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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手册是《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用户手册》，主要介绍 360 网
神防火墙 Web 管理界面支持的各项功能及配置步骤。

适用产品
本手册适用于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 NSG 系列产品。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用于负责配置和维护防火墙的安全管理员。
本手册默认用户掌握 TCP/IP 协议、IP 地址及子网掩码等基本知识。

产品版本
与本文档相对应的产品版本如下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版本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V4.0(-6.1.12.7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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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手册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快速入门》为首次安装、使用提供指导。
同时列举管理产品的基本操作方法。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配置指南》以案例的形式为用户提供配
置指导，并列举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约定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

说明

警告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
能导致人员伤害。

注意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
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
预知的结果。

说明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
和补充。

窍门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
时间。

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
本的更新内容。

文档版本 01（发布日期 2019-11-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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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1

从这里开始

1.1 产品简介
新一代智慧防火墙采用自主创新的新一代防火墙安全系统，基于 NDR（基于
网络的检测与响应）安全体系，在高性能和先进架构的支撑下，集成了防火
墙、VPN、应用与身份识别、防病毒、入侵防御、虚拟系统、行为管理、应
用层内容安全防护、威胁情报等综合安全防御功能，并支持与天眼、终端和
天御云等多系统进行协同防御。
在扩展了协同防御能力的基础上，在防火墙上以分析中心、数据中心、处置
中心三大中心为核心，实现了对威胁的分析、定位、处置一体化过程。是专
门为政府、军队、金融、教育、运营商、企业的网络出口打造的基于协同防
御体系的新一代安全防御系统。

1.2 场景和配置说明
防火墙接口支持工作在路由模式、交换模式和旁路模式。请根据实际场景选
择防火墙的部署方式。

1.2.1 路由模式
防火墙通常使用路由模式（内网接口和外网接口都工作在路由模式），作为内
网的出口网关部署在内网与外网之间。内网和外网不在同一个网段。
防火墙允许内网使用私有地址，内网用户通过 NAT 转换后访问外网。
防火墙可以通过单链路连接互联网，也可以配置多链路方式提高链路可靠性。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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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单链路模式连接互联网

Intranet
防火墙

图1-2 双 ISP 链路连接互联网
ISP1设备

Intranet
防火墙
ISP2设备

1.2.2 交换模式
交换模式又称为透明模式，交换模式下防火墙接口工作在二层，不需要配置
IP 地址。交换模式下部署防火墙不需要改变原有网络的结构，适用于需要增
加网络安全防护，但不希望改变原有网络结构的情况下。防火墙通常部署在
内网和出口路由器之间。

VLAN 接入场景
基于接口来划分 VLAN 时，需要绑定 VLAN 和接口。用户主机被划分到其
连接接口绑定的 VLAN 下。
接入 VLAN 场景，接口的交换模式支持 Access 和 Trunk。


模式为 Access

链路类型为 Access 的接口只能属于某一个 VLAN，接收和发送本 VLAN 内
的报文。一般用于连接终端 PC。


模式为 Trunk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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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类型为 Trunk 的接口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 的报文。一般与交换设
备的 trunk 接口对接。

透明桥接场景
桥（Bridge）模式下，用户将 2 个或 2 个以上物理接口绑定同一个桥，桥透
明接入用户网络。桥可以通过绑定桥接口配置 IP 地址，管理员可以通过桥接
口管理防火墙。
如图 1-3 所示，防火墙通过桥方式透明接入用户网络，保护 VLAN10 和
VLAN20 的子网。PC1 或 PC2 可以通过同网段桥接口 IP 管理防火墙。
图1-3 通过桥透明接入
PC1
10.1.1.2

Intranet1

Bridge
10.1.1.1
10.2.1.1

Access
VLAN10

GE1

Intranet2

Access
VLAN20

GE2

Trunk

Trunk
防火墙 路由器

PC2
10.2.1.2

虚拟线路桥接场景
虚拟线路桥只能绑定两个物理接口，虚拟线路桥不能绑定桥接口。从绑定虚
拟线路桥的一个物理接口进入的流量只能被转发到该虚拟线路桥的另一个接
口。其他接口流量不能被转发到虚拟线路桥中。
如图 1-4 所示，内网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线路桥直接访问内网服务器。
图1-4 通过虚拟线路桥透明接入
虚拟线路桥
GE1

DMZ

GE2

Intranet
防火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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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接口场景
聚合接口可以将防火墙的多个物理接口进行汇聚绑定，逻辑上变为一个接口。
为防火墙同其他设备之间提供冗余和高效的连接方式，同时能够扩展链路带
宽。

1.2.3 接口旁路模式
接口处于旁路模式主要用于实现监控功能，完全不需要改变用户的网络环境，
通过把设备的监听口连接在交换机的镜像口上实现对流量的检测，检测完成
后所有镜像流量都会被丢弃。这种模式对用户的网络环境完全没有影响，旁
路设备故障不会对业务链路造成影响。
图1-5 旁路监控模式
交换机

Intranet
路由器

防火墙

接口旁路模式下支持安全防护、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各种高级功能的安全配置
文件对镜像的流量进行检测，检测到匹配安全策略的流量和攻击流量则生成
日志，并进行日志统计和分析。
接口旁路模式下支持 IPS 阻断。

1.3 防火墙管理方式
防火墙支持通过自身接口进行管理，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
通过 Restful 北向接口进行管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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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通过防火墙接口管理防火墙
部分型号的防火墙支持专用的 MGT 管理口，可以通过管理口管理防火墙，
也可以通过其他接口管理防火墙。没有 MGT 管理口的防火墙，默认采用 GE1
口进行管理。用户可以设置通过其他三层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口、
桥接口、隧道接口、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3G 接口、4G 接口、ADSL 接
口、隧道接口管理防火墙，接口的登录类型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
HTTP 和 SNMP。

1.3.2 使用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管理防火墙
当用户网络中部署了多台防火墙时，可以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对防火墙进
行统一配置、升级、日志分析、报表查看等工作，从而节省用户工作量，从
全网角度掌握用户网络的运行情况。
集中管理的配置请参见“2.8 集中管理”。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支持通过策略集和设备策略两种方式向防火墙下发策略。
通过策略集下发的策略标识为 smac 下的策略，通过设备策略下发的策略与
防火墙上自身配置的策略都标识为 local。标识为 local 的策略或对象可以直
接在防火墙上进行编辑修改等操作，并可以加载的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上。

1.3.3 第三方管理系统通过 RESTful API 管理防火墙
RESTful API 是第三方客户端调用防火墙的北向 API 接口。通过使用 RESTful
接口，第三方客户端可以对防火墙进行配置管理。
步骤 1 配置防火墙接口 IP，管理方式开启 HTTP 或 HTTPS。
步骤 2 创建通过该 API 管理防火墙的管理员账号。角色设置为“RESTful API 管理
员”。
步骤 3 将通过 Restful API 管理防火墙的客户端添加为可信主机。服务选择“RESTful
API”。
步骤 4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启用 Restful API。
默认端口为 8080，协议支持 HTTPS 和 HTTP，默认为 HTTP。

1.4 报文转发流程
图 1-6 画出了报文从进入防火墙到从防火墙发送出去的整个的转发流程。根
据防火墙上配置的功能和报文的类型不同，报文可能不会通过下图中每一个
模块。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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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防火墙报文转发流程

1.5 访问防火墙 Web 界面
访问防火墙 Web 界面，对应接口必须开启对应的 Web 访问方式，接口默认
开启 HTTPS 方式。

1.5.1 首次访问
首次访问必须通过 MGT 管理口或 GE1 接口（不带 MGT 口的设备），通过
HTTPS 访问。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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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将管理主机 IP 设置为 10.0.0.44。子网掩码配置为 255.255.255.0，默认网关可
以不填写或者配置为 10.0.0.1。

说明
防火墙管理接口 IP 地址默认设置为 10.0.0.1，子网掩码设置为 255.255.255.0。
防火墙的管理主机默认可信 IP 为 10.0.0.44。登录防火墙后可以修改可信 IP
的范围。
步骤 2 打开 IE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s://10.0.0.1”，就可以打开防火墙的登
录界面。
防火墙产品默认的 Web 用户名为 admin，密码!1fw@2soc#3vpn。
为保证防火墙系统的安全性，首次登录防火墙，系统会要求用户修改密码。
设置的密码必须符合复杂度要求。

