group;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erver-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group;
applicatio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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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第1394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394页)

验证静态 NAT 配置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静态 NAT 规则集。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换命
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86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静态 NAT

•

了解目标 NAT (第1394页)

•

了解目标 NAT 地址池 (第1395页)

•

了解目标 NAT 规则 (第1396页)

•

目标 NAT 配置概述 (第1396页)

•

目标 NAT 配置示例 (第1397页)

目标 NAT

了解目标 NAT
目标 NAT 是进入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转换。 目标 NAT 用于将目标
地址为虚拟主机（由初始目标 IP 地址标识）的信息流重定向至实际主机（由转换的目标 IP 地
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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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执行目标 NAT 时，将根据配置的目标 NAT 规则转换目标 IP 地址，然后应用
安全策略。

目标 NAT 仅允许为内向网络连接建立连接—例如，从互联网到专用网络的连接。 目标 NAT 常用
于执行以下操作：
•

将一个 IP 地址转换为另一个地址（例如，为了允许互联网中的设备连接到专用网络中的主
机）。

•

将相邻地址块转换为相同大小的另一个地址块（例如，为了允许访问一组服务器）。

•

将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为另一个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例如，为了允许访问使用相同 IP
地址、但不同端口的多个服务）。

支持以下类型的目标 NAT：

相关主题

•

将原始目标 IP 地址转换为用户定义的池中的 IP 地址。 这种类型的转换不包含端口地址转换
(PAT)。 如果原始目标 IP 地址的范围比用户定义的池中的地址的范围大，将丢弃未转换的所
有数据包。

•

将原始目标 IP 地址（和可选的端口号）转换为用户定义的池中的一个特定 IP 地址（和端口
号）。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第1395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地址池

•

第1396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规则

了解目标 NAT 地址池
为目标 NAT 地址池指定以下内容：
•

目标 NAT 地址池的名称

•

目标地址或地址范围

注意: 一个路由实例内切勿重叠源 NAT、目标 NAT 和静态 NAT 的 NAT 地址。

•

用于端口转发的目标端口

•

池所属的路由实例（缺省为主路由实例 in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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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了解目标 NAT 规则
目标 NAT 规则指定两层匹配条件：
•

信息流方向—允许指定 from interface、from zone 或 from routing-instance。

•

数据包信息—可以为源 IP 地址、目标 IP 地址或子网，或单个目标端口号。

如果匹配条件中多个目标 NAT 规则重叠，则选择最具体的规则。 例如，如果规则 A 和 B 指定
相同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但是规则 A 指定来自区段 1 的信息流，而规则 B 指定来自接口
ge-0/0/0 的信息流，则使用规则 B 执行目标 NAT。 接口匹配被视为比区段匹配更为具体，而后
者比路由实例匹配更为具体。
下面是可为目标 NAT 规则指定的操作：
•

off（关闭）—不执行目标 NAT。

•

pool（池）—使用用户定义的指定地址池执行目标 NAT。

目标 NAT 规则应用于为流处理的第一个数据包中的信息流或 ALG 的快速路径中的信息流。 目标
NAT 规则在静态 NAT 规则之后，源 NAT 规则之前处理。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382页上的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目标 NAT 配置概述
下面是目标 NAT 的主要配置任务：
1. 配置适合您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目标 NAT 地址池。
2. 配置适合您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目标 NAT 规则。
3. 为入口接口的相同子网中的 IP 地址配置 NAT 代理 ARP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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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478页上的配置代理 ARP（CLI 过程）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78页上的验证 NAT 配置

•

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第1397页)

•

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第1401页)

•

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第1406页)

目标 NAT 配置示例

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单一公用地址到专用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

注意: 也可以通过静态 NAT 完成一个目标 IP 地址到另一个的映射。 静态 NAT 映射
允许从网关设备任何一端建立连接，而目标 NAT 仅允许从一端建立连接。 但是，静
态 NAT 仅允许执行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的转换或相同大小的地址块之间的转换。

•

要求 (第1397页)

•

概述 (第1397页)

•

配置 (第1399页)

•

验证 (第1400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398
页上的图133 中，untrust 区段内的设备通过公用地址 1.1.1.200/32 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
器。 对于从目标 IP 地址为 1.1.1.200/32 的 untrust 区段进入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的数据包，将把目标 IP 地址转换为专用地址 192.168.1.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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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目标 NAT 单一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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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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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 192.168.1.200/32。

•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1，后者匹配从目标 IP 地址 为 1.1.1.200/32 的
接口 ge-0/0/0.0 接收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dst-nat-pool-1 池中
的地址。

•

接口 ge-0/0/0.0 上的地址 1.1.1.200/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
设备响应该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输到 trust 区段中的转换后目标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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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从公用地址到专用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目标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200/32

2.

创建目标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4.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5.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6.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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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
pool dst-nat-pool-1 {
address 192.168.1.200/32;
}
rule-set rs1 {
from interface ge-0/0/0.0;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20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erver-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第1400页)

•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第1401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01页)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1400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正在使用来自目标 NAT 池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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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目标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根据端口号配置公用地址到专用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01页)

•

概述 (第1401页)

•

配置 (第1403页)

•

验证 (第140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02
页上的图134 中，untrust 区段内的设备通过公用地址 1.1.1.200 上的端口 80 或 8000 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 将把从 untrust 区段进入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数据包映射
到服务器的专用地址，如下所示：
•

目标 IP 地址 1.1.1.200 和端口 80 转换为专用地址 192.168.1.200 和端口 80。

•

目标 IP 地址 1.1.1.200 和端口 8000 转换为专用地址 192.168.1.220 和端口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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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目标 NAT 地址和端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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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1402

•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 192.168.1.200 端口 80。

•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2，包含 IP 地址 192.168.1.220 端口 8000。

•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1，后者匹配从目标 IP 地址为 1.1.1.200 且目标
端口为 80 的 untrust 区段接收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dst-nat-pool-1
池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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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2，后者匹配从目标 IP 地址为 1.1.1.200 且目标
端口为 8000 的 untrust 区段接收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将转换
为 dst-nat-pool-2 池中的地址和端口。

•

地址 1.1.1.200/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该地址的接口
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输到 trust 区段中的转换后目标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port 8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2 address 192.168.1.22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2 address port 800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port 8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port 800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2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2 192.168.1.220/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从公用地址到专用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目标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200 port 80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2 address 192.168.1.220 port 8000

2.

创建目标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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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port 80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4.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port 8000
rule-set rs1 rule r2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6.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server-2 192.168.1.220/32
user@host# set address server-1 192.168.1.200/32

7.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中的服务器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server-1 server-2]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server-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
pool dst-nat-pool-1 {
address 192.168.1.200/32 port 80;
}
pool dst-nat-pool-2 {
address 192.168.1.220/32 port 8000;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destination-port 80;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
}
rule r2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200/32;
destination-port 8000;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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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20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server-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 server-1 server-2 ];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第1405页)

•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第1405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05页)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正在使用来自目标 NAT 池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目标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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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6页上的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示例：为子网转换配置目标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公用子网地址到专用子网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

注意: 也可以通过静态 NAT 把地址从一个子网映射到另一个子网。 静态 NAT 映射允
许从网关设备任何一端建立连接，而目标 NAT 仅允许从一端建立连接。 但是，静态
NAT 仅允许在相同大小的地址块之间执行转换。

•

要求 (第1406页)

•

概述 (第1406页)

•

配置 (第1408页)

•

验证 (第140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07
页上的图135 中，untrust 区段内的设备通过公用子网地址 1.1.10/16 访问 trust 区段中的设
备。 对于从 1.1.1.0/16 子网内具有目标 IP 地址的 untrust 区段进入 Juniper Networks 安
全设备的数据包，将把目标 IP 地址转换为 192.168.1.0/24 子网内的专用地址。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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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目标 NAT 子网转换

Untrust

SRX

ge-0/0/0
1.1.1.0/24

ge-1/0/0
192.168.1.0/24

Trust

192.168.1.0/24

IP
1.1.1.0/16

IP
192.168.1.0/24
g030667

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 192.168.1.0/24。

•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该规则集具有规则 r1，后者匹配从具有 1.1.1.0/16 子网内的目标 IP
地址的接口 ge-0/0/0.0 接收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dst-nat-pool-1
池中的地址。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1/32 到 1.1.1.62/32 的代理 ARP；这些是应从 1.1.1.0/16
子网转换的主机的 IP 地址。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
收到的 ARP 请求。 地址 1.1.1.63/32 分配给接口本身，所以代理 ARP 配置中不包含该地址。
网络中不应有 1.1.1.1/32 到 1.1.1.62/32 的范围内不包含的地址，也不会转换此类地址。

•

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输到 trust 区段中的转换后目标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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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0/16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62/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internal-net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ernal-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ernal-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internal-ne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ernal-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ernal-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从公用子网地址到专用子网地址的目标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目标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92.168.1.0/24

2.

创建目标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ge-0/0/0.0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0/16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4.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62/32

5.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internal-net 192.168.1.0/24

6.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中的设备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internal-net
user@host# set

结果

1408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internal-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pplication any
policy internal-access then permit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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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
pool dst-nat-pool-1 {
address 192.168.1.0/24;
}
rule-set rs1 {
from interface ge-0/0/0.0;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0/16;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1/32 to 1.1.1.62/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internal-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internal-net;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第1409页)

•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第1410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10页)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正在使用来自目标 NAT 池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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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目标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7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目标 NAT

•

第1401页上的示例：为 IP 地址和端口转换配置目标 NAT

•

了解源 NAT (第1410页)

•

源 NAT 池 (第1411页)

•

了解源 NAT 规则 (第1414页)

•

源 NAT 配置概述 (第1415页)

•

源 NAT 配置示例 (第1415页)

•

为源 NAT 禁用端口随机化（CLI 过程） (第1452页)

•

永久 NAT 和 NAT64 (第1452页)

源 NAT

了解源 NAT
源 NAT 是离开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转换。 源 NAT 用于让使用专用
IP 地址的主机访问公用网络。
源 NAT 仅允许为外向网络连接建立连接—例如，从专用网络到互联网的连接。 源 NAT 常用于执
行以下转换：

1410

•

将一个 IP 地址转换为另一个地址（例如，为专用网络中的一个设备提供对互联网的访问）。

•

将连续地址块转换为相同大小的另一个地址块。

•

将连续地址块转换为较小的另一个地址块。

•

使用端口转换将连续地址块转换为一个 IP 地址或较小的地址块。

•

将连续地址块转换为出口接口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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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出口接口的地址无需地址池；其它所有源 NAT 转换需要配置地址池。 相同大小地址块的
一对一和多对多转换无需端口转换，因为地址池中有要转换的每个地址的可用地址。
如果地址池的大小小于将转换的地址数，则可转换的并发地址总数将收到地址池的大小限制，或
必须使用端口转换。 例如，如果将 253 个地址构成的块转换为 10 个地址构成的地址池，则除
非使用端口转换，否则同时最多可以连接 10 个设备。
支持以下类型的源 NAT：

相关主题

•

将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出口接口的 IP 地址（也称为接口 NAT）。 始终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

将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用户定义的地址池中的 IP 地址，但不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原始源
IP 地址与转换后的源 IP 地址之间的关联是动态的。 但是，只要存在关联，就将把同样的关
联用于匹配相同 NAT 规则的新信息流的相同原始源 IP 地址。

•

将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用户定义的地址池中的 IP 地址，并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原始源 IP
地址与转换后的源 IP 地址之间的关联是动态的。 即使存在关联，也可以将相同的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匹配相同 NAT 规则的新信息流。

•

通过变换 IP 地址将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用户定义的地址池中的 IP 地址。 这种类型的转换
是不带端口地址转换的一对一静态转换。 如果原始源 IP 地址的范围比用户定义的池中的 IP
地址范围大，将丢弃未转换的数据包。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1页上的了解源 NAT 池

•

第1414页上的了解源 NAT 规则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

了解源 NAT 池 (第1411页)

•

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第1412页)

•

了解不带 PAT 的源 NAT 池 (第1413页)

•

了解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第1413页)

•

了解永久地址 (第1414页)

源 NAT 池

了解源 NAT 池
为源 NAT 地址池指定以下内容：
•

源 NAT 地址池的名称。

•

最多八个地址或地址范围。

注意: 一个路由实例内切勿重叠源 NAT、目标 NAT 和静态 NAT 的 NAT 地址。

•

池所属的路由实例（缺省为主路由实例 in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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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端口转换（可选）—缺省情况下，通过源 NAT 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如果指定选项 port
no-translation，源 NAT 池可支持的主机数将限制为池中的地址数。

•

溢出池（可选）—如果指定的源 NAT 池中无可用地址，则丢弃数据包。 为了防止在配置了选
项 port no-translation 时出现这种情况，可指定溢出池。 当原始源 NAT 池中的地址耗尽时，
将从溢出池分配 IP 地址和端口号。 可将用户定义的源 NAT 池或出口接口用作溢出池。 （使
用溢出池时，将随地址返回池 ID。）

•

IP 地址变换（可选）—可通过变换 IP 地址将源 IP 地址范围映射为另一个 IP 地址范围。
使用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基本地址指定选项 host-address-base。

如果为源 NAT 配置了选项 raise-threshold，源 NAT 池的使用上升到超过了此阈值时，将触发
SNMP 陷阱。 如果指定了可选选项 clear-threshold，源 NAT 池的使用下降到低于此阈值时，将
触发 SNMP 陷阱。 如果未配置 clear-threshold，将把它缺省配置为 raise-threshold 值的 8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2页上的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

第1413页上的了解不带 PAT 的源 NAT 池

•

第1413页上的了解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

第1414页上的了解永久地址

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Junos OS 通过使用带端口地址转换 (PAT) 的源池转换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和端口号。 如果使用
PAT，多个主机可共享同一个 IP 地址。
Junos OS 维护分配的端口号列表，用于区分哪个会话属于哪个端口。 启用 PAT 后，一个 IP 地
址最多可供 64,500 台主机共享。 每个源池可包含多个 IP 地址和/或多个 IP 地址范围。 对于
带 PAT 的源池，Junos OS 可为不同并发会话将不同地址分配给一个主机，除非源池或 Junos OS
启用了永久地址功能。
对于接口源池和带 PAT 的源池，每个 IP 地址的端口号映射的可用范围为（1024 - 65535）。
在范围（1024 - 63487）中，一次分配一个端口。 在范围（63488 - 65535）中，一次为 RTP/RTCP
应用（SIP、H.323 和 RTSP）分配两个端口。
一个主机启动匹配与需要网络地址转换的策略匹配的若干会话，并且获得启用了 PAT 的源池中的
地址时，设备将为每个会话分配一个不同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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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会话一定要具有相同的 IP 地址。
为了确保将源池中的同一个 IP 地址分配给用于多个并发会话的一个主机，可为每个路由器启用
一个永久 IP 地址。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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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4页上的了解永久地址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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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11页上的了解源 NAT 池

•

第1419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源 NAT

•

第1424页上的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

第1434页上的示例：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

第1439页上的示例：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

第1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源和目标 NAT 转换

了解不带 PAT 的源 NAT 池
定义源池时，Junos OS 缺省启用 PAT。 要禁用 PAT，必须在定义源池时指定无端口转换。
在使用不带 PAT 的源池时，Junos OS 为 IP 地址执行源网络地址转换，但不为源端口号执行
PAT。 对于需要特定源端口号保持固定的应用，必须使用不带 PAT 的源池。
源池可包含多个 IP 地址和/或多个 IP 地址范围。 对于不带 PAT 的源池，Junos OS 会将一个
转换后源地址分配给用于其所有并发会话的相同主机。
将为不带 PAT 的每个源池计算池的使用率。 可通过配置报警阈值来打开池使用率报警。 只要池
的使用率上升到超过阈值和下降到低于阈值，就会触发 SNMP 陷阱。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30页上的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不带 PAT 的源 NAT