1.5.2 非首次访问
防火墙支持 HTTPS 和 HTTP 方式管理访问防火墙 Web 界面。
只有管理员和接口同时开启 HTTPS 或 HTTP 方式，才可以通过 HTTPS 或
HTTP 方式管理防火墙。

说明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推荐使用 HTTP，建议您使用 HTTPS 方式登录防火墙
Web 界面。

设置允许通过 HTTP 方式管理防火墙
步骤 1 设置某个接口允许的防火墙管理方式包括 HTTP 方式。
登录防火墙 Web 后，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选择一个防火墙的接口，单
击 ，设置该接口的管理方式。设置界面如图 1-7 所示。设置完成后接口通
过该接口的 IP 地址访问防火墙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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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设置接口的管理方式

步骤 2 设置某个管理员账号允许的防火墙管理方式包括 HTTP 方式。
图1-8 设置管理员的登录类型

步骤 3 设置可信主机 I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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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防火墙时，除 Console 口方式外，HTTPS、HTTP、Telnet 和 SSH 方式都
需要用户将连接防火墙管理口的主机 IP 地址修改为可信主机地址允许范围
的 IP 地址。当可信主机功能未开启时，则不需要考虑可信主机的问题。

说明
防火墙默认可信 IP 为 10.0.0.44。登录防火墙后可以修改可信 IP 的范围。
选择“系统配置 > 管理主机”，单击 “添加”，添加可信主机。设置 IP 地址
范围，服务选择“设备管理”。

！

注意
针对没有单独 MGT 管理口的设备，用户如果需要修改业务口第一个网口的
IP 地址，建议用户先确认当前是否正在使用该接口管理设备。如果是，请先
在添加或修改对应的可信主机 IP，再修改业务口第一个网口的 IP 地址。否则，
您将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添加可信主机 IP，
或者重启防火墙恢复原有配置。

通过 HTTPS 方式登录防火墙 Web 界面
打开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s://fw-ip”，就可以打开防火墙的登
录界面。fw-ip 为防火墙接口的 IP 地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防火墙系统。

1.6 访问防火墙 CLI 界面
管理员可以通过 web 的“页面命令行”登录 CLI 界面。也可以通过 Telnet 方
式或 SSH 方式登录 CLI 界面。
只有管理员和接口同时开启 Telnet 方式或 SSH 方式，才可以通过 Telnet 方式
或 SSH 方式访问防火墙 CLI 界面。

奇安信集团

1-9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说明
Telnet 方式管理防火墙，管理数据是不加密的。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推荐
使用 Telnet 方式管理防火墙。

设置允许通过 Telnet 方式或 SSH 方式管理防火墙
步骤 1 设置某个接口允许的防火墙管理方式包括 Telnet 方式或 SSH 方式。
登录防火墙 Web 后，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选择一个防火墙的接口，单
击 ，设置该接口的管理方式。设置完成后接口通过该接口的 IP 地址访问
防火墙了。

步骤 2 设置某个管理员账号允许的防火墙管理方式包括 Telnet 或 SSH 方式。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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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设置可信主机 IP。
管理防火墙时，除 Console 口方式外，HTTPS、HTTP、Telnet 和 SSH 方式都
需要用户将连接防火墙管理口的主机 IP 地址修改为可信主机地址允许范围
的 IP 地址。

说明
防火墙默认可信 IP 为 10.0.0.44。登录防火墙后可以修改可信 IP 的范围。
选择“系统配置 > 管理主机”，单击 “添加”，添加可信主机。设置 IP 地址
范围，服务选择“设备管理”。

！

注意
针对没有单独 MGT 管理口的设备，用户如果需要修改业务口第一个网口的
IP 地址，建议用户先确认当前是否正在使用该接口管理设备。如果是，请先
在添加或修改对应的可信主机 IP，再修改业务口第一个网口的 IP 地址。否则，
您将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添加可信主机 IP，
或者重启防火墙恢复原有配置。

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防火墙
步骤 1 在可信主机上，选择“开始”菜单，打开“运行”，输入“telnet 10.0.0.1”，
弹出 CMD 命令行界面。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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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通过 Telnet 登录防火墙

步骤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成功后出现防火墙名称提示符。

通过 SSH 方式登录防火墙
步骤 1 运行 SecureCRT 软件，新建连接。
参数设置如图 1-10 所示，协议选择 SSH2，在主机名输入防火墙 IP 地址，输
入端口，设置完成后，单击“连接”。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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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新建 SSH 连接

步骤 2 成功与防火墙建立连接之后，会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用户名。输入完成后，
单击“确定”。
步骤 3 输入用户名对应密码。输入密码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输入成功后连接上防火墙。

1.7 部署向导
防火墙提供部署向导的功能，帮助用户快速配置防火墙基本功能。
选择“系统配置 > 部署向导”。
根据使用场景选择防火墙的工作模式。


防火墙作为二层设备使用，不改变原有网络结构，选择“透明模式”。



防火墙作为三层设备使用，部署于网络边界，选择“路由模式”。



防火墙旁路镜像部署，只做流量监测，选择“旁路镜像”。

1.7.1 透明模式
配置接口
步骤 1 配置业务接口。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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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WAN 接口和 LAN 接口。WAN 口指定防火墙连接外网的接口，LAN 指
定防火墙连接内网的接口。
步骤 2 （可选）配置静态路由。
根据需求指定目的地址/掩码和下一跳网关。
步骤 3 （可选）配置管理接口。
不选择管理接口时，首次登录默认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MGT 口，不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GE1 口作为管理接口。
选中“配置管理口”复选框后配置管理口参数，包括选择管理接口、配置接
口的 IP 地址/掩码、配置管理方式。

说明
部署向导中仅支持选择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和 MGT 口作
为管理接口。MGT 口作为管理接口时，需要事先保证管理路由可达，否则配
置向导无法成功配置。
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管理方式。


HTTPS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HTTPS 连接登录 Web 管理页面。



SSH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SSH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Telnet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Telnet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Ping 表示该接口会响应 ping 请求。



SNMP 表示允许管理设备通过 SNMP 通过该接口连接管理防火墙。

选中一个或多个方式后，用户可以通过该方式打开接口 IP 地址管理防火墙。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HTTPS 和 SSH。
步骤 4 （可选）配置 DNS。
DNS 用于解析用户访问的域名和防火墙升级使用的域名。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配置可信主机
可信主机功能用于设置可以登录防火墙的主机 IP 地址和可以使用的管理服
务。
防火墙默认的可信主机 IP 地址为 10.0.0.44。首次登录防火墙时，用户必须将
管理主机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0.0.44。
单击“添加可信主机”，添加防火墙信任的可信主机以及可信主机可以使用的
服务。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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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策略
配置向导中仅支持配置全通安全策略，即源和目的都为 any，允许任何流量
通过。默认开启全通策略。用户仅需配置策略的名称。配置完成后，单击“下
一步”。

检查许可证
许可证用于对受控的功能进行授权。请检查需要的功能最大连接数是否够用，
存在有效期的功能剩余天数是否充足，授权状态是否正常。已经到期或未授
权的许可将影响功能的正常使用。
若无异常，请单击“下一步”，否则请联系客服更换许可证。

确认配置
完成以上配置后，请再次检查配置项是否正确。若配置无误，请单击“应用”，
否则，请单击“上一步”，修改配置。

1.7.2 路由模式
配置接口
步骤 1 指定业务接口。
选择 WAN 接口和 LAN 接口，并指定接口的静态 IP 地址和掩码。WAN 口指
定防火墙连接外网的接口，LAN 指定防火墙连接内网的接口。
步骤 2 （可选）配置静态路由。
根据需求指定目的地址/掩码和下一跳网关。
步骤 3 （可选）配置管理接口。
不选择管理接口时，首次登录默认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MGT 口，不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GE1 口作为管理接口。
选中“配置管理口”复选框后配置管理口参数，包括选择管理接口、配置接
口的 IP 地址/掩码、配置管理方式。

说明
部署向导中仅支持选择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和 MGT 口作
为管理接口。
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管理方式。


HTTPS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HTTPS 连接登录 Web 管理页面。



SSH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SSH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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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net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Telnet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Ping 表示该接口会响应 ping 请求。