•

第1439页上的示例：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1页上的了解源 NAT 池

了解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源 NAT 规则集的匹配条件不允许指定地址范围；规则中只能指定地址前缀。 配置源 NAT 池时，
可指定选项 host-base-address；此选项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 IP 地址。
转换的原始源 IP 地址的范围由源 NAT 池中的地址数确定。 例如，如果源 NAT 池中包含的范围
为十个 IP 地址，则最多可以转换十个原始源 IP 地址，从指定的基础地址开始。 这种类型的转
换是不带端口地址转换的一对一静态转换。
源 NAT 规则中的匹配条件可定义大于源 NAT 池中指定范围的地址范围。 例如，一个匹配条件可
能指定包含 256 个地址的地址前缀，但是源 NAT 池中包含只有十个 IP 地址的范围。 数据包的
源 IP 地址可以匹配源 NAT 规则，但是如果源 IP 地址不在源 NAT 池中指定的地址范围内，将
不转换该源 IP 地址。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了解源 NAT

•

了解源 NAT 池

•

示例：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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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永久地址
缺省情况下，随源 NAT 执行端口地址转换。 但是，可能不会为源自相同主机的不同信息流将原
始源地址转换为相同 IP 地址。 源 NAT 的选项 address-persistent 确保将源 NAT 池中的同一
个 IP 地址分配给用于多个并发会话的特定主机。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2页上的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了解源 NAT 规则
源 NAT 规则指定两层匹配条件：
•

信息流方向—允许您指定 from interface、from zone 或 from routing-instance 与 to
interface、to zone 或 to routing-instance 的组合。 不能为不同规则集配置相同的 from 和
to 环境。

•

数据包信息—可以为源和目标 IP 地址或子网。

如果匹配条件中多个源 NAT 规则重叠，则选择最具体的规则。 例如，如果规则 A 和 B 指定相
同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但是规则 A 指定从区段 1 到区段 2 的信息流，而规则 B 指定从区段
1 到接口 ge-0/0/0 的信息流，则使用规则 B 执行源 NAT。 接口匹配被视为比区段匹配更为具
体，而后者比路由实例匹配更为具体。 有关规则集匹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382页上的“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下面是可为源 NAT 规则指定的操作：
•

off（关闭）—不执行源 NAT。

•

pool（池）—使用用户定义的指定地址池执行源 NAT。

•

interface（接口）—使用出口接口的 IP 地址以执行源 NAT。

源 NAT 规则应用于为流处理的第一个数据包中的信息流，或 ALG 的快速路径中的信息流。 源
NAT 规则在静态 NAT 规则、目标 NAT 规则、静态 NAT 规则反向映射以及路由和安全策略查找之
后处理。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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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382页上的了解 NAT 规则集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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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NAT 配置概述
下面是源 NAT 的主要配置任务：
1. 配置适合您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源 NAT 地址池（接口 NAT 不需要配置此地址池）。
2. 配置池使用率报警（可选）—指定池的使用率阈值。
3. 配置永久地址（可选）—确保将来自源 NAT 池中的同一个 IP 地址分配给用于多个并发会话

的主机。
4. 配置适合您的网络和安全需求的源 NAT 规则。
5. 为入口接口的相同子网中的 IP 地址配置 NAT 代理 ARP 条目。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5页上的示例：为出口接口转换配置源 NAT

•

第1419页上的示例：为单一地址转换配置源 NAT

•

第1424页上的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

第1430页上的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不带 PAT 的源 NAT

•

第1434页上的示例：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

第1439页上的示例：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

第1446页上的示例：配置源和目标 NAT 转换

•

第1478页上的验证 NAT 配置

•

示例：为出口接口转换配置源 NAT (第1415页)

•

示例：为单一地址配置转换源 NAT (第1419页)

•

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第1424页)

•

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池容量 (第1428页)

•

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不带 PAT 的源 NAT (第1430页)

•

示例：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第1434页)

•

示例：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第1439页)

•

示例：配置源和目标 NAT 转换 (第1446页)

源 NAT 配置示例

示例：为出口接口转换配置源 NAT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专用地址到出口接口的公用地址的源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16页)

•

概述 (第1416页)

•

配置 (第1417页)

•

验证 (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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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17
页上的图136 中，地址为 trust 区段内专用地址的设备通过出口接口 ge-0/0/0 访问公用网络。
对于从 trust 区段进入 untrust 区段中目标地址的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的数据包，源
IP 地址将转换为出口接口的 IP 地址。

注意: 使用出口接口的源 NAT 无需源 NAT 池。 无需为出口接口配置代理 ARP。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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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源 NAT 出口接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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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数据包。 对
于匹配数据包，源地址将转换为出口接口的 IP 地址。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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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nat
nat
nat

source
source
source
source

rule-set
rule-set
rule-set
rule-set

rs1
rs1
rs1
rs1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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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分步过程

interface
internet-access match
internet-access match
internet-access match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到出口接口的源 NAT 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2.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出口接口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3.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0.0.0.0/0;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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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19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19页)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示例：为单一地址配置转换源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单一专用地址到公用地址的源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20页)

•

概述 (第1420页)

•

配置 (第1422页)

•

验证 (第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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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 第
1421页上的图137 中，地址为 trust 区段中专用地址 192.168.1.200 的设备访问公用网络。 对于
设备发送到 untrust 区段中目标地址的数据包，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将源 IP 地址转换
为公用 IP 地址 1.1.1.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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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源 NAT 单一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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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 1.1.1.200/32。

•

源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源 IP 地址为 192.168.1.200/32
的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源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
址。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200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
响应该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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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20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为单一 IP 地址配置源 NAT 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200/32

2.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200/32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4.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200

5.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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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1.1.200/32;
}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92.168.1.200/32;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20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24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24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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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使用端口地址转换从专用地址块到较小公用地址块的源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24页)

•

概述 (第1424页)

•

配置 (第1426页)

•

验证 (第1428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25
页上的图138 中，从 trust 区段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映射到范围为
1.1.1.1/32 到 1.1.1.24/32 的较小公用地址块。 由于源 NAT 地址池的大小比可能需要转换的
潜在地址数小，所以使用端口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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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端口地址转换包括采用源 IP 地址映射的源端口号。 这样就可以将专用网络中
的多个地址映射到数量较少的公用 IP 地址。 缺省情况下已经为源 NAT 池启用了端
口地址转换。

图138: 带 PAT 的多个地址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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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1.1.1/32 到 1.1.1.24/32。

•

源 NAT 规则集 rs1 ，它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
包，源 IP 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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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1/32 到 1.1.1.24/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32 to 1.1.1.24/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2.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24/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使用 PAT 从专用地址块到较小公用地址块的源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 to 1.1.1.24

2.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10.1.2.0/24
192.168.1.0/24]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4.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 to 1.1.1.24

5.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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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1.1.1/32 to 1.1.1.24/32;
}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1.0/24 10.1.2.0/24 192.168.1.0/24];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1/32 to 1.1.1.24/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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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28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28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28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2页上的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池容量
本示例说明如果未设置缺省端口范围或希望将其覆盖时，如何配置带端口地址转换 (PAT) 的源
NAT 池的容量。 为各 IP 地址设置了转换。 源池加大时，如果当前端口号超过了限制，应重新
分配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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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第1429页)

•

概述 (第1429页)

•

配置 (第1429页)

•

验证 (第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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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包含 2048 个 IP 地址且每个 IP 地址有 32000 个端口的 PAT 池。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池容量，请复制以下命令并粘贴到 CLI 中。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set pool src-nat-pat-addr address 1.1.1.0/32 to 1.1.4.255/32
set pool src-nat-pat-addr address 1.1.5.0/32 to 1.1.8.255/32
set pool-default-port-range 2001
set pool-default-port-range to 32720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池的容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带 PAT 的源 NAT 池和 IP 地址范围。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at-addr address 1.1.1.0/32 to 1.1.4.255/32
user@host#set pool src-nat-pat-addr address 1.1.5.0/32 to 1.1.8.255/32

2.

为源池指定缺省端口范围。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default-port-range 2001
user@host# set pool-default-port-range to32720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source-summary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
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root@host> run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summary
Total port number usage for port translation pool: 16515072
Maximum port number for port translation pool: 134217728
Total pools: 1
Pool Address Routing PAT Total Name Range Instance Address pool2 30.1.1.1-30.1.1.3 default yes
2048
Name Range Instance Address
pool1 60.0.0.0-60.0.0.225 default yes 256
Total rules: 1
Rule name Rule set From To Action
rule 1 ruleset1 ge-2/2/2.0 ge-2/2/3.0 pool1
rule 1 ge-2/2/4.0 ge-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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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容量 (第1430页)

验证源 NAT 池的容量
用途

查看端口和池信息。 将自动检查端口限制，这样如果超过了端口限制，就不会提交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summary 命令以查看端口和池详细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2页上的了解带 PAT 的源 NAT 池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24页上的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带 PAT 的源 NAT

示例：为多个地址配置不带 PAT 的源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不带端口地址转换、从专用地址块到较小公用地址块的源 NAT 映射。

注意: 缺省情况下已经为源 NAT 池启用了端口地址转换。 如果禁用了端口地址转换，
源 NAT 池同时可支持的转换数限制为池中的地址数。 如果源 NAT 池中无可用地址，
将丢弃数据包。 也可以指定在原始源 NAT 池中无可用地址时从中分配 IP 地址和端
口的溢出池。

•

要求 (第1430页)

•

概述 (第1430页)

•

配置 (第1432页)

•

验证 (第1434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31
页上的图139 中，从 trust 区段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映射到范围为
1.1.1.1/32 到 1.1.1.24/32 的较小公用地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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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多个地址不带 PAT 的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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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1.1.1/32 到 1.1.1.24/32。 将为池指
定选项 port no-translation。

•

源 NAT 规则集 rs1 ，它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
包，源 IP 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址。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1/32 到 1.1.1.24/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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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32 to 1.1.1.24/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port no-translation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32 to 1.1.1.24/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配置不带 PAT、从专用地址块到较小公用地址块的源 NAT 映射，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 to 1.1.1.24

2.

指定选项 port no-translation。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port no-translation

3.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4.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 to 1.1.1.24

6.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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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1.1.1/32 to 1.1.1.24/32;
}
port no-translation;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0.0.0.0/0;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1/32 to 1.1.1.24/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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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34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34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34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3页上的了解不带 PAT 的源 NAT 池

示例：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本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带可选地址变换、专用地址范围到公用地址的源 NAT 映射。 此映射在原始
源 IP 地址与转换后的 IP 地址之间为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不执行端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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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源 NAT 规则集的匹配条件不允许指定地址范围；规则中只能指定地址前缀。
配置源 NAT 池时，可指定选项 host-base-address；此选项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
的起始 IP 地址。
转换的原始源 IP 地址的范围由源 NAT 池中的地址数确定。 例如，如果源 NAT 池中
包含的范围为十个 IP 地址，则最多可以转换十个原始源 IP 地址，从指定的基础地
址开始。
源 NAT 规则中的匹配条件可定义大于源 NAT 池中指定范围的地址范围。 例如，一个
匹配条件可能指定包含 256 个地址的地址前缀，但是源 NAT 池中包含只有十个 IP
地址的范围。 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可以匹配源 NAT 规则，但是如果源 IP 地址不在
源 NAT 池中指定的地址范围内，将不转换该源 IP 地址。

•

要求 (第1435页)

•

概述 (第1435页)

•

配置 (第1437页)

•

验证 (第1439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36
页上的图140 中，trust 区段中的专用地址范围映射到 untrust 区段中的公用地址范围。 对于
从 trust 区段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将把范围 192.168.1.10/32 到 192.168.1.20/32
中的一个源 IP 地址转换为范围 1.1.1.30/32 到 1.1.1.40/32 中的公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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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 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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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1436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1.1.30/32 到 1.1.1.40/32。 对于该
池，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为 192.168.1.10/32，通过选项 host-address-base 指定。

•

源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具有 192.168.1.0/24 子网中源 IP
地址的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 对于在 src-nat-pool-1 配置指定的源 IP 地址范围内的匹配
数据包，将把源地址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一个 IP 地址。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30/32 到 1.1.1.40/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该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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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30/32 to 1.1.1.4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host-address-base 192.168.1.1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30/32 to 1.1.1.4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配置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映射：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30/32 to 1.1.1.40/32

2.

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host-address-base 192.168.1.10/32

3.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4.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5.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30/32 to 1.1.1.40/32

6.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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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1.1.30/32 to 1.1.1.40/32;
}
host-address-base 192.168.1.10/32;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30/32 to 1.1.1.4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1438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五十章: 网络地址转换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39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39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39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3页上的了解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示例：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本规则说明如何配置带多个规则的源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39页)

•

概述 (第1440页)

•

配置 (第1442页)

•

验证 (第1445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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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41
页上的图141 中，将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对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
流的源 NAT 映射执行以下转换：

1440

•

10.1.1.0/24 和 10.1.2.0/24 子网发送到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
转换为范围 192.0.0.1 到 192.0.0.24 中的一个公用地址，且执行端口转换。

•

192.168.1.0/24 子网发送到 untrust 区段中任意地址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转换为范围
192.0.0.100 到 192.0.0.249 中的一个公用地址，但不执行端口转换。

•

不转换 192.168.1.250/32 主机设备发送的数据包中的源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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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带多个转换规则的源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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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92.0.0.1 到 192.0.0.24。

•

源 NAT 池 src-nat-pool-2，其中包含地址范围 192.0.0.100 到 192.0.0.249，并禁用了端口
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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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禁用了端口地址转换，源 NAT 池同时可支持的转换数限制为池中的地址
数。 如果源 NAT 池中无可用地址，将丢弃数据包。 可选择指定原始源 NAT 池中
无可用地址时从中分配 IP 地址和端口的溢出池。

•

源 NAT 规则集 rs1 ，用于比对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 规则集 rs1 中包
含多个规则：
•

规则 r1 ，用于比对源 IP 地址在 10.1.1.0/24 或 10.1.2.0/24 子网中的数据包。 对于匹
配数据包，源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址。

•

规则 r2，用于比对源 IP 地址为 192.168.1.250/32 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不执行
NAT 转换。

•

规则 r3，用于比对源 IP 地址在 192.168.1.0/24 子网中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源
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2 池中的 IP 地址。

注意: 规则在规则集中的顺序非常重要，因为将使用规则集内第一个匹配信息流
的规则。 因此，匹配具体 IP 地址的规则 r2 必须放在匹配设备所在子网的规则
r3 的前面。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92.0.0.1 到 192.0.0.24 和 192.0.0.100 到 192.0.0.249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92.0.0.1/32 to 192.0.0.24/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2 address 192.0.0.100/32 to 192.0.0.249/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2 port no-translation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2.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25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2 then source-nat off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3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3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92.0.0.1/32 to 192.0.0.24/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92.0.0.100/32 to 192.0.0.249/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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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在一个规则集中配置多个源 NAT 规则，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92.0.0.1 to 192.0.0.24

2.

创建不带端口转换的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2 address 192.0.0.100 to 192.0.0.249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2 port no-translation

注意: 要使用出口接口为 src-nat-pool-2 配置溢出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2 overflow-pool interface

3.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4.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配置比对源地址未转换的数据包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6.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250/32
rule-set rs1 rule r2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2 then source-nat off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在不执行端口转换的情况下将源地址转换为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7.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0.1.1.0/24 10.1.2.0/24]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3 match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rule-set rs1 rule r3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rule-set rs1 rule r3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92.0.0.1 to 192.0.0.24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92.0.0.100 to 192.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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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92.0.0.1/32 to 192.0.0.24/32;
}
}
pool src-nat-pool-2 {
address {
192.0.0.100/32 to 192.0.0.249/32;
}
port no-translation;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 10.1.1.0/24 10.1.2.0/24 ];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rule r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92.168.1.250/32;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off;
}
}
}
rule r3 {
match {
source-address 192.168.1.0/24;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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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2;
}
}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92.0.0.1/32 to 192.0.0.24/32;
192.0.0.100/32 to 192.0.0.249/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45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45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46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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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4页上的了解源 NAT 规则

示例：配置源和目标 NAT 转换
本示例说明如何同时配置源和目标 NAT 映射。
•

要求 (第1446页)

•

概述 (第1446页)

•

配置 (第1448页)

•

验证 (第1451页)

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在第1447
页上的图142 中，将在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上执行以下转换：

1446

•

地址为 trust 区段中专用地址 192.168.1.200 的设备发送到 untrust 区段中任何地址的数据
包内的源 IP 地址将转换为范围 1.1.1.10 到 1.1.1.14 中的一个公用地址。

•

从 trust 区段发送到 untrust 区段的数据包中目标 IP 地址 1.1.1.100/32 将转换为地址
10.1.1.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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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源和目标 NAT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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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1.1.10 到 1.1.1.14。

•

源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所有数据包。 对
于匹配数据包，源地址将转换为 src-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址。

•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1，其中包含 IP 地址 10.1.1.200/32。

•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来自目标地址为 1.1.1.100 的 trust 区段的数据
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dst-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址。

•

接口 ge-0/0/0.0 上地址 1.1.1.10 到 1.1.1.14 和 1.1.1.100/32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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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

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输到 trust 区段中转换后目标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0/32 to 1.1.1.14/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0.1.1.2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100/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0/32 to 1.1.1.24/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dst-nat-pool-1 10.1.1.20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dst-nat-pool-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配置源和目标 NAT 转换：
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pool-1 address 1.1.1.10 to 1.1.1.14

2.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to zone untrust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源地址转换为源 NAT 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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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pool-1

创建目标 NAT 池。

4.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1 address 10.1.1.200/32

创建目标 NAT 规则集。

5.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zone untrust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目标 NAT 池中地址的规则。

6.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1.1.100/32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配置代理 ARP。

7.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0 to 1.1.1.14
user@host# set proxy-arp interface ge-0/0/0.0 address 1.1.1.100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8.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配置全局地址簿中的地址。

9.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dst-nat-pool-1 10.1.1.200/32
10.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dst-nat-pool-1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pool-1 {
address {
1.1.1.10/32 to 1.1.1.14/32;
}
}
rule-set rs1 {
to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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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pool-1;
}
}
}
}
}
}
destination {
pool dst-nat-pool-1 {
address 10.1.1.200/32;
}
rule-set rs1 {
from zone untrust;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1.1.1.100/32;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1;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ge-0/0/0.0 {
address {
1.1.1.10/32 to 1.1.1.24/32;
1.1.1.100/32;
}
}
}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then {
permit;
}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st-nat-pool-1-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dst-nat-po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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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51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51页)

•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第1451页)

•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第1451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51页)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正在使用来自目标 NAT 池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目标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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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为源 NAT 禁用端口随机化（CLI 过程）
对于基于池的源 NAT 和接口 NAT，缺省情况下随机分配端口号。 尽管随机分配端口号可以抵御
DNS 病毒攻击等安全威胁，但是也可能会影响基于池的源 NAT 的性能和内存使用。
可以通过在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rt-randomization disable 语句来
禁用端口随机化。 要再次启用端口随机化，请在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port-randomization 语句。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rt-randomization disabl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

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第1452页)

•

了解 NAT 会话穿透实用程序 (STUN) 协议 (第1454页)

•

永久 NAT 和 NAT64 配置概述 (第1454页)

•

示例：为源 NAT 地址池配置永久 NAT (CLI) (第1455页)

•

示例：为接口 NAT 配置永久 NAT (CLI) (第1457页)

•

示例：为 IPv6 客户端配置地址相关过滤 (第1458页)

•

示例：为 IPv6 客户端配置端点无关过滤 (第1461页)

永久 NAT 和 NAT64

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永久 NAT 允许应用在经过 NAT 防火墙时使用 NAT 会话穿越实用程序 (STUN) 协议（请参阅第1454
页上的“了解 NAT 会话穿越工具 (STUN) 协议”）。 永久 NAT 确保将来自相同内部传输地址的
所有请求映射到相同的反向传输地址（最靠近 STUN 服务器的 NAT 设备创建的公用 IP 地址和端
口）。
NAT64 是用于将 IPv6 数据包转换为 IPv4 数据包（反之亦然）的一种机制，以便允许 IPv6 客
户端使用单播 UDP、TCP 或 ICMP 联系 IPv4 服务器。 它是网络地址转换-协议转换 (NAT-PT)
的增强。
NAT64 支持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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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点无关映射

•

端点无关过滤和地址相关过滤

注意: NAT64 和永久 NAT 的映射和过滤行为相同。

可以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上配置以下类型的永久 NAT：
•

任意远程主机—将来自特定内部 IP 地址和端口的所有请求映射到相同的反向传输地址。 任何
外部主机均可通过将数据包发送到反向传输地址来将其发送到内部主机。

•

目标主机—将来自特定内部 IP 地址和端口的所有请求映射到相同的反向传输地址。 外部主机
可通过将数据包发送到反向传输地址来将其发送到内部主机。 内部主机必须之前已向该外部主
机的 IP 地址发送过数据包。

•

目标主机端口—将来自特定内部 IP 地址和端口的所有请求映射到相同的反向传输地址。 外部
主机可通过将数据包发送到反向传输地址来将其发送到内部主机。 内部主机必须之前已向该外
部主机的 IP 地址和端口发送过数据包。

注意: 如果配置了 IPv6 地址，则 NAT 64 不支持 target-host-port 配置。

可为任何永久 NAT 类型配置源 NAT 规则。 源 NAT 规则操作可以使用源 NAT 池（带或不带端口
转换）或出口接口。 永久 NAT 不适合目标 NAT，因为永久 NAT 绑定基于从内部到外部的外向会
话。

注意: Junos OS 中只有正常接口 NAT 信息流才能使用端口过载。 永久 NAT 不支持
端口过载，因此必须通过在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选项
port-overloading off 明确禁用端口过载。

注意: 从 Junos OS 版本 11.2 开始，可以同时为 IPv6 地址和永久 NAT 配置源 NAT
规则。

要配置允许或拒绝持续 NAT 信息流的安全策略，可使用两个新的预定义服务—junos-stun 和
junos-persistent-nat。

注意: 永久 NAT 与永久地址功能不同（请参阅第1414页上的“了解永久地址”）。 永
久地址功能适用于设备上配置的源 NAT 池的地址映射。 永久 NAT 功能适用于外部
NAT 设备上的地址映射，针对特定源 NAT 池或出口接口而配置。 此外，永久 NAT 也
可与 STUN 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结合使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54页上的了解 NAT 会话穿透实用程序 (STUN) 协议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45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0页上的了解源 NAT

•

第1455页上的示例：为永久 NAT 配置源 NAT 地址池 (CLI)

•

第1457页上的示例：为永久 NAT 配置接口 NAT (CLI)

了解 NAT 会话穿透实用程序 (STUN) 协议
许多视频和音频应用在 NAT 环境下不能正常工作。 例如，会话启动协议 (SIP) 与 VoIP 结合使
用，对应用数据内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编码。 如果请求方和接收方之间有 NAT 防火墙，对数据
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转换将使信息无效。
此外，NAT 防火墙中不维护用于内向 SIP 消息的针孔。 这样会强制 SIP 应用用 SIP 消息不断
刷新针孔，或使用 ALG 跟踪注册，但网关设备不一定支持该功能。
NAT 会话穿透实用程序 (STUN) 协议首先在 RFC 3489，通过网络地址转换 (NAT) 的简单用户数
据报穿越协议 (UDP) 中定义，然后在 RFC 5389 NAT 的会话穿越实用程序中定义，是一种简单的
客户端/服务器协议。 STUN 客户端将请求发送到 STUN 服务器，后者将请求返回给该客户端。
STUN 客户端通常是需要公用 IP 地址和/或端口的应用的组成部分。 STUN 客户端可驻留在 PC
之类的最终系统中，也可驻留在其中 STUN 服务器通常与公用互联网相连的网络服务器中。

注意: STUN 客户端和 STUN 服务器都必须由应用提供。 Juniper Networks 不提供
STUN 客户端或服务器。

STUN 协议允许客户端：
•

发现应用是否位于 NAT 防火墙之后。

•

确定所用 NAT 绑定的类型（请参阅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

了解反向传输地址，这是最靠近 STUN 服务器的 NAT 设备分配的 IP 地址和端口绑定。 （STUN
客户端和 STUN 服务器之间可以有多级 NAT。）

客户端应用可使用 SIP 和 H.323 之类协议中的 IP 地址绑定信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配置概述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永久 NAT 和 NAT64 配置概述
要配置永久 NAT，请为源 NAT 规则操作配置以下选项（针对源 NAT 池或出口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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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 NAT 的类型—以下类型之一：任何远程主机、目标主机或目标主机端口（请参阅第1452页上
的“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

（可选）地址映射—通过此选项将把来自特定内部 IP 地址的请求映射到相同的反向 IP 地址；
内部端口和反向端口可以是任意端口。 使用任意端口的外部主机可通过将数据包发送到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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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来把该数据包发送到内部主机（通过配置为允许外部到内部信息流的内向策略）。 如
果不配置此选项，永久 NAT 绑定则针对特定内部地址和反向传输地址。
如果永久 NAT 类型为任何远程主机且源 NAT 规则操作为以下操作之一，则只能指定选项
address-mapping。

•

•

带 IP 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

不带地址转换且无溢出池的源 NAT 池

（可选）静止超时—当绑定项的所有会话均到期时，永久 NAT 绑定留在设备的内存中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如果达到了配置的超时，将从内存除去绑定。 缺省值为 300 秒。 配置 60
到 7200 秒之间的一个值。
当某个永久 NAT 绑定的所有会话均已到期时，绑定将在指定的静止超时时间段内在 SRX 系列
设备的内存中保持查询状态。 当静止超时时间段（缺省值为 300 秒）到期时，将自动从内存
除去查询绑定。 可通过 clear security nat source persistent-nat-table 命令明确除去所有
或特定永久 NAT 查询绑定。

•

（可选）最大会话数—永久 NAT 绑定可关联的最大会话数。 缺省值为 30 个会话。 配置 8
到 100 之间的一个值。

对于接口 NAT，需要通过在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选项 port-overloading
off 来明确禁用端口过载。
最后，在安全策略中可以使用两个预定义服务以允许或拒绝 STUN 和永久 NAT 信息流：
•

junos-stun—STUN 协议信息流。

•

junos-persistent-nat—永久 NAT 信息流。

对于 any remote host 永久 NAT 类型，安全策略的方向为从外部到内部。 对于目标主机或目标
主机端口永久 NAT 类型，安全策略的方向为从内部到外部。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55页上的示例：为永久 NAT 配置源 NAT 地址池 (CLI)

•

第1457页上的示例：为永久 NAT 配置接口 NAT (CLI)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

第1454页上的了解 NAT 会话穿透实用程序 (STUN) 协议

示例：为源 NAT 地址池配置永久 NAT (CLI)
可为源 NAT 规则配置任何永久 NAT 类型。 本节中的示例显示使用用户定义的地址池执行源 NAT
时如何配置永久 NAT。
以下示例配置执行源 NAT 时的目标主机永久 NAT 类型。 在以下配置中，源 NAT 地址池 sp1 包
含地址 30.1.1.5/32。 源 NAT 规则集 srs1 配置以下内容：
•

信息流的方向为区段 internal 到区段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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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源地址在 40.1.1.0/24 子网（内部电话）中，而目标地址为 20.20.20.0/24（包括 STUN
服务器、SIP 代理服务器和外部电话）的数据包，请使用源 NAT 池 sp1 执行永久 NAT 类型为
target host 的源 ANT。

•

请将永久 NAT inactivity-timeout 设置为 180 秒。

配置源 NAT 地址池：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p1 address 30.1.1.5/32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from zone internal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to zone external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rule sr1 match source-address 40.1.1.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rule s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0.20.2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rule sr1 then source-nat pool sp1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rule sr1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permit target-ho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srs1 rule sr1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inactivity-timeout 180

对于目标主机永久 NAT 类型，请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永久 NAT 信息流从内部网络（内部区段）
传输到外部网络（外部区段）。
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TUN 信息流从内部 SIP 电话传输到外部 STUN 服务器：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stun_server application
junos-stun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traffic
then permit

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IP 代理信息流从内部 SIP 电话传输到外部 SIP 代理服务器：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ip_proxy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sip_proxy_server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proxy_traffic then permit

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IP 信息流从内部 SIP 电话传输到外部 SIP 电话：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ip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external_phones application
junos-persistent-na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ip_traffic
then permit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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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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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为接口 NAT 配置永久 NAT (CLI)
可为源 NAT 规则配置任何永久 NAT 类型。 本节中的示例显示在将接口 NAT 用于执行源 NAT 时
如何配置永久 NAT。 必须为接口 NAT 禁用端口过载。
以下示例配置执行接口 NAT 时的永久 NAT 类型 any remote host。 接口 NAT 规则集 int1 配置
以下内容：
•

信息流方向为从接口 ge-0/0/1.0 到接口 ge-0/0/2.0。

•

对于源地址为 40.1.1.0/24（内部电话）而目标地址为 20.20.20.0/24（包括 STUN 服务器、
SIP 代理服务器和外部电话）的数据包，请执行永久 NAT 类型为 any remote host 的接口
NAT。

还必须为接口 NAT 禁用端口过载。
要配置接口 NAT 规则集，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int1 from interface ge-0/0/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int1 to interface ge-0/0/2.0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int1 rule in1 match source-address 40.1.1.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int1 rule in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0.20.2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int1 rule in1 then source-nat interface
persistent-nat permit any-remote-host

要禁用接口 NAT 的端口过载，请执行以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interface port-overloading off

对于永久 NAT 类型 any remote host，请配置安全策略以便允许永久 NAT 信息流从外部网络（外
部区段）传输到内部网络（内部区段）。
要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TUN 信息流从内部 SIP 电话传输到外部 STUN 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
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stun_server application
junos-stun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traffic
then permit

要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IP 代理信息流从内部 SIP 电话传输到外部 SIP 代理服务器，请执行以
下操作：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ip_proxy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in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sip_proxy_server application junos-sip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internal to-zone external policy
stun_proxy_traffic then permit

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 SIP 信息流从外部 SIP 电话传输到内部 SIP 电话：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sip_traffic
match source-address external_phones destination-address internal_phones application
junos-persistent-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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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external to-zone internal policy sip_traffic
then permit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配置概述

示例：为 IPv6 客户端配置地址相关过滤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使用 NAT64 的 IPv6 客户端配置地址相关过滤。
•

要求 (第1458页)

•

概述 (第1458页)

•

配置 (第1458页)

•

验证 (第1460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确保设备上已启用了 IPv6。

•

确保现有 NAT 规则和池配置与新的 NAT 规则和池配置不冲突。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使用 NAT64 把数据包从 IPv6 内部主机发送到 IPv4 外部主机，然后从 IPv4 外
部主机发送到 IPv4 内部主机。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to interface ge-0/0/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permit target-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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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IPv6 客户端配置地址相关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 NAT64 创建一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比对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3.

提供规则匹配时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4.

定义源地址池并向其添加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5.

再为 NAT64 创建另一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6.

将规则与源地址比对。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7.

将规则与目标地址比对。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8.

提供规则匹配时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9.