SNMP 表示允许管理设备通过 SNMP 通过该接口连接管理防火墙。

选中一个或多个方式后，用户可以通过该方式打开接口 IP 地址管理防火墙。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HTTPS 和 SSH。
步骤 4 （可选）配置 DNS。
DNS 用于解析用户访问的域名和防火墙升级使用的域名。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配置可信主机
可信主机功能用于设置可以登录防火墙的主机 IP 地址和可以使用的管理服
务。
防火墙默认的可信主机 IP 地址为 10.0.0.44。首次登录防火墙时，用户必须将
管理主机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0.0.44。
单击“添加可信主机”，添加防火墙信任的可信主机以及可信主机可以使用的
服务。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配置安全策略
配置向导中仅支持配置全通安全策略，即源和目的都为 any，允许任何流量
通过。默认开启全通策略。用户仅需配置策略的名称。配置完成后，单击“下
一步”。

检查许可证
许可证用于对受控的功能进行授权。请检查需要的功能最大连接数是否够用，
存在有效期的功能剩余天数是否充足，授权状态是否正常。已经到期或未授
权的许可将影响功能的正常使用。
若无异常，请单击“下一步”，否则请联系客服更换许可证。

确认配置
完成以上配置后，请再次检查配置项是否正确。若配置无误，请单击“应用”，
否则，请单击“上一步”，修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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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旁路镜像
配置接口
步骤 1 配置监听接口。
从可选接口列表中选择加入已选接口列表。
步骤 2 （可选）配置静态路由。
根据需求指定目的地址/掩码和下一跳网关。
步骤 3 （可选）配置管理接口。
不选择管理接口时，首次登录默认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MGT 口，不带 MGT
口的设备使用 GE1 口作为管理接口。
选中“配置管理口”复选框后配置管理口参数，选择管理接口、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掩码、配置管理方式。

说明
部署向导中仅支持选择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和 MGT 口作
为管理接口。
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管理方式。


HTTPS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HTTPS 连接登录 Web 管理页面。



SSH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SSH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Telnet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Telnet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Ping 表示该接口会响应 ping 请求。



SNMP 表示允许管理设备通过 SNMP 通过该接口连接管理防火墙。

选中一个或多个方式后，用户可以通过该方式打开接口 IP 地址管理防火墙。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HTTPS 和 SSH。
步骤 4 （可选）配置 DNS。
DNS 用于解析用户访问的域名和防火墙升级使用的域名。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配置可信主机
可信主机功能用于设置可以登录防火墙的主机 IP 地址和可以使用的管理服
务。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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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默认的可信主机 IP 地址为 10.0.0.44。首次登录防火墙时，用户必须将
管理主机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0.0.44。
单击“添加可信主机”，添加防火墙信任的可信主机以及可信主机可以使用的
服务。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配置安全策略
配置向导中仅支持配置全通安全策略，即源和目的都为 any，允许任何流量
通过。默认开启全通策略。用户仅需配置策略的名称。配置完成后，单击“下
一步”。

检查许可证
许可证用于对受控的功能进行授权。请检查需要的功能最大连接数是否够用，
存在有效期的功能剩余天数是否充足，授权状态是否正常。已经到期或未授
权的许可将影响功能的正常使用。
若无异常，请单击“下一步”，否则请联系客服更换许可证。

确认配置
完成以上配置后，请再次检查配置项是否正确。若配置无误，请单击“应用”，
否则，请单击“上一步”，修改配置。

1.8 置顶菜单说明
1.8.1 登录云镜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跳转到天御云.云镜登录页面。云镜可以为用户提供
日志存储空间，并提供安全态势、失陷主机、资产安全、网络感知、策略分
析、设备管理、报表等增值服务。

1.8.2 保存当前配置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重启后会被丢失。

保存图标，保存系统当前配置。没有保存的配置，设备

1.8.3 查看告警详情
当系统告警图标 呈现红黄色交替闪现时，说明防火墙当前系统有告警信息。
单击该图标，弹出“告警详情”页面。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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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详情”页面显示防火墙自动产生的系统信息，包括升级告警、光模块异
常告警、威胁情报引发的告警等。

说明
告警信息按优先级排序，而不是按时间排序。所以有些新的告警可能不在最
上端显示。
可以将告警标记为已读或未读。通过选中“仅显示未读”，过滤出所有未读的
告警信息。可以在查询框中输入告警关键字，查询需要的告警。

1.8.4 查看应急响应提示信息
当防火墙收到应急响应信息时，会在页面右上角告警图标的下方弹出一个提
示框。

每页最多显示两条应急响应信息。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处置”或“忽略”按
钮，处置或忽略该应急响应；通过单击“详情”可以查看该应急响应详情信
息。
单击“处置”或“忽略”后，会提示是否确定执行该操作的提示框。确定执
行后，跳转到“应急响应”页面，查看该应急响应执行的状态。若处置失败，
则显示“处置异常”。
单击“关闭”（

）按钮，可以关闭应急响应提示框。

1.8.5 查看 License 状态提示信息
当 License 存在过期等异常信息时，用户登录防火墙后，会在告警图标和“应
急响应”提示框的下方弹出一个提示框进行提示。
单击“提示信息”，跳转到“许可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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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切换虚拟系统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管理的
虚拟系统。对该虚拟系统的功能进行管理配置。

1.8.7 定制首页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定制首页。仅在首页时显示该按钮。

设置刷新方式
会话监控、威胁排行、接口信息、接口实时流 量、应用排行、系统信息等区
域框支持手动刷新和自动刷新方式。自动刷新的频率可以设置为“5 秒”、
“10
秒”、“30 秒”和“1 分钟”。
对于统计时间比较长的监控项可以手动刷新或设置较长的刷新时间。

设置显示项目
首页默认打开显示会话监控、接口实时流量、威胁排行、应用排行、接口信
息、系统信息等区域框。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对应选项，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首页不显示
关闭的项目。
单击“选择”，从已选项目中移除不想显示的项目，也可以实现关闭对应显示
项；还可以通过“选项”添加之前已关闭显示的项目。
调整“首页定制”对话框中项目的位置，对应调整首页项目的显示位置。

1.9 账号相关操作
单击当前管理员

下拉箭头，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单击“关于”，查看防火墙版本号。



单击“帮助”，查看防火墙联机帮助。



单击“页面命令行”，打开命令行入口，通过命令行设置防火墙功能。



单击“修改密码”，修改管理员密码。建议定期修改密码，保证密码安全。



单击“恢复出厂配置”，防火墙配置将恢复到出厂设置。请慎重执行该操
作。



单击“重启”，重新启动防火墙。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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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保存并重启”，保存配置并重新启动防火墙。该功能等同于保存和
重启。



单击“退出”，退出当前登录账号。

1.10 首页信息说明
首页显示日志及告警统计信息、防火墙资源监控信息，会话监控、接口实时
流量，威胁排行、应用排行以及防火墙的接口信息、系统信息。

1.10.1 日志及告警统计信息
日志及告警统计信息显示需要用户关注的最近 7 天失陷主机、全部阻断失陷
主机、最近 7 天风险主机、全部阻断风险主机、最近 1 天威胁统计、最近 1
天应急响应、最近 1 天告警信息以及最近 1 天重点关注的情况。

最近 7 天失陷主机
说明
最近 7 天失陷主机是指最近 7 天内威胁情报检测到的确定已经失陷的主机。
单击“最近 7 天失陷主机”，带条件跳转到“失陷主机”页面，查看最近 7
天失陷主机的详情并可以对失陷主机进行处置。

全部阻断失陷主机
全部阻断失陷主机统计的是防火墙运行全部时间内被阻断的失陷主机。
单击“全部阻断失陷主机”，带条件跳转到“失陷主机”页面，查看全部时间
内已阻断的失陷主机的详情。

最近 7 天风险主机
说明
风险主机是指威胁情报检测到失陷可能性很高的主机。
单击“最近 7 天风险主机”，带条件跳转到“风险主机”页面，查看最近 7
天风险主机的详情并可以对风险主机进行处置。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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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阻断风险主机
单击“全部阻断风险主机”，带条件跳转到“风险主机”页面，查看全部时间
内已阻断的风险主机的详情。

最近 1 天威胁统计
说明
最近 1 天威胁统计展示最近 24 小时内防火墙上的威胁统计值。威胁统计值通
过威胁日志的命中数进行计算。
单击“最近 1 天威胁统计”，跳转到“威胁统计”页面。查看威胁统计情况。

最近 1 天应急响应
说明
最近 1 天应急响应展示最近 24 小内防火墙收到的应急响应通知。
单击“最近 1 天应急响应”，跳转到“应急响应”页面。查看防火墙收到的应
急响应通知并进行处置。

最近 1 天告警信息
最近 1 天告警显示最近一天收到的告警信息。单击“最近 1 天告警信息”，打
开“告警详情”，查看告警详情，并可以对告警进行已读或未读标记分类。