配置永久 NAT。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permit target-hos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nat source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
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security]
user@host#show nat source
pool myipv4 {
address {
1.1.1.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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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et test_rs {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
}
}
rule-set myipv4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4_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27a6::/96;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32;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4;
persistent-nat {
permit target-host;
}
}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
•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第1460页)

•

验证规则是否匹配且被使用 (第1460页)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用途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以下命令。
•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test_rule

•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ipv4_rule

•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4

验证规则是否匹配且被使用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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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所有规则是否均匹配且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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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运行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ersistent-nat-table all 命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Junos OS CLI 参考指南）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和 NAT64 配置概述

示例：为 IPv6 客户端配置端点无关过滤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使用 NAT64 的 IPv6 客户端配置端点无关过滤。
•

要求 (第1461页)

•

概述 (第1461页)

•

配置 (第1461页)

•

验证 (第1463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确保设备上已启用 IPv6

•

确保现有 NAT 规则和池配置与新的 NAT 规则和池配置不冲突。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使用 NAT64 把数据包从 IPv6 内部主机发送到 IPv4 外部主机，然后从 IPv4 外
部主机发送到 IPv4 内部主机。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set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to interface ge-0/0/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permit any-remote-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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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 IPv6 客户端配置端点无关过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为 NAT64 创建一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2.

比对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3.

提供规则匹配时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nat static]
user@host# set rule-set test_rs rule test_rule then static-nat prefix 10.2.2.15/32

4.

定义源地址池并向其添加地址。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pool myipv4 address 1.1.1.2

5.

再为 NAT64 创建另一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from interface ge-0/0/1

6.

将规则与源地址比对。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source-address 27a6::/96

7.

将规则与目标地址比对。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

8.

提供规则匹配时要执行的操作。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myipv4

9.

配置永久 NAT。
[edit security nat]
user@host# set source rule-set myipv4_rs rule ipv4_rule then source-nat pool
persistent-nat permit any-remote-hos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nat source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
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security]
user@host#show nat source
pool myipv4 {
address {
1.1.1.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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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et test_rs {
rule test_rule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27a6::15/128;
}
}
}
rule-set myipv4_rs {
from interface ge-0/0/1.0;
to interface ge-0/0/2.0;
rule ipv4_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27a6::/96;
destination-address 10.2.2.15/32;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myipv4;
persistent-nat {
permit any-remote-host;
}
}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
•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第1463页)

•

验证规则是否匹配且被使用。 (第1463页)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用途

验证配置是否已启用并工作。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以下命令。
•

show security nat static rule test_rule

•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ipv4_rule

•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myipv4

验证规则是否匹配且被使用。
用途

验证所有规则是否均匹配且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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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相关主题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ersistent-nat-table all 命令。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CLI Reference

•

第1452页上的了解永久 NAT 和 NAT64

•

第1454页上的永久 NAT 和 NAT64 配置概述

•

了解组播流的 NAT (第1464页)

•

示例：为组播流配置 NAT (第1464页)

组播流的 NAT

了解组播流的 NAT
网络地址转换 (NAT) 可用于转换 IPv4 组播流中的源地址和转换 IPv4 组播组目标地址。
静态 NAT 和目标 NAT 均可用于执行组播组地址转换。 静态 NAT 允许连接源自网络任意端，但
转换则限于一对一地址之间或相同大小的地址块之间。 无需地址池。 在 [edit security na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static 配置语句为组播信息流配置静态 NAT 规则集。 目标 NAT 仅允许为内
向网络连接建立连接—例如，从互联网到专用网络的连接。 在 [edit security nat] 层次结构级
别使用 destination 配置语句配置目标 NAT 池和规则集。
只有通过使用 IP 地址变换将原始源 IP 地址转换为用户定义的地址池中的一个 IP 地址时，才
支持对组播信息流执行源 NAT。 这种类型的转换是不带端口地址转换的一对一静态转换。 如果
原始源 IP 地址的取值范围比用户定义的池中的 IP 地址范围大，将丢弃未转换的数据包。 这种
映射不提供双向映射，而静态 NAT 则提供。 在 [edit security nat] 层次结构级别使用 source
配置语句配置源 NAT 池和规则集。 为这种类型的源 ANT 定义源 NAT 池时，请使用
host-address-base 选项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
相关主题

•

第1384页上的了解静态 NAT

•

第1394页上的了解目标 NAT

•

第1413页上的了解带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

•

第1464页上的示例：为组播流配置 NAT

•

Junos OS Multicast Protocols Configuration Guide

示例：为组播流配置 NAT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组播流的地址转换配置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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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第1465页)

•

概述 (第1465页)

•

配置 (第1467页)

•

验证 (第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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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准备工作：
1.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2.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3. 为组播转发配置设备。 请参阅 Junos OS Multicast Protocols Configuration Guide。

概述
本示例将 trust 安全区段用于专用地址空间，将 untrust 安全区段用于公用地址空间。 第1466页
上的图143 描述组播转发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典型部署。 源路由器 R1 将源地址在范围
11.1.1.100 到 11.1.1.110 中且组地址为 225.0.0.1/32 的组播数据包发送到 Juniper Networks
设备。 源路由器 R1 位于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专用网络（trust 区段）上游。 在设备下
游的公用网络（untrust 区段）有多个接收方。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先转换来自 R1 的内向组播数据包，再将其转发出去并传输到下游接口。
将应用以下转换：
•

对于 R2 的接口，源地址不转换，但组地址将转换为 226.0.0.1/32。

•

对于 R3 的接口，源地址将转换为范围 50.50.50.200 到 50.50.50.210 中的一个地址，而组
地址将转换为 226.0.0.1/32。

•

对于 R4 的接口，源地址将转换为范围 10.10.10.100 到 10.10.10.110 中的一个地址，而组
地址将转换为 226.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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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组播流的 NAT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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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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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NAT 池 dst-nat-pool，其中包含 IP 地址 226.0.0.1/32。

•

目标 NAT 规则集 rs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到达目标 IP 地址为 225.0.0.1/32 的接口
xe-2/0/1.0 的数据包。 对于匹配数据包，目标地址将转换为 dst-nat-pool-1 池中的 IP 地
址。

•

源 NAT 池 src-nat-shift-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50.50.50.200/32 到 50.50.50.210/32。
对于该池，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为 11.1.1.100/32，通过选项 host-address-base 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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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NAT 规则集 rs-shift1，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源 IP 地址位于 11.1.1.96/28
子网中的接口 xe-1/0/1.0 的数据包。 对于在 src-nat-shift-1 配置指定的源 IP 地址范围内
的匹配数据包，将把源地址转换为 src-nat-shift-1 池中的 IP 地址。

•

源 NAT 池 src-nat-shift-2，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0.10.10.100/32 到 10.10.10.110/32。
对于该池，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为 11.1.1.100/32，通过选项 host-address-base 指
定。

•

源 NAT 规则集 rs-shift2，其中的规则 r1 匹配从 trust 区段到源 IP 地址位于 11.1.1.96/28
子网中的接口 xe-2/0/0.0 的数据包。 对于在 src-nat-shift-2 配置指定的源 IP 地址范围内
的匹配数据包，将把源地址转换为 src-nat-shift-2 池中的 IP 地址。

•

接口 xe-1/0/0.0 上地址 11.1.1.100 到 11.1.1.110、接口 xe-1/0/1.0 上地址 50.50.50.200
到 50.50.50.210，以及接口 xe-2/0/0.0 上地址 10.10.10.100 到 10.10.10.110 的代理 ARP。
该配置允许 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响应这些地址的接口上收到的 ARP 请求。

•

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输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

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输到 trust 区段中转换后目标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shift-1 address 50.50.50.200/32 to 50.50.50.21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shift-1 host-address-base 11.1.1.10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shift-2 address 10.10.10.100/32 to 10.10.10.11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nat-shift-2 host-address-base 11.1.1.100/32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1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1 to interface xe-1/0/1.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1.96/28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shift1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2 from zone tru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2 to interface xe-2/0/0.0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2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11.1.1.96/28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rs-shift2 rule r2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shift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dst-nat-pool address 226.0.0.1/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xe-2/0/1.0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5.0.0.1/32
se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xe-1/0/0.0 address 11.1.1.100/32 to 11.1.1.110/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xe-1/0/1.0 address 50.50.50.200/32 to 50.50.50.210/32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xe-2/0/0.0 address 10.10.10.100/32 to 10.10.10.110/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6.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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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match
application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then
permi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为组播流配置目标 NAT 转换和源 NAT 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目标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pool dst-nat-pool address 226.0.0.1/32

2.

创建目标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from interface xe-2/0/1.0

3.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目标 NAT 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225.0.0.1/32
user@host# set rule-set rs1 rule r1 then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

4.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shift-1 address 50.50.50.200 to 50.50.50.210

5.

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shift-1 host-address-base 11.1.1.100

6.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1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1 to interface xe-1/0/1.0

7.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源 NAT 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1 rule r1 match source-address 11.1.1.96/28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1 rule r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shift1

8.

创建源 NAT 池。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shift-2 address 10.10.10.100 to 10.10.10.110

9.

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的起始值。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pool src-nat-shift-2 host-address-base 11.1.1.100

10.

创建源 NAT 规则集。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2 from zone trust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2 to interface x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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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置比对数据包并将目标地址转换为源 NAT 池中地址的规则。
[edit security nat source]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2 rule r2 match source-address 11.1.1.96/28
user@host# set rule-set rs-shift2 rule r2 then source-nat pool src-nat-shift2

12.

配置代理 ARP。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13.

nat]
proxy-arp interface xe-1/0/0.0 address 11.1.1.100 to 11.1.1.110
proxy-arp interface xe-1/0/1.0 address 50.50.50.200 to 50.50.50.210
proxy-arp interface xe-2/0/0.0 address 10.10.10.100 to 10.10.10.110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trust 区段传递到 un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internet-access then permit

14.

配置允许信息流从 untrust 区段传递到 trust 区段的安全策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226.0.0.1/32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then permit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中确认配置，方法是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和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如
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nat-shift-1 {
address {
50.50.50.200/32 to 50.50.50.210/32;
}
host-address-base 11.1.1.100/32;
}
pool src-nat-shift-2 {
address {
10.10.10.100/32 to 10.10.10.110/32;
}
host-address-base 11.1.1.100/32;
}
rule-set trust-to-untrust {
from zone trust;
to zone untrust;
rule source-nat-rule {
match {
source-address 0.0.0.0/0;
}
then {
source-nat {
interfa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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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et rs-shift1 {
from zone trust;
to interface xe-1/0/1.0;
rule r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1.96/28;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shift1;
}
}
}
}
}
rule-set rs-shift2 {
from zone trust;
to interface xe-2/0/0.0;
rule r2 {
match {
source-address 11.1.1.96/28;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nat-shift2;
}
}
}
}
}
}
destination {
pool dst-nat-pool {
address 226.0.0.1/32;
}
rule-set rs1 {
from interface xe-2/0/1.0;
rule r1 {
match {
destination-address 225.0.0.1/32;
}
then {
destination-nat pool dst-nat-pool;
}
}
}
}
proxy-arp {
interface xe-1/0/0.0 {
address {
11.1.1.100/32 to 11.1.1.110/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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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xe-1/0/1.0 {
address {
50.50.50.200/32 to 50.50.50.210/32;
}
}
interface xe-2/0/0.0 {
address {
10.10.10.100/32 to 10.10.10.110/32;
}
}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trust-to-untrust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policy internet-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
policy dst-nat-pool-access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226.0.0.1/21;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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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第1472页)

•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第1472页)

•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第1472页)

•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第1472页)

•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第1472页)

验证目标 NAT 池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正在使用来自目标 NAT 池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目标 NAT 规则的使用情况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目标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destination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
（转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源 NAT 池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源 NAT 池中的 IP 地址。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是否有信息流在使用池中的 IP 地址。

验证源 NAT 规则的使用
用途

验证是否有信息流匹配源 NAT 规则。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 all 命令。 查看“Translation hits”（转
换命中）字段以检查匹配规则的信息流。

验证信息流的 NAT 应用
用途

验证是否正在向指定信息流应用 NAT。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命令。

相关主题

147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64页上的了解组播流的 NAT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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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Junos OS Multicast Protocols Configuration Guide

•

永久 NAT 发夹概述 (第1473页)

•

示例：用具有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配置永久 NAT 发夹 (第1473页)

静态 NAT 发夹

永久 NAT 发夹概述
在两个主机之间发送信息流时，信息流的源主机只能通过目标主机的公用 IP 地址来识别目标主
机。 事实上，目标主机可能与源主机位于同一个专用地址空间中。 发夹是按照信息流的来源方
向返回信息流，以便使其到达在专用子网中的目标主机的过程。
子网中的源主机通常无法了解信息流以相同子网中的目标主机为目标，因为源主机只能通过目标
主机的公用 IP 地址来识别目标主机。 该 NAT 分析 IP 数据包，并将其路由回正确主机。
仅当位于同一个内部网络中的两个主机希望通过使用 NAT 设备上的绑定来彼此通信时，才需要
NAT 发夹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NAT 设备接收来自内部网络的数据包，然后将其转发回内部网
络。 如果不支持发夹，数据包的转发将失败，并丢弃数据包。

注意:

相关主题

•

永久 NAT 类型 target host 和 target host port 不支持 NAT 发夹行为。 只有
永久 NAT 类型 any remote host 才支持发夹行为。

•

要允许发夹，必须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信息流在同一个区段内的两个端点之间传输。
事实上只要两个主机之一可以了解对方的公用地址，两个端点就可以位于两个不同
区段中。

•

永久 NAT 发夹仅适用于永久 NAT 类型 any remote host。

•

第1473页上的示例：用具有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配置永久 NAT 发夹

•

第1381页上的NAT 概述

示例：用具有地址变换的源 NAT 池配置永久 NAT 发夹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永久 NAT 发夹。

要求
准备工作：
•

在设备上配置网络接口。 请参阅 Junos OS Interfaces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

创建安全区段并为它们分配接口。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了解安全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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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发夹允许转换从专用网络到达 NAT 的数据包，然后将其回传到专用网络，而不是传递到公用网
络。 通过发夹功能，可以使用 NAT 表中的相应记录来识别以本地网络中的一个主机为地址的数
据包。 然后转换目标 IP 地址并将其发送回该本地网络（与端口映射的情况一样）。 这样可以
确保两个主机之间的信息流正常传输。
发夹允许 NAT 内部端上的两个端点（主机 1 和主机 2）通信，即使这两个端点仅使用彼此的外
部 IP 地址和端口。 第1474页上的图144 中对以上内容进行了说明：

图144: 永久 NAT 发夹
3

reth1z
20.20.20.2/32
1

10.10.10.2, 69

2

10.10.10.10, 69

100.0.0.1, 69
100.0.0.9, 69

20.20.20.254/24

SRX

10.10.10.254/24
100.0.0.9, 69

100.0.0.1, 69

10.10.10.2/32

10.10.10.10, 69

10.10.10.10/32

1

2
g030696

10.10.10.2, 69

reth0z

在第1474页上的图144 中，使用了以下参数：
•

主机 1 IP 地址 — 10.10.10.2/32

•

主机 2 IP 地址 — 10.10.10.10/32

•

内部区段 IP 地址 — 10.10.10.254/24

•

主机 3 IP 地址 — 20.20.20.2/32

•

区段间 IP 地址 — 20.20.20.254/24

•

主机 1 和主机 2 位于区段 reht0z 中，而主机 3 则位于区段 reth1z 中

表163: 永久 NAT 绑定表
初始源 IP 地址

已转换源 IP 地址

10.10.10.2/32 到 10.10.10.11/32

100.0.0.1/32 到 100.0.0.10/32

如果主机 1 将信息流发送到主机 2 的公用 IP 地址，信息流将到达 NAT，而 NAT 必须将信息流
从主机 1 中继到主机 2。 NAT（支持发夹）将把发送自主机 1 的专用地址、以 NAT 中主机 2
的公用（映射）地址为目标的数据包路由回相同 NAT 后面的主机 2 的另一个专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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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介绍以下配置：
•

源 NAT 池 src1，其中包含 IP 地址范围 100.0.0.1/32 到 100.0.0.10/32。

•

允许将来自特定内部 IP 地址的信息流映射到创建的特定公用 IP 地址的安全策略

配置
分步过程

配置 NAT 发夹：
1.

配置接口。
[edit]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11/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10.10.10.254/24
user@host# set interfaces ge-11/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20.20.254/24
user@host#
user@host#

2.