最近 1 天重点关注
最近 1 天重点关注显示最近 24 小时内访问了重点关注 URL 或重点关注应用
的用户数。
单击“最近 1 天重点关注”，进入“重点关注”页面。该页面可以查看重点关
注用户、重点关注 URL 分类和重点关注应用的统计图。

1.10.2 设备资源监控
首页右侧展示防火墙设备资源监控数据，包含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系
统/数据盘使用率、风扇转速。没有硬盘的设备只显示系统盘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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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监控到的数值不超出具体阈值时，数字显示为绿色，说明状态正常。
当数值超出阈值时，数字显示为红色，说明状态异常。CPU 使用率、内存使
用率、系统/数据盘使用率的阈值，用户可以进行设置。风扇转速的阈值跟设
备型号有关系，每个型号的阈值不同。
在“CPU 使用率”区域框中任意地方单击，进入“CPU 使用率”页面，查看
CPU 使用率详情。
在“风扇转速”区域框中任意地方单击，进入“风扇状态”页面，查看 CPU
风扇和机箱风扇的转速。

1.10.3 会话监控
会话监控展示 24 小时或 7 天内的新建会话数和并发会话数的统计情况。

会话监控图横坐标为时间，左侧纵坐标为并发会话数的纵坐标，单位为“条”。
右侧纵坐标为新建会话数的纵坐标，单位为“条/秒”。
单击图形右上角的“新建数”或“并发数”图注，可以关闭或打开对应曲线。
若需要查看某个历史时间段内并发会话趋势或新建会话趋势，单击“
”，
跳转到“连接监视器”页面，查看并发连接数趋势或者新建会话连接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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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监控区域框的其他操作说明如下：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单击“

”手动刷新页面。



单击

”打开折叠的区域框。

，关闭区域框。

1.10.4 接口实时流量
接口实时流量展示最近 15 分钟内接口的接收流量和发送流量。单击左侧的下
拉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接口。

单击图形右上角的“接收”或“发送”，关闭或打开对应曲线。
接口实时流量页面每 5 秒钟自动刷新一次。
若需要查看某个历史时间段内接口的流量趋势，可以单击“
”，跳转到“连
接监视器”页面查看某个接口某个时间段内的流量趋势。默认显示最近一天
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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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实时流量区域框中其他操作说明如下：


单击“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打开折叠的区域框。

”，关闭区域框。

1.10.5 威胁排行
威胁排行展示最近 7 天内威胁次数最多的 TOP5 威胁子分类的排行。通过威
胁排行图可以获知一周内 TOP5 威胁子分类每天的威胁次数。

若需要了解某一威胁子分类的其他统计情况，例如了解最近 15 分钟、最近
24 小时内的统计情况，请单击该威胁子类型对应横线上的圆点。此操作会带
过滤条件跳转到“威胁统计”页面，过滤条件指定某个威胁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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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排行区域框的其他操作说明如下：


单击“
”，跳转到“威胁统计”页面，查看全部威胁子分类的威胁统
计情况。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单击“

”手动刷新页面。



单击“

”，关闭区域框。

”打开折叠的区域框。

1.10.6 应用排行
应用排行展示 24 小时或 7 天内 TOP10 应用。通过应用排行可以获知 24 小时
或一周内的应用排行、应用流量占比、字节数和应用的风险等级。

若需要了解某个应用或协议的字节数或会话数统计情况，可以在该应用对应
的区域框中单击鼠标，跳转到“网络监视器”页面。在“网络监视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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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其他时间段的流量或会话统计情况。可以查看 TOP5、TOP10、TOP20
的应用排名情况。

应用排行区域框的其他操作说明如下：


单击“

”，跳转到“网络监视器”页面，查看应用统计。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单击“

”手动刷新页面。



单击“

”，关闭区域框。

”打开折叠的区域框。

1.10.7 系统信息
选择“首页”，查看系统信息。系统信息展示防火墙网关名称、版本号、版本
别名、设备名称、客户信息、系统时间、系统运行时间、HA、在线管理员数
量和序列号。系统运行时间，是防火墙从重启后到目前为止持续运行的时间。
防火墙的序列号，是制作防火墙许可证的重要依据。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单击“

”手动刷新页面。



单击“

”，关闭区域框。



单击产品名称对应的



单击在线管理员对应的
录方式和在线时长。

”打开折叠的区域框。

，修改产品名称。
，查看在线管理员的名称、角色、IP 地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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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接口信息
选择“首页”，查看接口信息。接口信息显示防火墙上的物理接口名称、别名、
状态、速率和发送/接收的速率。



单击“

”，跳转到“接口”页面，查看接口的详细信息。



单击“

”，折叠该区域框；单击“



单击“

”手动刷新页面。



单击“

”，关闭区域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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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

2.1 设备管理
2.1.1 本机设置
设置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用于对设备进行标识。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
步骤 2 设置设备名称。
设备默认名称为 NSG，用户可以自定义为其他名称。设备名称支持中文、字
母、数字、@、下划线“_”、连字符“-”、以及点“.”，范围为 1~63 字符。
修改后的设备名称可以在“首页 > 系统信息”中查看。
步骤 3 设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设置系统时间
系统时间是防火墙系统的时间。若开启了 NTP 功能，则不需要手动修改系统
时间。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
步骤 2 设置系统时间。


方法一：单击“与本机同步”，提示执行成功后，防火墙的系统时间会立
刻同步为管理员使用的管理主机的当前时间。
“时间”文本框的内容改为
执行与本机同步时的时间。



方法二：手工修改时间和时区。修改“时间”文本框中的时间后，单击
“应用”，系统时间改为设置的时间。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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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NS
设置 DNS 是为了让防火墙在访问域名时能够进行域名解析。例如，用户配置
了域名地址或者用户指定的特征库升级服务器为域名时，防火墙需要使用
DNS。防火墙支持一主二备 DNS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
步骤 2 设置首选 DNS 和备选 DNS 服务器地址。


首选 DNS 服务器

若 DNS 服务器地址为运营商所提供的服务器，建议与出口链路运营商匹配。
如出口链路为北京联通，DNS 服务器建议填写北京联通的 DNS。


备选 DNS 服务器

当首选 DNS 服务器无应答时，会启用备选 DNS 服务器。
步骤 3 设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设置 NTP
设置防火墙作为 NTP 客户端与 NTP 时间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NTP 服务启
用后才会生效。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
步骤 2 启用 NTP。
选中“启用”后，NTP 服务才会生效。
步骤 3 设置服务器地址或名称，并设置是否作为主服务器。
用户可以填写最多不超过三个服务器地址或名称。
步骤 4 配置时间策略。
在网络繁忙的情况下，为了降低资源浪费，保证与 NTP 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
的效率，配置时间同步时会要求用户填写时间策略。
参数

说明

最小查询间隔

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与 NTP 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的时
间查询间隔以最小查询间隔的配置为准。
单位为 2 的 N 次方秒。指定范围 3-10，须小于等于最大
查询间隔。
例如，用户将最小查询间隔设置为 3，在网络正常的情
况下，设备每隔 2 的 3 次方秒(即 8 秒)，向 NTP 服务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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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请求进行时间同步。

最大查询间隔

在网络繁忙的情况下，与 NTP 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的时
间查询间隔会以一定的算法向最大查询间隔的指定值偏
移。
单位为 2 的 N 次方秒。指定范围 3~10。
例如，用户将最大查询间隔设置为 10，在网络繁忙的情
况下，设备向 NTP 服务器发送查询请求的时间间隔会随
着网络繁忙引起的延迟增大而向 2 的 10 次方秒偏移。直
到查询请求的时间间隔增大到 2 的 10 次方秒（即 1024
秒）。当网络恢复正常后，时间间隔将还原为以最小查
询间隔为准。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设置 RESTful API
RESTful API 是第三方客户端调用防火墙的北向 API 接口。通过使用
RESTfulAPI，第三方客户端可以对防火墙进行配置管理。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
步骤 2 配置本地端口和协议。

步骤 3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RESTful API，允许第三方客户端与防火墙通
信。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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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管理主机
防火墙允许用户通过可信主机和可信 MAC 设置可以登录和管理防火墙的用
户终端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以及信任主动与防火墙通信的终端安全管理
系统、SNMP 服务器。管理端口用于设置登录服务的端口号。

说明
可信主机、可信 MAC 的配置对 HTTP、HTTPS、TELNET、SSH 以及 SNMP
登录方式有效。通过 Console 方式登录的用户则不受此限制。