创建区段（reth0z 和 reth1z）。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user@host# set security
system-services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all
user@host# set security
user@host#

3.

zones security-zone reth0z host-inbound-traffic
zones security-zone reth0z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zones security-zone reth0z interfaces ge-11/0/0.0
zones security-zone reth1z host-inbound-traffic
zones security-zone reth1z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zones security-zone reth1z interfaces ge-11/0/1.0

为区段 eth0z 和 reth1z 创建策略。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ubnet10 10.10.1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subnet20 20.20.2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1z policy p1
source-address subnet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1z policy p1
destination-address subnet20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1z policy p1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1z policy p1
perm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0z policy p2
source-address subnet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0z policy p2
destination-address subnet10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0z policy p2
application any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reth0z to-zone reth0z policy p2
permit

4.

match
match
match
then
match
match
match
then

添加相同区段策略以执行永久 NAT 发夹。
user@host# set security policies default-policy deny-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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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主机 1 (src1) 创建源 NAT 池。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1 address 100.0.0.1/32 to 100.0.0.10/32

6.

为主机 1 (src1) 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起始值。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1 host-address-base 10.10.10.2/32

7.

为主机 2 (src2) 创建源 NAT 池。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pool src2 address 100.0.0.11/32 to 100.0.0.20/32

8.

为主机 2 (src2) 指定原始源 IP 地址范围起始值。
[edit]
user@host#

9.

配置源 NAT 规则集 r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10.10.1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10.10.1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20.20.20.0/24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ersistent-nat permit any-remote-ho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ersistent-nat inactivity-timeout 900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source rule-set
persistent-nat max-session-number 20

结果

r1
r1
r1
r1

from zone reth0z
to zone reth1z
to zone reth0z
rule rule1 match source-address

r1 rule rul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r1 rule rule1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r1 rule rule1 then source-nat pool src1
r1 rule rule1 then source-nat pool
r1 rule rule1 then source-nat pool
r1 rule rule1 then source-nat pool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nat 命令以确认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
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
pool src1 {
address {
100.0.0.1/32 to 100.0.0.10/32;
}
host-address-base 10.10.10.2/32;
}
rule-set r1 {
from zone reth0z;
to zone [ reth0z reth1z ];
rule rule1 {
match {
source-address 10.10.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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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address [10.10.10.0/24 20.20.20.0/24];
}
then {
source-nat {
pool {
src1;
persistent-nat {
permit any-remote-host;
inactivity-timeout 900;
max-session-number 20;
}
}
}
}
}
}
}

验证
用于创建绑定 1 的主机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用于创建绑定 1 的主机（主机 1 和主机 3）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操作

root@host>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ersistent-nat-table all
sendip -d r28 -p ipv4 -iv 4 -is 10.10.10.2 -id 20.20.20.2 -p udp -us 69 -ud 69 20.20.20.2
Source-IP: 10.10.10.2
Source-port: 69
Dst-IP: 20.20.20.2
Dst-port: 69
Binding1 is below:
Internal
Reflective
Source
Type
Left_time/
In_IP
In_Port Ref_IP
Ref_Port NAT Pool
Conf_time
10.10.10.2 69
100.0.0.1 69
src1
any-remote-host -/900

Curr_Sess_Num/ Source
Max_Sess_Num NAT Rule
1/20
rule1

用于创建绑定 2 的主机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用于创建绑定 2 的主机（主机 2 和主机 3）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操作

root@host>show security nat source persistent-nat-table all
sendip -d r28 -p ipv4 -iv 4 -is 10.10.10.10 -id 20.20.20.2 -p udp -us 69 -ud 69 20.20.20.2
Source-IP: 10.10.10.10
Source-port: 69
Dst-IP: 20.20.20.2
Dst-port: 69
Binding2 is below:
Internal
Reflective
Source
Type
Left_time/
Source
In_IP
In_Port Ref_IP
Ref_Port NAT Pool
Conf_time
Rule
10.10.10.2 69
100.0.0.1 69
src1
any-remote-host -/900

Curr_Sess_Num/

1/20

rule1

10.10.10.10 69

1/20

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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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机之间发送的信息流
用途

验证从主机 1 发送到主机 2 的信息流：

操作

root@host>show security flow session
Session ID: 100007628, Policy name: default-policy/2, Timeout: 52, Valid
In: 10.10.10.2/69 --> 100.0.0.9/69;udp, If: ge-0/0/0.0, Pkts: 2, Bytes: 112
Out: 10.10.10.10/69 --> 100.0.0.1/69;udp, If: ge-0/0/0.0, Pkts: 0, Bytes: 0
Total sessions: 1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73页上的永久 NAT 发夹概述

配置代理 ARP（CLI 过程）
可使用 NAT 代理 ARP 功能来为需要源或目标 NAT 且与入口接口位于同一子网内的 IP 地址配置
代理 ARP 条目。

注意: 在 SRX 系列设备上，必须明确配置 NAT 代理 ARP。

配置 NAT 代理 ARP 时，必须定义为其配置代理 ARP 的逻辑接口。 然后输入地址或地址范围。
设备在以下条件下执行代理 ARP：
•

静态 NAT 和源 NAT 池中定义的地址与入口接口的地址位于同一子网时

•

目标 NAT 规则中原始目标地址条目内的地址与入口接口的地址位于同一子网时
user@host# set security nat proxy-arp interface fe-0/0/0.0 address 10.1.1.10 to 10.1.1.20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验证 NAT 配置
用途

1478

NAT 跟踪选项层次结构配置用于验证的跟踪文件和标志。 J 系列和 SRX 系列设备有两个主要组
件。 分别是路由引擎 (RE) 和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PFE 分为 ukernel 部分和实时部分。
要执行验证，可分别开启标志来对 RE、ukernel PFE 或实时 PFE 调试 NAT 功能。 缺省情况下
跟踪数据将写入 /var/log/security-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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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设备上的策略配置中启用了会话日志记录，会话日志将包含各会话的特定
NAT 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184页上的“监控策略统计信息”获取有关如何启用会话日志
记录的信息，参阅 第22页上的“SRX 系列服务网关中的会话日志条目中提供的信息”
获取会话日志中所提供信息的说明。

使用 security nat traceoptions 命令可验证 NAT 配置在提交之后是否已正确更新到了设备。 要
验证 NAT 转换是否正在应用于信息流和查看通过 NAT 转换进行的单个信息流处理，请使用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命令。
操作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nat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traceoptions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all
destination-nat-pfe
destination-nat-re
destination-nat-rti
destination-nat-pfe
source-nat-pfe
source-nat-re
source-nat-rt
static-nat-pfe
static-nat-re
static-nat-rt

要过滤特定流，可定义数据包过滤器并将其用作 traceoption：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root@hos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apply-groups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apply-groups-except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destination-port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destination-prefix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interface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protocol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source-port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packet-filter packet-filter source-prefix

要验证 NAT 信息流并启用数据平面中的所有信息流跟踪，请使用 traceoption set security flow
traceoptions flag basic-datapath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386页上的静态 NAT 配置概述

•

第1396页上的目标 NAT 配置概述

•

第1415页上的源 NAT 配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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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

GPRS
•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第1483页)

•

流控制传输协议 (第1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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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

GPRS 概述 (第1483页)

•

基于策略的 GTP (第1486页)

•

GTP 检查对象 (第1490页)

•

GTP 消息过滤 (第1492页)

•

GTP 信息元素 (第1501页)

•

了解 GGSN 重定向 (第1515页)

•

了解 GTPv2 (第1515页)

•

基于策略的 GTPv2 (第1517页)

•

GTPv2 消息过滤 (第1520页)

•

GTPv2 信息元素 (第1529页)

•

GTPv2 信息流日志 (第1532页)

•

GTPv2 路径重启 (第1534页)

•

GTPv2 通道清除 (第1535页)

GPR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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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客户、GPRS 漫游交换
(GRX) 提供商的网络以及公共互联网。 GPRS 网络运营商在提供和控制与此类外部网络彼此之间
的访问时，面临着保护自身网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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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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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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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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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部分安全风险。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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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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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etworks 安全设备缓解了对以下类型的 GPRS 接口的大量攻击：
•

Gn—Gn 接口是同一个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中 SGSN 与 GGSN 之间的连接。

•

Gp—Gp 接口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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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术语接口在 Junos OS 和 GPRS 技术中有不同的含义。 在 Junos OS 中，接口
类似于安全区段的出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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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包含以下章节：
•

Gp 接口和 Gn 接口 (第1484页)

•

Gi 接口 (第1484页)

•

操作模式 (第1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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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MN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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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御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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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4页上的图145 说明了如何布置 Juniper Networks SRX 系列设备以保护 Gp 和 Gn 接口上的
PLMN。

Gp 接口和 Gn 接口

SGSN

Gp

SGSN

Gn

Gn

MS

MS
PLMN 1
GGSN

PLMN 2
GGSN

g030659

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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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御互联网和外部网
络的攻击并保护移动用户抵御互联网和其它网络的攻击。 Juno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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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设备可将数据包安全地转发到互联网或 对 IPsec 虚拟专用网 (VPN) 通道使用第 2 层通道
协议 (L2TP) 的目标网络。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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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RX 系列不支持完整的 L2TP。

第1485页上的图146 说明了如何实施安全设备以保护 Gi 接口上的 PLMN。

图146: Gi 接口

A

B

PLMN 1

g030660

Gi

MS

操作模式
Junos OS 支持使用 GTP 的两种接口操作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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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需要花费一定的工作量来重新设计网络。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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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交换机或网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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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 透明）的。
对于未启用 GTP 检查的接口和策略，Junos OS 支持网络地址转换 (NAT)。
目前在 Junos OS 中，路由模式支持主动/被动和主动/主动机箱集群。 透明模式仅支持主动/被
动机箱集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Layer 2 Bridging and Switching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Security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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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5页上的机箱集群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第1486页)

•

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 检查 (第1487页)

基于策略的 GTP

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缺省情况下，Juniper Networks 设备保护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位于 Trust 区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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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占用一个或多个安全区段。
必须创建策略，信息流才能在区段和 PLMN 之间流动。 策略含有允许、拒绝信息流或为信息流设
置通道的规则。 设备执行 GPRS 通道协议 (GTP) 策略过滤，方法为是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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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弃或使其通过通道传输。
通过在策略中选择 GTP 服务，可以使设备允许、拒绝 GTP 信息流或让 GTP 信息流通过通道传
输。 但这不会使该设备检查 GTP 信息流。 要使设备检查 GTP 信息流，必须为策略应用 GTP 配
置（也称为 G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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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 GTP 检查对象。 通过使用
策略，可允许或拒绝某些对等方（如服务 GPRS 支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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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指定多
个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可在策略中启用信息流日志记录。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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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第148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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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 检查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策略中启用 GTP 检查。
•

要求 (第1487页)

•

概述 (第1487页)

•

配置 (第1487页)

•

验证 (第1490页)

要求
首先，启用 GTP 之后必须重启设备。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已禁用 GTP。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接口配置为 ge-0/0/1 和 ge-0/0/2，而地址为 2.0.0.254/8 和 3.0.0.254/8。
然后配置安全区段并将地址指定为 2.0.0.5/32 和 3.0.0.6/32。 将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GTP 服
务，以便允许在同一个 PLMN 中的两个网络之间传输双向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254/8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0.254/8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gsn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gsn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ggsn interfaces ge-0/0/2.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ggsn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local-sgsn 2.0.0.5/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remote-ggsn 3.0.0.6/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gsn to-zone ggsn policy sgsn_to_ggsn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sgsn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g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gsn to-zone ggsn policy sgsn_to_ggsn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gsn to-zone sgsn policy ggsn_to_sgsn match source-address
remote-ggsn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ggsn to-zone sgsn policy ggsn_to_sgsn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1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在策略中配置 GTP 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 GTP。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enable
user@host#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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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exit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reboot
2.

创建 GTP 检查对象。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3.

配置接口。
[edi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2.0.0.254/8
user@host# set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3.0.0.254/8

4.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zones]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gsn
sgsn
sgsn
ggsn
ggsn
ggsn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interfaces ge-0/0/2.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指定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local-sgsn 2.0.0.5/32
user@host# set address remote-ggsn 3.0.0.6/32

6.

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GTP 服务。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from-zone sgsn to-zone ggsn policy sgsn_to_ggsn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sgsn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g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user@host# set from-zone sgsn to-zone ggsn policy sgsn_to_ggsn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1
user@host# set from-zone ggsn to-zone sgsn policy ggsn_to_sgsn match source-address
remote-ggsn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user@host# set from-zone ggsn to-zone sgsn policy ggsn_to_sgsn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1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照本示
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为简约起见，此 show 输出仅包含与该示例有关的配置。 系统的其它所有配置已替换为了省略号
(...)。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
gprs {
gtp {
profile gtp1;
}
}
zones {
security-zone Trust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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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1.0;
}
}
host-inbound-traffic {
system-services {
all;
}
protocols {
all;
}
}
interfaces {
ge-0/0/2.0;
}
}
}
address-book {
global {
address local-sgsn 2.0.0.5/32;
address remote-ggsn 3.0.0.6/32;
}
}
policies {
from-zone sgsn to-zone ggsn {
policy sgsn_to_ggsn {
match {
source-address local-sgsn;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g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gprs-gtp-profile gtp1;
}
}
}
}
}
from-zone ggsn to-zone sg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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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ggsn_to_sgsn {
match {
source-address remote-ggsn;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sn;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gprs-gtp-profile gtp1;
}
}
}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策略中的 GTP 检查 (第1490页)

验证策略中的 GTP 检查
用途

验证是否启用了 GTP 检查。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检查对象 (第1490页)

•

示例：创建 GTP 检查对象 (第1491页)

GTP 检查对象

了解 GTP 检查对象
要使设备对 GPRS 通道协议 (GTP) 信息流执行检查，必须创建 GTP 检查对象，然后将其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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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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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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第1491页上的示例：创建 GTP 检查对象

示例：创建 GTP 检查对象
本示例显示如何创建 GTP 检查对象。
•

要求 (第1491页)

•

概述 (第1491页)

•

配置 (第1491页)

•

验证 (第1491页)

要求
配置此功能之前，除了初始化之外，无需执行其它任何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将创建名为 LA-NY 的 GTP 检查对象。 将保留大多数缺省值，并启用序列号验证功
能。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 检查对象，请执行以下功能：
创建 GTP 检查对象。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la-ny

启用序列号验证。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la-ny seq-number-validat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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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消息过滤 (第1492页)

•

GTP 消息长度过滤 (第1492页)

•

GTP 消息类型过滤 (第1494页)

•

GTP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第1498页)

•

GTP 序列号验证 (第1499页)

•

了解 GTP IP 分段 (第1501页)

GTP 消息过滤

了解 GTP 消息过滤
设备收到 GPRS 通道协议 (GTP) 数据包时，将针对设备上配置的策略检查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
与策略匹配，设备将根据应用于策略的 GTP 配置检查该数据包。 如果数据包不满足任何 GTP 配
置参数，设备将根据 GTP 检查对象的配置放行或丢弃数据包。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长度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消息长度过滤 (第1492页)

•

示例：设置 GTP 消息长度 (第1493页)

GTP 消息长度过滤

了解 GTP 消息长度过滤
可以将设备配置为丢弃不满足指定的最小或最大消息长度的数据包。 在 GPRS 通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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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省的最小和最大 GTP 消息长度分别为 0 和 65,535 个字节。
相关主题

149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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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3页上的示例：设置 GTP 消息长度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设置 GTP 消息长度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 GTP 消息长度。
•

要求 (第1493页)

•

概述 (第1493页)

•

配置 (第1493页)

•

验证 (第1493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针对 GTP 检查对象将最小 GTP 消息长度配置为 8 个八位位组，并将最大 GTP 消息
长度配置为 1200 个八位位组。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 消息长度，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指定最小消息长度。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min-message-length 8

指定最大消息长度。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max-message-length 12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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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2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长度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消息类型过滤 (第1494页)

•

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 消息类型 (第1494页)

•

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第1495页)

GTP 消息类型过滤

了解 GTP 消息类型过滤
可以配置设备以过滤 GPRS 通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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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允许所有 GTP 消息类型。
一个 GTP 消息类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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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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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4页上的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 消息类型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 消息类型
本示例显示如何允许和拒绝 GTP 消息类型。
•

要求 (第1494页)

•

概述 (第1494页)

•

配置 (第1495页)

•

验证 (第1495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对于 gtp1 配置文件，将版本1 的设备配置为丢弃 error-indication 和
failure-report 两种消息类型。

149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五十一章: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允许和拒绝 GTP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设备。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丢弃错误指示。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drop error-indication 1

丢弃故障报告消息。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drop failure-report 1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4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类型过滤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第1495页上的表164 列出了在 GTP 版本 1997 和 1999（包括 GTP 版本的计费消息）中支持的 GTP
消息以及可用于配置 GTP 消息类型过滤的消息类型。

表164: GTP 消息
消息

消息类型

版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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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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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4: GTP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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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消息

消息类型

版本 0

版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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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orward relocation response

fwd-relocation

b

b

forward relocation complete

fwd-relocation

b

b

forward relocation complete
acknowledge

fwd-relocation

b

b

forward SRNS context

fwd-srns-context

b

b

forward SRNS context acknowledge

fwd-srns-contex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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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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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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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4: GTP 消息

相关主题

(续)

消息

消息类型

版本 0

版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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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edirection request

redirection

b

b

redirection response

redirection

b

b

relocation cancel request

relocation-cancel

b

b

relocation cancel response

relocation-cance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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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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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4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类型过滤

•

第1493页上的示例：设置 GTP 消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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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

了解 GTP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第1498页)

•

示例：限制 GTP 消息传输速率 (第1498页)

了解 GTP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可配置设备以限制网络信息流到 GPRS 支持节点 (GSN) 的传输速率。 可为 GGSN 通道协议控制
(GTP-C) 消息设置单独的阈值，格式为每秒的数据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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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连接到同一个 GPRS 漫游交换 (GRX)
的恶意运营商可在您的边界网关发起大量网络信息流，从而导致合法信息流得不到进出 PLMN
的足够带宽，进而拒绝与您的网络之间的漫游访问。

•

GTP 泛滥—GPRS 通道协议 (GTP) 信息流可能会耗尽 GSN，强迫它占用 CPU 周期来处理非法数
据。 这可防止用户漫游、转发数据到外部网络，并可防止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连接到外
部网络。

此功能限制从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发送到每个 GSN 的信息流的传输速率。 缺省传输速率为
不受限制。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8页上的示例：限制 GTP 消息传输速率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限制 GTP 消息传输速率
本示例显示如何限制 GTP 消息传输速率。
•

要求 (第1498页)

•

概述 (第1498页)

•

配置 (第1499页)

•

验证 (第1499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内向 GTP 消息的传输速率限制为每秒 300 个数据包。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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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 消息传输速率，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设置传输速率限值。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rate-limit 3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8页上的了解 GTP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序列号验证 (第1499页)

•

示例：启用 GTP 序列号验证 (第1500页)

GTP 序列号验证

了解 GTP 序列号验证
可以配置设备以执行序列号验证。
GPRS 通道协议 (GTP) 数据包的包头中包含一个“Sequence Number”（序列号）字段。 此序列
号向接收 GTP 数据包的 GPRS 支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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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端 GGSN 递增其随后发送的每个 G-PDU 的序列号。 该值达到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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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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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设备，该设备可以对 GGSN 执行此验证，并丢弃超出了序列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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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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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500页上的示例：启用 GTP 序列号验证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启用 GTP 序列号验证
本示例显示如何启用 GTP 序列号验证功能。
•

要求 (第1500页)

•

概述 (第1500页)

•

配置 (第1500页)

•

验证 (第1500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 gtp 配置文件设置为 gtp1，并将启用序列号验证功能。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启用 GTP 序列号验证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启用序列号验证。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seq-number-validated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1500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99页上的了解 GTP 序列号验证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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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了解 GTP IP 分段
GPRS 通道协议 (GTP) 数据包中包含消息正文和三个包头：GTP、UDP 和 IP。 如果产生的 IP 数
据包比传输链路上的最大传输单元 (MTU) 大，发送方服务 GPRS 支持节点 (SGSN) 或网关 GPRS
支持节点 (GGSN) 将执行 IP 分段。
缺省情况下，设备缓冲 IP 片段，直到它接收完整的 GTP 消息，然后检查 GTP 消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1页上的了解 GTP 信息元素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 信息元素 (第1501页)

•

GTP APN 过滤 (第1502页)

•

GTP IMSI 前缀过滤 (第1504页)

•

GTP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 (第1505页)

GTP 信息元素

了解 GTP 信息元素
所有 GPRS 通道协议 (GTP) 控制消息数据包中均包含信息元素 (IE)。 IE 提供有关 GTP 通道的
信息，如创建、修改、删除和状态。 Junos OS 支持与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版本 6、7、
8 和 9 一致的 IE。 如果您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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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引入了新信息元素 (IE)，GTP 消息中将不会丢弃任何内容，因为即使遇到
未知的新 IE，GTP 也会放行消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1页上的了解 GTP IP 分段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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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APN 过滤
•

了解 GTP APN 过滤 (第1502页)

•

示例：设置 GTP APN 和选择模式 (第1503页)

了解 GTP APN 过滤
接入点名称 (APN) 是包含在 GPRS 通道协议 (GTP) 数据包包头中的信息元素 (IE)，用于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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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运营商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如 mnc123.mcc456。

缺省情况下，设备允许所有 APN。 但可将设备配置为执行 APN 过滤，以限制漫游用户接入外部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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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mobiphone.com）和运营商 ID（可选）。 由于 APN 的域名（网络 ID）部分可能很长，并且包含
大量字符，所以可将通配符 (*) 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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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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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模式可能包括：
•

移动站—APN 由移动站提供，并且未验证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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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APN 由网络提供，并且未验证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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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N 由 MS 或网络提供，并且已验证了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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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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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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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防止无意中排除要授
权的 APN。 设备自动拒绝其它所有不匹配的 APN。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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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主题

150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3页上的示例：设置 GTP APN 和选择模式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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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置 GTP APN 和选择模式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 GTP APN 和选择模式。
•

要求 (第1503页)

•

概述 (第1503页)

•

配置 (第1503页)

•

验证 (第1503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 GTP APN 设置为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并使用通配符 (*)。
还将把选择模式设置为网络。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 APN 和选择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为 APN 设置选择模式。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apn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mcc-mnc * action selection net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2页上的了解 GTP APN 过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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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IMSI 前缀过滤
•

了解 GTP 数据包的 IMSI 前缀过滤 (第1504页)

•

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第1504页)

了解 GTP 数据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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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包含三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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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设备配置为拒绝来自非漫游伙伴的 GPRS 通道协议 (GTP) 信息流。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对 GTP 数据包执行 IMSI 前缀过滤。 通过设置 IMSI 前缀，将设备配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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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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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拦截 IMSI 前缀不匹配
任何 IMSI 前缀设置的 GTP 数据包，请对 IMSI 过滤器使用显式通配符，而丢弃操作应该为最后
一个 IMSI 前缀过滤策略。
当根据 IMSI 前缀过滤 GTP 数据包时，还必须指定 APN。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4页上的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并组合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器。
•

要求 (第1504页)

•

概述 (第1504页)

•

配置 (第1505页)

•

验证 (第1505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将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设置为 APN，并使用通配符 (*)。 允许此
APN 的所有选择模式。 还将为一个已知 PLMN（即 246565）设置 IMSI 前缀。 MCC-MNC 对可以
是五位或六位数字。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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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并组合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设置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为 APN 设置选择模式。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apn *mobiphone.com.mnc123.mcc456.gprs
mcc-mnc 246565 action pass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4页上的了解 GTP 数据包的 IMSI 前缀过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GTP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
•

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第1505页)

•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 (第1506页)

•

支持的 R6 信息元素 (第1507页)

•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7 信息元素 (第1510页)

•

支持的 R7 信息元素 (第1511页)

•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8 信息元素 (第1512页)

•

支持的 R8 信息元素 (第1513页)

•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9 信息元素 (第1513页)

•

支持的 R9 信息元素 (第1514页)

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可通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 (IE) 移除功能保持第二代合作
伙伴计划 (2GPP) 和 3GPP 网络之间漫游的互操作性。 可配置 GPRS 通道协议 (GTP) 感知 Juniper
Networks 设备（位于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和 GPRS 漫游交换 (GRX) 的边界，充当 Gp 防
火墙），以便当数据包进入 2GPP 网络时从 GTP 包头中除去 3GPP 特定的属性。 可将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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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将 GTP 消息转发到网关 GPRS 支持节点 (GGSN) 之前，从中移除 RAT、RAI、通用标志、ULI、
MS 时区、IMEI-SV 和接入点名称 (APN) 限制 I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6页上的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
本示例显示如何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
•

要求 (第1506页)

•

概述 (第1506页)

•

配置 (第1506页)

•

验证 (第1506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的 Gp 接口，以便从 GTP 消息中移除新增的 R6 IE（RAT、通用标
志、ULI、IMEI-SV、MS 时区和 APN 限制）。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指定信息元素。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remove-ie version v1 release R6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1506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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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支持的 R6 信息元素
Junos OS 支持 GTP 的所有 3GPP R6 IE，如第1507页上的表165 中所列。

表165: 支持的信息元素
IE 类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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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权三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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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18

通道端点标识符数据 II

19

终止 ID

20

NSAPI

21

RANAP 原因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507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表165: 支持的信息元素

1508

(续)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22

RAB 环境

23

无线优先级 SMS

24

无线优先级

25

数据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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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用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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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鉴权五元组

137

信息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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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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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5: 支持的信息元素

(续)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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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 PLMN ID

165

MBMS 会话标识符

166

MBMS2G/3G 指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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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5: 支持的信息元素

相关主题

(续)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167

增强的 NSAPI

168

MBMS 会话持续时间

169

其它 MBMS 跟踪信息

173

BSS 容器

174

单元标识

175

PDU 号

176

BSSGP 原因

178

RIM 路由地址辨别器

179

PFCS 设置列表

180

PS 移交 XID 参数

188

可靠的 RAT 间切换信息

251

计费网关地址

255

专用扩展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506页上的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6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7 信息元素
本示例显示如何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7 信息元素。

1510

•

要求 (第1511页)

•

概述 (第1511页)

•

配置 (第1511页)

•

验证 (第1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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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的 Gp 接口，以便从 GTP 消息中移除新增的 R7 IE。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7 信息元素，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指定信息元素。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remove-ie version v1 release R7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支持的 R7 信息元素
Junos OS 支持 GTP 的所有 3GPP R7 IE，如第1511页上的表166 中所列。

表166: 支持的信息元素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172

PS 切换请求环境

181

MS 信息更改报告操作

182

直接通道标志

183

相关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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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 支持的信息元素

相关主题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184

承载控制模式

(续)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510页上的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7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8 信息元素
本示例显示如何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8 信息元素。
•

要求 (第1512页)

•

概述 (第1512页)

•

配置 (第1512页)

•

验证 (第1512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的 Gp 接口，以便从 GTP 消息中移除新增的 R8 IE。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8 信息元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2.

指定信息元素。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remove-ie version v1 release R8

3.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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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支持的 R8 信息元素
Junos OS 支持 GTP 的所有 3GPP R8 IE，如第1513页上的表167 中所列。

表167: 支持的信息元素

相关主题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189

RFSP 索引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512页上的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8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9 信息元素
本示例显示如何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9 信息元素。
•

要求 (第1513页)

•

概述 (第1513页)

•

配置 (第1513页)

•

验证 (第1514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配置安全设备的 Gp 接口，以便从 GTP 消息中移除新增的 R9 IE。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9 信息元素，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GTP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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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指定信息元素。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1 remove-ie version v1 release R9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490页上的了解 GTP 检查对象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支持的 R9 信息元素
Junos OS 支持 GTP 的所有 3GPP R9 IE，如第1514页上的表168 中所列。

表168: 支持的信息元素

1514

IE 类型值

信息元素

190

全限定域名 (FQDN)

191

演进的分配/保留优先级 1

192

演进的分配/保留优先级 2

193

扩展通用标志

194

用户 CSG 信息 (UCI)

195

CSG 信息报告操作

196

CSG ID

197

CSG 成员关系指示 (CMI)

198

聚合最大比特率 (A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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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05页上的了解 R6、R7、R8 和 R9 信息元素移除

•

第1513页上的示例：从 GTP 消息中移除 R9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了解 GGSN 重定向
Junos OS 支持 GPRS 通道协议 (GTP) 信息流和网关 GPRS 支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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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SGSN 将把后续 GGSN 通道协议控制
(GTP-C) 和 GGSN 通道协议用户平面 (GTP-U) 消息发送到 GGSN Y 和 Z，而不是 X。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486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了解 GTPv2
GPRS 通道协议 (GTP) 在服务 GPRS 支持节点 (SGSN) 与网关 GPRS 支持节点 (GGSN) 之间为单
个移动站 (MS) 建立 GTP 通道。 以前的版本中仅部署了 GTP 版本 0 (GTPv0) 和 GTP 版本 1
(GTPv1)。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版本 11.4 中实施了 GTP 版本 2 (GTPv2)。
GTPv2 属于长期演进 (LTE) 的一部分，而 LTE 是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开发的一种第四
代 (4G) 无线宽带技术。 3GPP 是开发 GPRS 标准的标准机构。 LTE 的设计目的是增加移动电话
网络的容量和速度。 GTPv2 是针对 LTE 网络设计的一种协议。 LTE 网络中包含网络元素、LTE
接口和协议。
GTPv0 和 GTPv1 通过使用 SGSN 和 GGSN 实施。 但是在 GTPv2 中，传统的 SGSN 和 GGSN 由三
个逻辑节点取代—服务网关 (SGW)、数据包数据网络网关 (PGW) 和移动管理实体 (MME)。
第1516页上的图147 显示了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中的以下 LTE 接口，SRX 系列设备就部署在
这些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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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LTE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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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1516

Peer PLMN

•

S5—这种接口用于连接 SGW 和 PGW。 这种接口提供 SGW 和 PGW 之间的用户平面通道和通道
管理功能。 还用于因用户设备移动性或与非同位 PGW 的 SGW 连接导致的 SGW 重新定位。 S5
接口等效于第三代 (3G) 移动网络中的 Gn 接口。

•

S8—此接口用于连接被访问端 PLMN (VPLM) 中的 SGW 和归属 PLMNT (HPLMN) 中的 PGW。 S8
是 S5 的 PLMN 间变体。 S8 接口等效于 3G 移动网络中的 Gp 接口。

•

S4—此接口用于连接 S4 SGSN 和 SGW。 该接口提供 GPRS 核心网络与 3GPP 锚定功能之间的
相关控制与移动支持。 还在未建立直接通道的情况下提供用户平面通道。 S4 接口在 3G 移动
网络中没有等效接口，因为它提供的是 3G 与 4G 网络之间的互操作性。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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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第1517页)

•

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第1517页)

基于策略的 GTPv2

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实施一种策略机制，针对用于管理 GTPv2 信息流的安全策略检查
每个 GTPv2 数据包。 将根据该安全策略转发、丢弃数据包或为其建立通道。
GTPv2 安全策略允许转发、拒绝 GTPv2 信息流或为其建立通道。 但是，该安全策略不能在设备
上启用 GTPv2 信息流检查。 要启用信息流检查，必须对安全策略应用 GTPv2 检查对象。 GTPv2
检查对象是一组用于处理 GTPv2 信息流的配置参数。
只能为每个安全策略应用一个 GTPv2 检查对象。 但是，可以将同一个检查对象应用于多个安全
策略。

注意: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安全策略应用 GTPv2 检查对象。 需要明确为安全策略应
用检查对象。

通过使用 GTPv2 安全策略，可以允许或拒绝从某些对等方（如服务网关 (SGW)）建立 GTPv2 通
道。 可配置 GTPv2 安全策略来指定多个源和目标地址、地址组或整个区段。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要求 (第1518页)

•

概述 (第1518页)

•

配置 (第1518页)

•

验证 (第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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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首先，启用 GTPv2 之后必须重启设备。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已禁用 GTPv2。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接口配置为 ge-0/0/1 和 ge-0/0/2，并为其分别指定接口地址 4.0.0.254/8
和 5.0.0.254/8。 然后配置安全区段，并将全局地址分别指定为 4.0.0.5/32 金额 5.0.0.6/32。
将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以便允许在同一个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中的两个网络之
间传输双向信息流。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4.0.0.254/8
set interfaces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0.0.254/8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gw1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sgw1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gw1 interfaces ge-0/0/2.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pgw1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local-sgw1 4.0.0.5/32
se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address remote-pgw1 5.0.0.6/3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gw1 to-zone pgw1 policy sgw1_to_pgw1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sgw1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p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gw1 to-zone pgw1 policy sgw1_to_pgw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2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gw1 to-zone sgw1 policy pgw1_to_sgw1 match source-address
remote-pgw1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pgw1 to-zone sgw1 policy pgw1_to_sgw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2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操作的说明，请参阅在配置模式下
使用 CLI 编辑器。
要在策略中配置 GTPv2 检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启用 GTPv2。
[edi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enable
commit
exit
request system reboot

注意: 启用 GTPv2 之后，必须重新启动设备，以便让 GTPv2 检查生效。

2.