添加可信主机
可信主机功能用于设置可以登录防火墙的主机 IP 地址和可以使用的管理服
务。此功能开启后，仅可信主机 IP 范围内的主机可以登录防火墙。此功能默
认开启。关闭该功能后将不再限制登录防火墙的主机 IP，所有 IP 都可以管理
防火墙。
防火墙默认的可信主机 IP 地址为 10.0.0.44。首次登录防火墙时，用户必须将
管理主机的 IP 地址配置为 10.0.0.44。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在“可信主机”页面，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可信主机的 IP 地址和允许的服务。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可信主机的 IP 地址范围。支持 IPv4 地址、IPv4 地址范围、
IPv6 地址、IPv6 地址范围。
例如：10.10.1.2，代表一台 IPv4 主机；
10.10.1.2-10.10.1.10，代表 IPv4 主机地址范围，该范围内的
所有主机均包含在内；
11::11，代表一台 IPv6 主机；
11::11-11::22，代表 IPv6 主机范围，该范围内的所有主机均
包含在内。

描述

添加对管理主机的说明。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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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

指定可信主机对应的服务。服务分为：


设备管理

可信主机用于登录管理防火墙设备。


协同防护

可信主机为向防火墙发送信息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天眼等。
只有将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天眼等设置为防火墙的可信主机，
防火墙才会接收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天眼反馈的信息，实现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天眼的协同防护。


SNMP

当防火墙设备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时，需要
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信主机并选择 SNMP 服务。防
火墙设备通过 SNMP 向智慧管理分析系统发送 CPU 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等监控数据信息。


RESTful API

可信主机为通过 RESTful API 对防火墙进行管理的第三方客
户端。

说明
当可信主机地址范围显示为 0.0.0.0-255.255.255.255，服务为“设备管理”时，
代表任意一个 IP 地址的主机均可连接管理本台防火墙。建议用户在日常的维
护中精确配置可信主机范围。避免不受信任的 IP 地址登录管理您的防火墙。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选中“启用”。
防火墙默认启用可信主机功能。若要关闭此功能，取消选中“启用”，则可信
主机的配置不生效，所有主机都可以管理防火墙。

添加可信 MAC
用户不仅可以通过 IP 地址来限制可管理防火墙的主机范围，同时还可以通过
指定 MAC 地址来限制可管理防火墙的主机范围。
该功能默认关闭。此功能必须开启后才能生效。启用可信 MAC 后，登录设
备的 MAC 地址必须为可信 MAC，才可管理防火墙。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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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可信 MAC”。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设置可信主机的 MAC 地址。
MAC 地址格式为 AA:AA:AA:AA:AA:AA，最多可添加 64 个可信 MAC 地址。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可信 MAC 地址在可信 MAC 地址列表中显示。可以对添加的 MAC
地址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步骤 6 选中“启用”，开启可信 MAC 功能。
默认该功能不开启。只有开启后该功能才生效。

设置管理端口
设置通过 Telnet、SSH、HTTP 或 HTTPS 管理防火墙的端口。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单击“管理端口”。
步骤 3 查看或修改管理端口。
默认的登录协议的管理端口为默认的知名端口。用户可以对管理端口进行修
改。请确保使用通信协议的两端设置的管理端口一致。

步骤 4 修改完成，单击“应用”。

2.1.3 管理账号
管理账号用于对防火墙进行业务配置、日志审计及账户安全管理等操作。通
过为不同级别的管理员账号设置不同的角色，限制管理员账号的权限。从而
达到对管理员用户赋予最小权限，提高防火墙本身安全性的目的。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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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管理员密码必须定期修改以保证管理员账号的安全。

缺省管理员
防火墙默认存在一个名称为 admin 的超级管理员，该管理员的密码
为!1fw@2soc#3vpn。该管理员不能被删除。
默认管理员 admin 的属性如图 2-1 所示。其中默认管理员的名称、描述、认
证类型、系统、角色都不能修改。只能修改密码和登录类型。
图2-1 默认管理员

添加管理员
建议为每个管理人员配置单独的管理账号，方便通过日志跟踪每个管理员的
操作。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账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管理员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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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管理员名称

配置管理员账号所对应的登录用户名。该账号不能和设备
上已有的管理员账号重复。
管理员名称必须以字母、数字或中文开头，并可以包含下
划线“_”、连字符“-”、点“.”、或@等特殊字符。

描述

可选项。为管理员添加必要的说明信息。

认证类型



认证类型为本地。
表示该管理员为本地用户。通过密码进行本地认证。密
码必须符合系统要求的密码复杂度，才能配置成功。



认证类型为远程。
远程表示该管理员通过服务器进行认证。Local 表示防火
墙本地认证服务器，若通过第三方认证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TACACS+服务器、LDAP 服务器或证书服务器
等）进行认证，需要先配置认证服务器，然后在下拉菜
单中选择认证服务器。认证服务器的配置请参见 7.2.3 认
证服务器。

系统

选择用户所属的系统。
默认用户属于根系统（root-vsys）。若要创建虚拟系统的
管理员，必须先创建虚拟系统，只有创建好的虚拟系统才
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角色

用户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该管理员所属的角色，并为该
管理员账号授权相应的权限。

密码和确认密
码

仅认证类型选择“本地”时，需要配置。
密码复杂度可以在“登录设置”页面设置。默认必须包含
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管理员密码不支持空格、问号、
单引号、双引号、\\、&、<、>等特殊字符。
管理员账号对应的密码。

认证服务器

仅认证类型选择“远程”时进行配置。
指定对管理员账号进行认证的服务器。认证服务器类型可
以是 Local、Radius、LDAP、AD、TACACS+和 POP3。

登录类型

指定该管理员账号可以使用的登录类型。登录类型支持
HTTP、HTTPS、CONSOLE、TELNET、SSH。仅选中对
应方式后才会允许使用该方式管理防火墙。可以开启多种
登录方式。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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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管理员在管理员列表中显示。可以对自定义的管理员进行修改、删
除、查询等操作。

2.1.4 管理角色
默认管理角色说明
防火墙默认存在八种角色。对这八种默认角色的说明如表 2-1 所示。
表2-1 默认角色

默认角色

说明

超级管理员

具有防火墙全部功能的读写权限。

审计管理员

具有“分析中心”和“数据中心”的读写权限，具有其
他功能的只读权限。

配置管理员



具备管理员账号和管理员角色的只读权限。



具备除管理员账号和管理员角色以外所有功能的读写
权限。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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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角色

说明

账户管理员



具备“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下的“管理主机”、“管
理账号”、“管理角色”、“管理证书”、“锁定管理”、
“登录设置”的读写权限。
具备“首页”，“分析中心”，数据中心的“流量日志”、
“威胁日志”、“沙箱日志”、“域名日志”、“URL
过滤日志”、“邮件过滤日志”、“内容日志”、“行
为日志”、“模糊搜索”、“威胁统计”、“连接监视
器”、“重点关注”、“系统监控”，“处置中心”，
对象配置的“用户”、“用户组”、“用户角色”、“认
证服务器”，“网络配置”的“接口”、“安全域”、
“VLAN”、“桥”、“IPSec 手工隧道”、“IPSec IKE
网关”、“IPSec 隧道”、“SSL VPN”、“GRE 隧道”、
“6in4 隧道”、“VPN 地址池”、“DS-Lite”，以及“系
统配置”的“许可证”、“虚拟系统”、“可信 CA”、
“证书列表”、“一般证书”、“部署向导”功能的只
读权限。



不具备数据中心的“即时通信日志”、“操作日志”、
“系统日志”、“日志设置”、“网络概况”、“应用
趋势”、“威胁地图”、“网络监视器”、“连接监视
器”、“丢包统计”、“会话”、“隧道监控”、“用
户监控”、“资产监控”、“路由监控”、“会话限制
监控”、“报表”，“策略配置”，对象配置的“地址”、
“国家/地区”、“服务”、“应用”、“手工绑定”、
“AD 联动”、“时间”、“资产管理”、“关键字组”、
“URL 分类”、“安全配置文件”、“安全配置文件组”、
“自定义签名”、
“解密配置文件”，网络配置的“DNS”、
“DHCP”、“ARP”、“MAC”、“路由”、“L2TP
VPN”、“PPTP VPN”、“长连接”、“接口联动”、
“邻居表”、
“链路健康检查”、
“802.1x 认证”、
“VXLAN”，
系统配置的“本机设置”、“配置文件”、“SNMP”、
“升级管理”、“告警管理”、“高可用性”、“集中
管理”、“协同防护”、“云镜”、“请求文件”、“SSL
解密证书”、“本地 CA”、“证书审批”、“诊断工
具”的权限。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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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角色

说明

RESTful API 管
理员

连接第三方设备的 RESTful API 管理员，权限如下：

OpenC2 联动管
理员

虚系统配置管理
员

虚系统审计管理
员

具备“应用”、“用户”、“关键字组”、“URL 分
类”、“安全配置文件”、“安全配置文件组”“自定
义签名”、“接口”、“安全域”、“VLAN”、“桥”、
“长连接”的只读权限。





具备“安全策略”、“NAT 策略”、“地址”、“国
家/地区”、“服务”、“时间”、“高可用性”的读
写权限。



不具备除以上功能外其他功能的权限。

与防火墙联动的天眼、NGSOC 管理员角色，权限如下：


仅具备“处置中心”的“人工处置”的读写权限。



不具备其他功能的权限。

某个虚系统的配置管理员。


具备该虚系统下管理员账号和管理员角色的只读权限。



具备该虚系统下除管理员账号和管理员角色以外所有
功能的读写权限。

某个虚系统的审计管理员。
具有该虚系统的“分析中心”和“数据中心”的读写权
限，具有其他功能的只读权限。

自定义管理角色
默认角色无法满足您的需求时，可以添加自定义角色。处于安全性的考虑，
推荐为相应管理员角色配置对应职权范围内最小权限。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角色”。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管理员角色的名称和权限。
根据需要配置该角色对于每个模块的权限。可以为角色指定对功能模块具有
只读、读写或无操作权限。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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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管理员角色在管理员角色列表中显示。可以对自定义的管理员角色
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2.1.5 管理证书
本机证书是防火墙作为服务器端的证书。本机证书缺省使用默认证书。默认
的本机证书、CA 证书、管理员证书由防火墙默认集成的 CA 中心自动生成。
在用户通过 HTTPS 方式登录管理防火墙时，用户的浏览器会对此证书进行
认证。
当防火墙出厂之后第一次加电启动时，防火墙内默认集成的 CA 中心，会自
动生成“本机证书”和“管理员证书”，默认有效期为十年。

更新本机证书和 CA 证书
管理员可以向本机 CA 中心或其他 CA 中心为本机申请证书。本机证书更新
的同时也会更新 CA 证书。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证书”。
步骤 2 单击“更新证书”。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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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证书导入方式。

步骤 4 选择证书，并单击“导入”。
导入证书之后，本机证书和 CA 证书都会被替换为用户采用的证书。而本机
CA 中心自动生成的管理员证书不再显示。
当用户不需要继续使用第三方 CA 中心的证书，希望还原为防火墙默认的本
机证书、CA 证书、管理员证书时，只需要单击“使用默认证书”即可。

导出 CA 证书
本地 CA 为 PKI 系统当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切证书的来源。本地 CA 支持导
出 CA 证书。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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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证书”。
步骤 2 单击“导出 CA 证书”。

步骤 3 选择证书保存的路径。
步骤 4 单击“下载”，保存 CA 证书。

导出管理员证书
当用户在“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登录设置”中，启用“认证管理员证书”
后，用户通过 HTTPS 的方式管理防火墙时，需要对作为客户端的管理主机
进行证书认证。
当用户使用防火墙默认 CA 中心生成的管理员证书进行认证时，需要将此处
的管理员证书导出，安装在管理防火墙的主机上。更新证书后，原来的管理
员证书失效，需要使用为防火墙颁发证书的 CA 生成新的管理员证书。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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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证书”。
步骤 2 展开“管理员证书”。
步骤 3 单击“导出管理员证书”。
步骤 4 设置私钥保护密码。
证书格式为 pkcs12。私钥保护密码取值为 4~20 个字符。为保证证书的安全
请妥善保管该密码。

步骤 5 单击“导出”。

在管理主机安装管理员证书
将导出的管理员证书或第三方 CA 中心生成的证书安装在管理防火墙的主机
上。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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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锁定管理
用户在“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登录设置”中，启用“配置登录安全策略”
后，当管理帐号的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达到允许失败次数后，相应管理帐号将
被锁定。锁定时间内用户无法再次登录防火墙。
被锁定用户可以使用其他 IP（IP 锁定）或其他管理帐号（用户名锁定）对被
锁定帐号进行解锁。解锁的管理员必须具有锁定管理的读写权限。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锁定管理”。
步骤 2 选中锁定列表中的对应 IP 或帐号。
按 IP 地址锁定时，锁定对象显示被锁定的 IP 地址；按用户名锁定时，锁定
对象显示被锁定的管理员账号名称。

说明
基于用户名进行锁定的方式，需要用户切实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当有不受
信任的攻击者试图猜测管理员密码时，如果选择锁定用户名，会导致在锁定
时间内真正的管理员也无法登录防火墙进行管理。
锁定时间列显示锁定剩余时间。
步骤 3 单击“解锁”。

2.1.7 登录设置
登录设置用于提高管理账号和系统的安全性。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登录设置”。
步骤 2 设置超时参数和安全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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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登录超时时间

设置管理员登录防火墙的超时时间，包括 web 页面和 cli
界面。当填写为 0 时表示没有超时限定。
当管理员登录防火墙 Web 管理页并且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达到超时时间所设置的上限之后，防火墙会断开与该管理
员的会话，用户需要刷新 Web 管理页面并重新登录防火墙
才能继续管理。

密码有效期

用户可以指定管理员密码的有效期为多少天，填写为 0 时
代表不对密码有效期做限制，系统默认填写为 0。
密码有效期到期之后，需要用户重新修改密码。

密码最小长度

用户可以自定义密码的最小长度。

复杂度

设置密码的复杂度要求。选中所有复选框则需同时满足所
有条件。

配置登录安全策略
默认启用。登录安全策略的设定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受信任的攻击者试图暴力
破解管理员账号的密码。开启后可设置登录安全策略，不开启则不启用登录
安全策略功能。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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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允许失败次数

用户可以自定义允许失败次数。默认为 5 次，范围为 3-5
次。
当用户输错密码的次数达到允许的失败次数，并且相邻两
次登录的间隔小于两次登录失败间隔，该用户或 IP 会被动
态锁定。

两次登录失败
间隔

用户可以自定义两次登录失败间隔，默认为 30 秒。


当本次登录失败与上一次登录失败的间隔时间小于该时
间的，会被连续计数，直到失败次数达到允许次数后，
该用户或 IP 会被锁定。



当本次登录失败与上一次登录失败的间隔时间大于该时
间的，不会被连续计数。

登录锁定时间

动态登录锁定时间，默认为 3600 秒，范围为 60-3600 秒。

锁定方式

分为 IP 锁定和用户名锁定。

认证管理员证
书



锁定方式为“IP 锁定”时，将锁定 IP 地址。锁定时间内
该 IP 地址将无法通过用户名登录防火墙。默认锁定方式
为 IP 锁定。



锁定方式为“用户名锁定”时，将锁定用户名。锁定时
间内该用户名无法登录防火墙。

防火墙默认对管理员进行密码认证，开启认证管理员证书
后将对管理员使用的管理主机进行证书认证。从而实现密
码和证书双重认证。
选中“启用”之后，当用户通过 HTTPS 方式登录管理防
火墙时，防火墙会对管理员进行证书认证。在启用此功能
之前，用户需要先确认已经在管理主机上导入了管理员证
书。

步骤 3 设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2.1.8 查看在线管理员
在“首页”的“系统信息”区域框中可以查看在线管理员的数目。单击“在
线管理员”对应的查看，可以查看在线管理员的详情，包括管理员名称、角
色、地址、登录方式和在线时长等参数。
管理员还可以通过“操作日志”查看管理员的各项操作。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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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置文件
2.2.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导出配置时不支持导出管理证书，再次导入配置文件后，管理证书自动变为
默认证书。因此若用户原来使用的证书不是默认证书，导入配置后，请通过
“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证书”，导出管理员证书，并在管理主机客户
端进行证书更新；或开启 http 或命令行管理方式，否则可能无法管理防火墙。

2.2.2 导出配置
导出配置类型支持最后保存配置、当前配置、历史配置，并支持加密配置文
件。
用户可以选择将配置文档导出到本地、FTP 服务器、TFTP 服务器。

导出配置到本地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出配置”。
步骤 2 选择配置类型。


最后保存配置
表示用户最后一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配置类型选择“最后保存配置”时，指定配置文件所属的系统。
虚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导出当前系统的最后保存配置，根系统管理员可
以选择导出根系统或所有虚拟系统最后保存的配置。