1518

创建 GTPv2 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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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3.

配置接口。
[edit interfaces]
user@host# set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4.0.0.254/8
user@host# set ge-0/0/2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5.0.0.254/8

4.

配置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5.

zones]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ecurity-zone

sgw1
sgw1
sgw1
pgw1
pgw1
pgw1

interfaces ge-0/0/1.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interfaces ge-0/0/2.0
host-inbound-traffic system-services all
host-inbound-traffic protocols all

指定地址。
[edit security address-book global]
user@host# set address local-sgw1 4.0.0.5/32
user@host# set address remote-pgw1 5.0.0.6/32

6.

在安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edit security policies]
user@host# set from-zone sgw1 to-zone pgw1 policy sgw1_to_pgw1 match source-address
local-sgw1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p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user@host# set from-zone sgw1 to-zone pgw1 policy sgw1_to_pgw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2
user@host# set from-zone pgw1 to-zone sgw1 policy pgw1_to_sgw1 match source-address
remote-pgw1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user@host# set from-zone pgw1 to-zone sgw1 policy pgw1_to_sgw1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gtp-profile gtp2

结果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sgw1 to-zone pgw1 {
policy sgw1_to_pgw1 {
match {
source-address local-sgw1;
destination-address remote-p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gprs-gtp-profile gtp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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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zone pgw1 to-zone sgw1 {
policy pgw1_to_sgw1 {
match {
source-address remote-pgw1;
destination-address local-sgw1;
application junos-gprs-g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gprs-gtp-profile gtp2;
}
}
}
}
}
default-policy {
permit-all;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要确认配置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任务：
•

验证策略中的 GTPv2 检查 (第1520页)

验证策略中的 GTPv2 检查
用途

验证是否启用了 GTPv2 检查。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中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第1521页)

•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第1521页)

•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第1523页)

•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第1528页)

GTPv2 消息过滤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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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设备收到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数据包时，将针对设备上配置的 GTPv2 策略检查数据
包。 如果数据包匹配某个策略，设备将根据应用于该策略的 GTPv2 检查对象检查该数据包。 如
果数据包不匹配任何配置参数，将被丢弃。 如果数据包匹配所有配置参数，将被转发。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

第1523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第1521页)

•

示例：设置 GTPv2 消息长度 (第1522页)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了解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可以将设备配置为丢弃不满足指定最小或最大消息长度的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数据
包。 在 GTPv2 包头中，消息长度字段用八位位组指示 GTPv2 负荷的长度。 消息长度不包括
GTPv2 包头本身、 UDP 包头、TCP 包头或 IP 包头的长度。
缺省的最小和最大 GTPv2 消息长度分别为 0 和 65,535 个字节。 因此，可指定的 GTPv2 消息
长度取值范围为 0 到 65,535 个字节。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2页上的示例：设置 GTPv2 消息长度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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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置 GTPv2 消息长度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 GTPv2 消息长度。
•

要求 (第1522页)

•

概述 (第1522页)

•

配置 (第1522页)

•

验证 (第1522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将名为 gtp2 的 GTPv2 检查对象的最小 GTPv2 消息长度配置为 10 个八位位组，将
最大 GTPv2 消息长度配置为 1500 个八位位组。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v2 消息长度，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指定最小消息长度。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min-message-length 10

指定最大消息长度。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max-message-length 15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1522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长度过滤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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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

了解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第1523页)

•

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 (第1523页)

•

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第1524页)

了解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可配置设备来基于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数据包的消息类型过滤此类数据包。 缺省情
况下，设备允许所有 GT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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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profile name drop message-type number 配置语句来丢
弃 GTPv2 消息类型。 如果不指定版本号，将丢弃所有版本的消息类型。 如果配置的消息类型对
特定 GTP 版本无效，这个特定配置将不生效。

注意: 对 GTP 版本 1 (GTPv1) 有效的消息类型可能对 GTPv2 无效，反之亦然。

一个 GTPv2 消息类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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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该指定消息类型的全部消息。 例如，如果丢弃 identification 消息类型，将自动丢弃
identification-request 和 identification-response 消息。 此外，如果丢弃版本 2 的
create-pdp 消息类型，将仅丢弃版本 2 的 create-pdp-request 和 create-pdp-response 消
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3页上的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
本示例显示如何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
•

要求 (第1524页)

•

概述 (第1524页)

•

配置 (第1524页)

•

验证 (第1524页)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1523

Junos OS 安全配置指南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对于 gtp2 配置文件，将设备配置为丢弃版本 2 的 echo 和 create-session 两种消
息类型。

配置
分步过程

要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丢弃版本 2 的 echo 消息。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drop echo 2

丢弃版本 2 的 create-session 消息。

3.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drop create-session 2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4.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3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第1525页上的表169 列出了 GTPv2 中支持的消息类型。 可使用这些消息类型配置 GTPv2 消息类型
过滤。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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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9: GTPv2 消息
消息

消息类型

bearer resource command

bearer-resource

bearer resource failure

bearer-resource

change notification request

change-notification

change notification response

change-notification

context request

context

context response

context

context acknowledgement

context

configuration transfer tunnel

config-transfer

create bearer request

create-bearer

create bearer response

create-bearer

create indirect data forwarding tunnel request

create-data-forwarding

create indirect data forwarding tunnel response

create-data-forwarding

create forwarding tunnel request

create-tnl-forwarding

create forwarding tunnel response

create-tnl-forwarding

create session request

create-session

create session response

create-session

CS paging indication

cs-paging

delete bearer request

delete-bearer

delete bearer response

delete-bearer

delete bearer command

delete-command

delete bearer failure

delete-command

delete indirect data forwarding tunnel request

delete-data-forwarding

delete indirect data forwarding tunnel response

delete-data-forwarding

delete PDN connection set request

delete-p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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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9: GTPv2 消息

1526

(续)

消息

消息类型

delete PDN connection set response

delete-pdn

delete session request

delete-session

delete session response

delete-session

detach notification

detach

detach acknowledgement

detach

downlink data notification

downlink-notification

downlink data acknowledgement

downlink-notification

downlink data notification failure

downlink-notification

echo request

echo

echo response

echo

forward access context notification

fwd-access

forward access context acknowledgement

fwd-access

forward relocation request

fwd-relocation

forward relocation response

fwd-relocation

forward relocation complete

fwd-relocation

forward relocation acknowledgement

fwd-relocation

identification request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response

identification

MBMS session start request

mbms-sess-start

MBMS session start response

mbms-sess-start

MBMS session stop request

mbms-sess-stop

MBMS session stop response

mbms-sess-stop

MBMS session update request

mbms-sess-update

MBMS session update response

mbms-ses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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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9: GTPv2 消息

相关主题

(续)

消息

消息类型

modify bearer request

modify-bearer

modify bearer response

modify-bearer

modify bearer command

modify-command

modify bearer failure

modify-command

release access-bearer request

release-access

release access-bearer response

release-access

relocation cancel request

relocation-cancel

relocation cancel response

relocation-cancel

resume notification

resume

resume acknowledgement

resume

stop paging indication

stop-paging

suspend notification

suspend

suspend acknowledgement

suspend

trace session activation

trace-session

trace session deactivation

trace-session

update bearer request

update-bearer

update bearer response

update-bearer

update PDN connection set request

update-pdn

update PDN connection set response

update-pdn

version not supported

ver-not-supported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3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类型过滤

•

第1523页上的示例：允许和拒绝 GTPv2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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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495页上的支持的 GTP 消息类型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

了解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第1528页)

•

示例：限制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 (第1528页)

了解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可配置设备来限制前往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网关的控制信息流的传输速率。 GTPv2
网关是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中的重要资源，需要加以保护。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name rate-limit messages per second 配置语句来限制控制信息流到 GTPv2 网关的传输
速率。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8页上的示例：限制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示例：限制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
本示例显示如何限制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
•

要求 (第1528页)

•

概述 (第1528页)

•

配置 (第1529页)

•

验证 (第1529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内向 GTPv2 消息到任何 GTPv2 网关的传输速率限制为每秒 200 个数据包。

1528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五十一章: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设置传输速率限值。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rate-limit 20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28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传输速率限制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1页上的了解 GTPv2 消息过滤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第1529页)

•

GTPv2 IMSI 和 APN 过滤 (第1530页)

GTPv2 信息元素

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所有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控制消息数据包中均包含信息元素 (IE)。 IE 提供有关
GTPv2 通道的信息，如创建、修改、删除和状态。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支持符合第三代
合作伙伴计划 (3GPP) 版本 8 的 I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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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GTPv2 IMSI 和 APN 过滤
•

了解 GTPv2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 (第1530页)

•

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第1531页)

了解 GTPv2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
GPRS 支持节点 (GSN) 利用其国际移动用户标识 (IMSI) 标识移动站 (MS)。 IMSI 中包含三种元
素：移动国家码 (MCC)、移动网络码 (MNC) 和移动用户识别号 (MSIN)。 MCC 是两位数，而 MNC
则是两位或三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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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IMSI 前缀充当 PLMN 标识，用于识别有效的漫游合作伙伴。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对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数据包执行 IMSI 前缀过滤。 通过设置
IMSI 前缀，将设备配置为过滤 create-pdp-request 消息，并仅允许 IMSI 前缀与设置的前缀相
匹配的 GTPv2 数据包。
当根据 IMSI 前缀过滤 GTPv2 数据包时，还必须指定接入点名称 (APN)。
APN 是包含在 GTPv2 数据包包头中的信息元素 (IE)，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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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screen.com。

•

运营商 ID—唯一标识运营商的 PLMN，如 mnc123.mcc789.gprs。

例如，netscreen.com.mnc123.mcc789.gprs 是用于通过运营商 mnc123.mcc789.gprs 访问
netscreen.com 网络的 APN。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对 GTPv2 数据包执行 APN 过滤。 但可将设备配置为执行 APN 过滤，以限
制漫游用户接入外部网络。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profile name apn pattern-string mcc-mnc mcc-mnc-number
action (pass |drop |selection) 配置语句基于 IMSI 前缀和 APN 的组合过滤数据包。
要指定 APN，需要网络的网络 ID 或域名（如 netscreen.com），以及运营商 ID（可选）。 由
于 APN 的网络 ID 部分可能很长，所以可将通配符 (*) 用作 APN 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 例如，
如果将 *.netscreen.com 用作网络 ID，通配符即表示 APN 不仅限于 netscreen.com，还包括它
前面的所有字符。
可使用选项 selection 来设置 AP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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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模式可能包括：
•

ms—APN 由 MS 提供，未验证预订。

•

net—APN 由网络提供，未验证预订。

•

vrf—APN 由 MS 或网络提供，已验证预订。

可对任何选择模式使用 drop 选项丢弃所有 APN，使用 pass 选项放行所有 APN。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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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APN 过滤时，设备检查数据包，以查找与设置的 APN 匹配的 APN。 如果数据包的 APN 匹
配指定的 APN，设备将验证选择模式并转发 GTPv2 数据包。

注意: 仅当 APN 和选择模式全都匹配指定的相应 APN 和选择模式时，设备才转发
GTPv2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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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防止无意中
排除要授权的 APN。 如果操作为放行，设备将自动拒绝其它不匹配的所有 APN。

注意: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仅适用于 create-pdp-request 消息。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1页上的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示例：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本示例显示如何设置 GTPv2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
•

要求 (第1531页)

•

概述 (第1531页)

•

配置 (第1531页)

•

验证 (第1532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例中，将 netscreen.com.mnc123.mcc789.gprs 设置为 APN，并使用通配符 (*)。 将把该
APN 的选择模式设置为 network。 还将把 IMSI 前缀设置为 123678。

配置
分步过程

要设置 IMSI 前缀和 APN 组合过滤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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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PN 设置选择模式。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apn *netscreen.com.mnc123.mcc789.gprs
mcc-mnc 123678 action selection net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0页上的了解 GTPv2 IMSI 前缀和 APN 过滤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了解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第1532页)

•

示例：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第1533页)

GTPv2 信息流日志

了解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可使用控制台或系统日志来查看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信息流日志。 可配置设备以基
于 GTPv2 数据包的状态记录此类数据包。 GTPv2 数据包可为以下任何状态：
•

Forwarded（已转发）—GTPv2 数据包由于有效，已被转发。

•

State-invalid（状态无效）—GTPv2 数据包由于未能通过状态式检查或运行状况检查而被丢
弃。 如果运行状况检查失败，将把数据包标记为 sanity。

•

Prohibited（已禁止）—GTPv2 数据包由于未能通过消息长度、消息类型或国际移动用户标识
(IMSI) 前缀检查而被丢弃。

•

Rate-limited（传输速率受限）—GTPv2 数据包因超出了目标 GPRS 支持节点 (GSN) 的最大传
输速率限值而被丢弃。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已禁用 GTPv2 日志记录。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name log
配置语句在设备上启用 GTPv2 日志记录。
相关主题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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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33页上的示例：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示例：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本示例显示如何在设备上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

要求 (第1533页)

•

概述 (第1533页)

•

配置 (第1533页)

•

验证 (第1533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为转发的 GTPv2 数据包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配置
分步过程

要为转发的 GTPv2 数据包启用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为转发的 GTPv2 数据包启用日志记录。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log forwarded basic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2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流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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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

了解 GTPv2 路径重启 (第1534页)

•

示例：重启 GTPv2 路径 (第1534页)

GTPv2 路径重启

了解 GTPv2 路径重启
重启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路径将终止两个设备之间的所有 GTPv2 通道。 每个 GTPv2
网关与一个重启号关联。 可从 GTPv2 消息的 Recovery（恢复）信息元素 (IE) 获取重启号。
可通过将本地存储的重启号与新获得的重启号比较来检测重启。 本地存储的重启号是一个非零
值，与新重启号不匹配。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name restart-path (echo | create | all) 配置语句来重
启 GTPv2 路径。
配置此命令之后，设备将检测从消息中的 Recovery（恢复）IE 获取的已更改重启号。 可使用
echo 选项从 echo 消息获取新启动号，使用 create 选项从 create-session 消息获取重启号，
使用 all 选项从所有类型的 GTPv2 消息获取新重启号。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4页上的示例：重启 GTPv2 路径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示例：重启 GTPv2 路径
本示例显示如何重启 GTPv2 路径。

1534

•

要求 (第1535页)

•

概述 (第1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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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第1535页)

•

验证 (第1535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为称为 gtp2 的 GTPv2 检查对象重启 GTPv2 路径。 将从 echo 消息中的 Recovery
（恢复）信息元素 (IE) 获取新重启号。

配置
分步过程

要重启 GTPv2 路径，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重启路径。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restart-path echo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4页上的了解 GTPv2 路径重启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

第1529页上的了解 GTPv2 信息元素

•

了解 GTPv2 通道清除 (第1536页)

•

示例：为 GTPv2 通道设置超时值 (第1536页)

GTPv2 通道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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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GTPv2 通道清除
可通过 GPRS 通道协议版本 2 (GTPv2) 通道在 GPRS 支持节点 (GSN) 之间传输 GTPv2 信息流。
传输信息流时，GTPv2 通道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挂起。 例如，网络中可能丢失 delete-pdp-request
消息，或 GSN 可能无法正常关闭。 如果是这样，可自动或手动移除挂起的 GTPv2 通道。
要自动移除挂起的 GTPv2 通道，需要在设备上设置 GTPv2 通道超时值。 设备将自动识别并删除
保持空闲达超时值指定时间的通道。 缺省 GTPv2 通道超时值为 36 小时。
可使用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name timeout 配置语句在设备上配置该值。 超时取值范
围为 1 到 1000 小时。
要手动移除挂起的 GTPv2 通道，需要使用 clear security gprs gtp tunnel 操作模式命令。

注意: 在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版本 11.4 中，缺省 GTP 通道超时值由 24
小时改为了 36 小时。 原因是在 Junos OS 版本 11.4 中，GTP 不检查 GTP-U（用户
平面）。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6页上的示例：为 GTPv2 通道设置超时值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示例：为 GTPv2 通道设置超时值
本示例显示如何为 GTPv2 通道设置超时值。
•

要求 (第1536页)

•

概述 (第1536页)

•

配置 (第1537页)

•

验证 (第1537页)

要求
在配置此功能之前，不需要设备初始化之外的特殊配置。

概述
在本示例中，将把称为 gtp2 的 GTPv2 检查对象的通道超时值设置为 4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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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分步过程

要配置 GTPv2 通道超时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 GTPv2 配置文件。

1.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指定超时值。

2.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gtp profile gtp2 timeout 40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提交此配置。

3.