当前配置
导出用户当前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



历史配置
用户最近三次保存的配置文件会以保存的时间点为基础记录到历史配置
中。
选择“历史配置”时，选择导出哪个时间保存的配置文件。
导出历史配置支持用户在最近三次记录的历史配置中选择其中一个进行
导出。

步骤 3 选择导出到“本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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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是否开启密文。
选中“密文”之后，用户导出的配置文件将以加密的方式保存。通过文本编
辑软件打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为密文。
步骤 5 配置加密密码。
加密功能需要用户指定加密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请用户牢记加密密码，
以便再次导入加密配置文件时，用于解密配置文件。
步骤 6 单击“导出”。
导出到本地，会将用户所选择的配置文件导出到当前管理防火墙的管理主机
上。

导出配置到 FTP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出配置”。
步骤 2 选择配置类型。


最后保存配置

表示用户最后一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配置类型选择“最后保存配置”时，指定配置文件所属的系统。
虚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导出当前系统的最后保存配置，根系统管理员可以选
择导出根系统或所有虚拟系统最后保存的配置。


当前配置

导出用户当前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


历史配置

用户最近三次保存的配置文件会以保存的时间点为基础记录到历史配置中。
步骤 3 选择导出到“FTP 服务器”。
步骤 4 配置 FTP 服务器相关参数，单击“应用”。单击“应用”后，FTP 相关参数
会保存。
参数

说明

自动上传

仅“配置类型”为“最后保存配置”时支持自动上传。
选中“自动上传”复选框后，防火墙会自动将选择类型的配
置文件上传到 FTP 服务器。

自动上传时间

设置自动上传时间。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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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保存时间

仅“配置类型”为“历史配置”时需要选择保存时间。
选择“历史配置”时，选择导出哪个时间保存的配置文件。
导出历史配置支持用户在最近三次记录的历史配置中选择
其中一个进行导出。

服务器地址

指定 FTP 服务器地址。用户需确保防火墙到 FTP 服务器可
达。

文件名

为导出的配置文件指定文件名。如果 FTP 是 Windows 服务
器，导出配置时的文件名不能含有: / \ * " ? < > | 几种特殊
符号。

用户名

指定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指定登录 FTP 服务器的密码。

步骤 5 选择是否开启密文。
选中“密文”之后，用户导出的配置文件将以加密的方式保存。通过文本编
辑软件打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为密文。
步骤 6 配置加密密码。
加密功能需要用户指定加密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请用户牢记加密密码，
以便再次导入加密配置文件时解密配置文件。
步骤 7 单击“导出”。

导出配置到 TFTP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出配置”。
步骤 2 选择配置类型。


最后保存配置
表示用户最后一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配置类型选择“最后保存配置”时，指定配置文件所属的系统。
虚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导出当前系统的最后保存配置，根系统管理员可
以选择导出根系统或所有虚拟系统最后保存的配置。



当前配置
导出用户当前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



历史配置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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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最近三次保存的配置文件会以保存的时间点为基础记录到历史配置
中。
步骤 3 选择导出到“TFTP 服务器”。
步骤 4 配置 TFTP 服务器相关参数，单击“应用”。单击“应用”后，TFTP 相关参
数会保存。
参数

说明

自动上传

仅“配置类型”为“最后保存配置”时支持自动上传。
选中“自动上传”复选框后，防火墙会自动将选择类型
的配置文件上传到 TFTP 服务器。

自动上传时间

设置自动上传时间。

保存时间

仅“配置类型”为“历史配置”时需要选择保存时间。
选择“历史配置”时，选择导出哪个时间保存的配置文
件。
导出历史配置支持用户在最近三次记录的历史配置中选
择其中一个进行导出。

服务器地址

指定 TFTP 服务器地址。用户需确保防火墙到 TFTP 服务
器可达。

文件名

为导出的配置文件指定文件名。如果 TFTP 是 Windows
服务器，导出配置时的文件名不能含有: / \ * " ? < > | 几
种特殊符号。

步骤 5 选择是否开启密文。
选中“密文”之后，用户导出的配置文件将以加密的方式保存。通过文本编
辑软件打开查看到的配置文件为密文。
步骤 6 配置加密密码。
加密功能需要用户指定加密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请用户牢记加密密码，
以便再次导入加密配置文件时，用于解密配置文件。
步骤 7 单击“导出”。

2.2.3 导入配置
用户可以选择自本地、FTP 服务器或 TFTP 服务器导入防火墙配置。在导入
防火墙配置前，用户需确认防火墙的配置文件是密文还是明文。如果为密文，
则需要输入导出密文配置文件时配置的加密密码。
奇安信集团

2-22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本地导入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入配置”。
步骤 2 配置类型选择“本地”。
步骤 3 选择要导入的配置文件。
参数

说明

名称

选择要导入的配置文件。

密文

选中“密文”，说明导入的配置文件为密文配置文件。

密码

输入密文配置文件对应的密码。

历史配置列表

用户可以在历史配置列表中查看到最近三次点击保存
按钮所记录的配置文件。
通过在“操作”栏中，通过选中相应的单选按钮，选
中导入的历史配置。系统会在下次重启设备时，加载
所选中的历史配置。默认情况下，选中的都是最后一
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步骤 4 单击“导入”。

FTP 服务器导入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入配置”。
步骤 2 配置类型选择“FTP 服务器”。
步骤 3 设置 FTP 服务器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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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户需确保防火墙到 FTP 服务
器可达。

文件名

指定导入防火墙的配置文件文件名。

用户名

输入登录 FTP 服务器时所需的用户名。

密码

输入登录 FTP 服务器时所需的密码。

密文

选中“密文”，说明导入的配置文件为密文配置文件。

密码

输入密文配置文件对应的密码。

历史配置列表

用户可以在历史配置列表中查看到最近三次点击保存
按钮所记录的配置文件。
通过在“操作”栏中，通过选中相应的单选按钮，选
中导入的历史配置。系统会在下次重启设备时，加载
所选中的历史配置。默认情况下，选中的都是最后一
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步骤 4 单击“导入”。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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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P 服务器导入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配置文件 > 导入配置”。
步骤 2 配置类型选择“TFTP 服务器”。
步骤 3 设置 TFTP 服务器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户需确保防火墙到 TFTP
服务器可达。

文件名

指定导入防火墙的配置文件文件名。

密文

选中“密文”，说明导入的配置文件为密文配置文件，
需在密码一栏中输入密文配置文件对应的密码。

密码

输入密文配置文件对应的密码。

历史配置列表

用户可以在历史配置列表中查看到最近三次点击保存
按钮所记录的配置文件。
通过在“操作”栏中，通过选中相应的单选按钮，选
中导入的历史配置。系统会在下次重启设备时，加载
所选中的历史配置。默认情况下，选中的都是最后一
次保存的配置文件。

步骤 4 单击“导入”。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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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NMP
防火墙 SNMP 功能是为了方便管理员使用集中管理设备对防火墙的系统信息、
资源及状态等进行统一监控管理。目前支持的协议包括 SNMP v1、SNMP v2c
及 SNMP v3。可以同使用标准 SNMP 协议的集中管理软件或设备配合使用。

2.3.1 配置 SNMP
在配置 SNMP 功能时，用户需要确定使用哪个版本的 SNMP 协议，以便防火
墙同 SNMP 服务器使用的 SNMP 版本保持一致。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SNMP > SNMP 设置”。
步骤 2 启用 SNMP。
只有选中“启用”后 SNMP 的配置才生效。
步骤 3 设置 SNMP 通用参数。

参数

说明

设备 OID

防火墙的对象标识符，用户不可修改。使用网管软件收
集防火墙的内存、CPU 利用率等信息时，网管软件需要
得到设备 OID。

负责人信息

为帮助用户维护设备，防火墙支持记录设备负责人。

物理位置

记录被管理设备所在机房、机架等信息，方便用户维护
设备时，快速找到设备所在的物理位置。

步骤 4 根据 SNMP 服务器的 SNMP 版本选择配置相应参数。


配置 SNMP v1 或 SNMP v2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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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只读团体字

防火墙与被管理设备之间采用团体字进行认证。配置只读
团体字，则管理设备（防火墙）具备只读权限。
防火墙与被管理设备上的只读团体字必须一致，否则防火
墙通过 SNMP 访问被管理设备将会失败。