[edit]
user@host# commit

验证
要验证此配置是否可正常运行，请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6页上的了解 GTPv2 通道清除

•

第1483页上的GPRS 概述

•

第1515页上的了解 GTPv2

•

第1517页上的了解基于策略的 GTPv2

•

第1517页上的示例：在策略中启用 GTPv2 检查

•

第1524页上的支持的 GTPv2 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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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控制传输协议
•

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第1539页)

•

SCTP 配置概述 (第1541页)

•

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第1542页)

•

SCTP 功能概述 (第1543页)

•

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第1543页)

•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第1544页)

•

示例：配置 SCTP 配置文件 (第1547页)

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流控制传输协议 (SCTP) 是一种 IP 传输层协议。 SCTP 的地位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和传输
控制协议 (TCP) 相当，用于向众多互联网应用提供传输层功能。 SCTP 是在 IP 之类无连接数据
包网络之上运行的一种可靠的传输协议，并在使用单个或多个 IP 的情况下支持数据通过网络传
输。
SCTP 用于需要监控和检测会话是否丢失的应用。 SCTP 路径或会话故障检测机制（如心跳）监控
会话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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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P 4

TCP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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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INIT
EP B
EPA

INIT_ACK
EP A
(MAC)
cookie
INIT_ACK

COOKIE_ECHO
EP B
cookie
3.

EPA
1.

EP B

3.

A

SYN
Set seq# = X

SYN_ACK
ack# = X+1
seq# = Y

ACK
seq#= X+1
ack# = Y+1

MAC

EP
g034207

4.

2.

COOKIE_ECHO
EP A

COOKIE_ECHO
EP A COOKIE_ECHO
SCTP
COOKIE_ACK

B

SCTP 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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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服务器接入协议 (ASAP)

•

承载无关呼叫控制 (BICC)

•

直接资料配置段区块（DDP-段）

•

直接资料配置流会话控制（DDP-流）

•

IUA 协议的 DPNSS/DASS 2 扩展 (DUA)

•

端点处理转义冗余协议 (ENRP)

•

H.248 协议 (H248)

•

H.323 协议 (H323)

•

ISDN 用户适配层 (IUA)

•

MTP2 用户对等适配层 (M2PA)

•

MTP2 用户适配层 (M2UA)

•

MTP3 用户适配层 (M3UA)

•

Q.IPC

•

保留

•

中间盒简单配置 (SIMCO)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五十二章: 流控制传输协议

•

SCCP 用户适配层 (SUA)

•

传输适配器层接口 (TALI)

•

v5.2 用户适配层 (V5UA)

SCTP 可通过 M3UA、M2UA 或 SUA 与 3G 移动网络的信号发送系统 7 (SS7) 彼此传输信号发送消
息。 SCTP 是一种基于数据包的传输协议。 SCTP 提供安全可靠的传输、最小化的端到端延迟、
网络发生故障时较短的故障切换时间，以及有序和无序两种传输。

注意:

相关主题

•

目前 SCTP 仅适用于 IPv4。

•

SCTP 仅使用静态 IP NAT 支持功能来建立 IP 会话。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SCTP 配置概述
必须至少配置一个 SCTP 配置文件，安全设备才能对所有 SCTP 信息流执行状态式检查。 对 SCTP
执行的状态式检查将丢弃一些有害的 SCTP 数据包。
SCTP 防火墙支持对配置文件执行更深的检查：
•

数据包过滤—面向特殊 SCTP 负荷协议和 M3UA 服务的丢弃数据包配置文件配置启用数据包过
滤。

•

限制传输速率—控制 M3UA 和 SCCP 数据包的传输速率。

SCTP 深度检查要求以下设置：

相关主题

•

创建 SCTP 配置文件

•

配置过滤和限制参数

•

将 SCTP 配置文件绑定到策略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

第154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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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SCTP 数据包中包含以下部分：
•

公共包头部分

•

数据块部分

1

1

1

1
......

N

N
g034209

N

N

公共包头部分—所有 SCTP 数据包都需要公共包头部分。 该部分占据数据包的前 12 个字节。
其中包含以下字段：
字段

说明

源端口号

标识发送端口。

目标端口号

标识接收端口。 主机使用目标端口号将数据包路由到相应的目标或应用。

验证标记

区分上一个连接的失效数据包。 这是初始化期间创建的 32 位随机值。

校验和

使用循环冗余检验 (CRC32) 算法检测数据传输期间可能产生的错误。

数据块部分—此部分占据数据包的其余部分。 其中包含以下字段：
字段

说明

块类型

标识块值字段的内容。 长度为 1 个字节。

块标志

包含 8 个标志位，其定义随块类型而不同。 缺省值为零。 这表示数据的上层未指定任何应用标识。

块长度

指定块的总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此字段的长度为两个字节。 如果块不是由 4 个字节的倍数构成的（即
长度不是 4 的倍数），则显然填充了零，而零不算在块的长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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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块值

通用数据字段。

注意: SCTP 通信期间，资源管理器 (RM) 允许 8 个源 IP 地址和 8 个目标 IP 地
址。

相关主题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SCTP 功能概述
下面是 SCTP 的重要功能：

相关主题

•

多宿支持：连接的一个或两个端点包含多个 IP 地址。 这样就可在冗余网络路径之间执行透明
故障切换。

•

将数据放在独立流内的块中传递，可以杜绝不必要的队头阻塞。

•

路径选择和监控功能，用于选择主数据传输路径和测试该传输路径的连接。

•

验证和确认机制用于防御泛滥攻击并通知存在重复数据块或缺少数据块。

•

改进的错误检测适合巨型以太网帧。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

第154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在机箱集群配置模式中，SCTP 配置和建立的 SCTP 关联与对等设备同步。 SCTP 模块同时支持主
动/主动和主动/被动两种模式。
只要在主动设备上创建或删除了关联，建立的 SCTP 关联都会把创建或删除消息发送到对等端。
从建立的 SCTP 关联收到消息之后，辅助设备将分别添加或删除关联。 SCTP 模块随后注册相应
的回调函数来接收和处理此消息。
辅助设备加入集群或重新启动时，SCTP 模块将注册冷启动同步函数。 将调用 SCTP 冷启动函数
来将所有 SCTP 关联同时与对等设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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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之后，已建立的 SCTP 关联将保持运行，但是正在建立的关联将丢失，因此需要重新启动建
立过程。 正在终止的关联还可能丢失确认消息，从而将未建立的 SCTP 关联留在防火墙中。 由
于关联中无活动导致计时器到期（缺省情况下为 24 小时）时，将清除这些关联。
相关主题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本示例显示如何配置安全策略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

要求 (第1544页)

•

概述 (第1544页)

•

配置 (第1545页)

•

验证 (第1547页)

要求
准备工作：
•

创建区段。 请参阅第129页上的“示例：创建安全区段”。

•

配置通讯簿并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地址。 请参阅第155页上的“示例：配置地址簿和地址集”。

•

创建应用（或应用集），用于指示策略应用于该类型的信息流。 请参阅第206页上的“示例：配
置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集”。

•

配置 GPRS SCTP 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1547页上的“示例：配置 SCTP 配置文件”。

概述
SCTP 防火墙实施的策略机制以管理方式用于确定可放行或丢弃的数据包。 可针对多个地址、地
址组或整个区段来配置策略。
此配置示例展示了如何：

1544

•

拒绝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中的 IP 地址 10.1.1.0/24 的 SCTP 信息流。

•

通过配置文件 roam2att 中指定的 SCTP 配置来允许从 trust 区段中的 IP 地址 10.1.1.1/32
到 untrust 区段的 SCTP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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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Intranet

SRX

Intranet

g034208

IP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policy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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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curity policies policy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deny-all then de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match
source-address 10.1.2.0/24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set security policies policy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match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gprs-sctp-profile roam2att

分步过程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配置接口和安全区段。
[edit security zones]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2
user@host# set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2.

创建安全策略以允许从 trust 区段到 un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user@host# se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user@host# se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user@host# se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user@host# set policy allow-att-roaming
gprs-sctp-profile roam2att

3.

创建安全策略以拒绝从 untrust 区段到 trust 区段的信息流。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user@host# set

结果

to-zone untrust]
match source-address 10.1.2.0/24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any
match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then permit application-services

policies from-zone untrust to-zone trust]
policy deny-all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policy deny-all match destination-address 10.1.1.0/24
policy deny-all match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policy deny-all then deny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policie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
请按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deny-all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10.1.1.0/24;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
then {
deny;
}
}
policy allow-att-roa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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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
source-address 10.1.2.0/24;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junos-gprs-sctp;
}
then {
permit {
application-services {
gprs-sctp-profile roam2att;
}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验证 SCTP 配置
用途

验证策略检查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configuration |display set |match profile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示例：配置 SCTP 配置文件
此示例显示如何为基于策略的检查配置 SCTP 配置文件。
•

要求 (第1547页)

•

概述 (第1548页)

•

配置 (第1548页)

•

验证 (第1549页)

要求
首先请了解 GPRS SCTP 层次结构及其选项。 请参阅 Junos OS CLI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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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此配置示例显示如何创建 GPRS SCTP 配置文件和配置传输速率限制与负荷协议参数。 可使用该
SCTP 配置文件来配置 SCTP 检查。

注意: SCTP 命令只能应用于配置了 SCTP 配置文件的策略。
如果从策略中移除了 SCTP 配置文件：
•

将不能执行 SCTP 深度检查。

•

防火墙丢弃数据数据包，仅允许控制数据包。

配置
CLI 快速配置

要快速配置此示例，请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文本文件中，删除所有换行符，将所有必要细节
更改为匹配您的网络配置，然后将这些命令复制并粘贴到 CLI 中的 [edit] 层次结构级别。
set
set
set
set
set

分步过程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gprs
gprs
gprs
gprs
gprs

sctp
sctp
sctp
sctp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roam2att
roam2att limit rate address 10.1.1.0
roam2att drop
roam2att payload-protocol all

以下示例要求在配置层次结构中的各个级别内导航。 有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CLI User Guide 中的 Using the CLI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Mode。
要配置 GPRS SCTP 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 GPRS SCTP 配置文件。
[edit]
user@host# set security gprs sctp profile roam2att

2.

配置传输速率限制参数。
[edit security gprs sctp profile roam2att]
user@host# set limit rate address 10.1.1.0

3.

配置负荷协议。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edit security
user@host# set

结果

gprs sctp profile roam2att]
drop
gprs sctp profile roam2att drop]
payload-protocol all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命令确认您的配置。 如果输出不显示预期配置，请按
照本示例中的配置说明重复执行操作来更正。
[edit]
user@host# show security gprs
sctp {
profile roam2att {
dr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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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protocol all;
}
limit {
rate {
address 10.1.1.0;
}
}
}
}

如果设备配置完毕，请在配置模式中输入 commit。

验证
验证 SCTP 配置文件配置
用途

验证 SCTP 配置文件配置。

操作

在操作模式下，输入 show security gprs sctp profile 命令。

相关主题

•

Junos OS Feature Support Reference for SRX Series and J Series Devices

•

第1539页上的了解流控制传输协议

•

第1541页上的SCTP 配置概述

•

第1542页上的SCTP 数据包结构概述

•

第1543页上的SCTP 功能概述

•

第1543页上的了解 SCTP 在机箱集群中的行为

•

第1544页上的示例：配置安全策略以允许或拒绝 SCTP 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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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法说明中................................xli
3DES.............................................458
< >，在语法说明中................................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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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认证包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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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RPC......................................386
APN
过滤........................................1502
选择模式....................................1502
appD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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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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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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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封包......................................1099
泛滥..................................1127,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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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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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P 重写...............................865,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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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IPS 规则库..............................780
定义免除规则库...............................784
定制攻击，属性.....................803, 808,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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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792
应用集，配置.................................794
性能与容量调整...............................873
插入规则.....................................777
数据包捕获...................................880
日志抑制.....................................875
日志记录，概述...............................875
最终规则，概述...............................786
检测器.......................................811
特征数据库...................................835
禁用规则.....................................777
策略.........................................765
策略，概述...................................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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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库，DDoS.................................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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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库，免除.................................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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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匹配条件...............................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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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策略编译.................................847
IDP 应用级 DDoS
统计信息报告概述.............................831
配置统计信息报告.............................833
IDP 策略
应用识别.....................................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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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库，免除.................................783
IDP，内联监测模式
概述.........................................769
配置.........................................769
IKE..............................................456
代理 ID......................................468
共享 ID.................................684, 685
单独用户 ID..................................692
组 ID...................................684, 685
阶段 1 提议
group VPN...............................724
predefined..............................466
阶段 2 提议
predefined..............................468
IKE ID...........................................692
Infranet 代理 请参阅 UAC, Infranet 代理
Infranet 执行器 请参阅 UAC, Junos OS 执行器
Infranet 控制器 请参阅 UAC, Infranet 控制器
IP 协议包头......................................805
IP 数据包分段...................................1103
IP 欺骗.........................................1088
IP 监控...................................1375, 1376
支持的阈值..................................1375
测试参数....................................1375
路由故障切换................................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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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源路由..................................1074
安全..................................1074, 1076
时戳..................................1074,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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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格式化..................................1100
IPS 规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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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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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VPN configuration.................725
另请参阅 group V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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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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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apsulating Security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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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through dynamic VPN feature....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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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播地址......................................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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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包包头字段............................59
数据包分片....................................70
数据包包头扩展字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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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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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P 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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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静止媒体超时.............................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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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CS #10、PKCS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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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641
注册本地证书.................................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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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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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概述.....................................995
sophos 防病毒
与 kaspersky 比较............................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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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IKE ID...............................684,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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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包过滤..................................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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