读写团体字

防火墙与被管理设备之间采用团体字进行认证。配置读写
团体字，则管理设备（防火墙）具备读写权限。
防火墙与被管理设备上的读写团体字必须一致，否则防火
墙通过 SNMP 访问被管理设备将会失败。



配置 SNMP v3 参数。

参数

说明

只读用户

选择 SNMP v3 用户，选中的用户将具备只读权限。若需
要新添加用户，选择“添加只读用户”。
防火墙上使用的用户必须与被管理设备侧配置的用户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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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读写用户

选择 SNMP v3 用户，选中的用户将具备读写权限。若需
要新添加用户，选择“添加读写用户”。
防火墙上使用的用户必须与被管理设备侧配置的用户名
一致。

引擎 ID

引擎 ID 是设备上标识 SNMPv3 引擎的唯一标识。
SNMP 服务器端使用的用户及引擎 ID 需要同防火墙上的
配置一致。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2.3.2 下载私有 MIB 库
单击“私有 MIB 库下载”，将防火墙的 MIB 库下载到本地。
当用户使用第三方 SNMP 服务器管理防火墙时，需要导入防火墙 NSG 系列
的 MIB 库，才能在 SNMP 服务器上正确的监控、管理、维护防火墙 NSG 系
列产品。

2.3.3 添加 SNMPv3 用户
使用 SNMPv3 进行通信时，必须指定 SNMPv3 用户。可以在选择时添加，也
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添加。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SNMP > SNMPv3 用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SNMPv3 用户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SNMPv3 用户的名称。名称长度取值范围为 1~31
个字符。

安全等级

配置安全等级。


认证且加密：安全等级最高，需同时配置认证和加密
参数。



认证不加密：安全等级中等，只需配置认证参数。



不认证不加密：安全等级最低，不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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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认证

选择认证算法。认证算法支持 MD5 和 SHA1。出于安
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SHA1。

认证密码和确认
认证密码

设置对应认证算法的认证密钥。

加密

选择加密算法。加密算法支持 DES 和 AES-128。出于
安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AES-128。

加密密码和确认
加密密码

设置对应加密算法的加密密钥。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2.4 升级管理
升级分为系统升级和特征库升级。其中，系统升级包含升级系统和通过升级
包打补丁。升级管理下可升级的特征库包含入侵防御特征库、应用识别库、
病毒库、URL 资源库、ISP 信息库和区域库。库升级设置提供特征库自动升
级服务器设置。

2.4.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特征库升级后代理服务器配置无法保存，重启后会丢失，需要用户再次进行
配置。

2.4.2 通过系统包或者升级包进行系统升级
升级说明
根据升级场景选择“升级系统”或“升级包”，需要用户在配置信息中导入系
统版本或补丁升级包文件。


升级系统
防火墙系统支持双系统，最多可以导入两个系统版本。在升级系统列表
中，用户可以查看到设备上导入的历史版本。
“选中”状态的系统为当前
使用的系统版本。若要使用备用的系统的版本，只需选中其对应的单选
按钮，设备在下次启动时就会启动该系统。双系统备份可以帮助用户在
当前系统发生故障时，切换到备用系统上，实现了防火墙系统的冗余备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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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包
选择升级包，需要用户在配置信息中导入补丁升级包。防火墙支持两种
补丁升级包，分别是 hotfix（热补丁）类型和 patch（冷补丁）类型。通
过冷补丁类型升级包升级后需要重启系统。在升级包列表中，用户可以
查看到升级包导入的记录及状态。

升级操作
说明
当系统中已存在两个版本时，需要先删除一个才能上传新版本。否则选择完
上传版本或者完成 FTP/ TFTP 设置后，也会弹出需要先删除一个版本的提示。
可以通过该提示框删除一个系统包。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系统升级”。
步骤 2 选择升级类型为“升级系统”或“升级包”。
步骤 3 选择上传系统文件的配置类型。
配置类型可以选择“本地”、“FTP 服务器”和“TFTP 服务器”。本地方
式要求将系统文件保存在管理防火墙的管理主机上。
FTP 服务器或 TFTP 服务器方式需要一台开启 FTP 服务器或 TFTP 服务器的
客户端，并且将系统文件保存在 FTP 服务器或 TFTP 服务器上。
步骤 4 设置上传系统文件的参数。


本地方式
单击“浏览”，选择要上传的系统文件。



FTP 服务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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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FTP 服务器地址。

文件名

指定系统文件的 URL 文件路径。

用户名

指定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指定登录 FTP 服务器的密码。



TFTP 方式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TFTP 服务器地址。

文件名

指定系统文件的 URL 文件路径。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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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可选）当系统中已经存在两个版本，会弹出提示。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单击
“确定”。
升级过程，请耐心等待。
步骤 7 升级完成后，是否保存配置并重启设备。单击“确认”，重启设备。单击“取
消”，则下次重启后，升级为新版本。

说明
通过“升级系统”或“hotfix”类型的升级包进行升级后不需要重启即生效。
通过“patch”类型的升级包升级后必须重启系统后才能生效。

2.4.3 特征库升级
只有处于升级服务有效期内的特征库才能升级。查看特征库升级列表中“升
级服务有效期”列的时间，确认升级服务是否有效。否则请购买新的许可证，
更新特征库升级服务有效期。
特征库升级支持自动升级、手动升级和立即升级。自动升级和立即升级，需
要使用升级服务器，请先进行库升级设置。库升级设置支持用户自定义一台
内网服务器作为私有升级服务器，或使用默认的升级服务器。

说明




升级管理下的特征库升级不包括威胁情报库升级。威胁情报库的升级
在“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下设置。
防火墙必须能够正常解析升级域名，才能够升级成功。

库升级设置-公网升级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特征库升级”。
步骤 2 在“库升级设置”区域框中，设置升级时间。
步骤 3 设置公网升级服务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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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通过默认升级服务器升级

参数

说明

升级时间

设置自动升级时间。默认设置的升级时间为每天零点。
自动升级时间触发后的半个小时内，防火墙会与升级服
务器确认当前特征库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若不是，防
火墙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若是，防火墙维持现在版
本。
升级时间建议用户填写流量最小的时间点，如凌晨 3:00。

升级服务器地址

设置升级服务器地址。支持域名或 IP 地址。
升级服务器地址默认填写为官方升级服务器域名地址
“ngfwup.sg.qianxin.com”。通过官方升级服务器进行特
征库升级，需要保持防火墙与升级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联
通性。由于默认填写的是官方升级服务器的域名地址，
需要用户在“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本机设置”的
“DNS”区域框中，填写域名服务器地址，以便防火墙进
行域名解析。
采用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后，升级服务器的
地址自动修改为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的地址，防火墙通过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升级。

代理服务器

如果用户环境中，防火墙与升级服务器之间的通讯需要
添加代理服务器才可达时，需要用户配置代理服务器。
如果用户环境中，防火墙与升级服务器之间的通讯不需
要代理服务器，此配置可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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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代理服务器地址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

输入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验证用户

当代理服务器要求验证用户时，请开启验证用户。

用户名

输入防火墙用户名。用户名中不要包含“！#￥%……*（）
+{}|""：《”等特殊字符，否则可能导致升级失败。

密码

输入对应密码。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库升级设置-私有升级服务器
用户可以自定义一台服务器作为防火墙的升级服务器。可以选择 FTP 方式或
者 TFTP 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上获取特征库升级包。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特征库升级”。
步骤 2 在“库升级设置”区域框中，设置升级时间。
步骤 3 开启“私有升级服务器”。
步骤 4 设置私有升级服务器参数。
图2-3 通过私有升级服务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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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升级时间

设置自动升级时间。默认设置的升级时间为每天零点。
自动升级时间触发后的半个小时内，防火墙会与升级服
务器确认当前特征库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若不是，防
火墙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若是，防火墙维持现在版
本。
升级时间建议用户填写流量最小的时间点，如凌晨 3:00。

私有升级服务器

选中私有升级服务器，配置相应参数。

升级服务器地址



FTP

选择 FTP，输入 FTP 服务器地址。


TFTP

选择 TFTP，输入 TFTP 服务器地址。
用户名

输入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
仅选择 FTP 时需要配置。

密码

输入登录 FTP 服务器的密码。
仅选择 FTP 时需要配置。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自动升级
自动升级需要配置“库升级”设置中的升级服务器地址。通过升级服务器进
行升级。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特征库升级”。
步骤 2 选择需要自动升级的特征库。


选中一个或多个特征库，单击“启用自动升级”。



选中某个特征库对应的自动升级。

步骤 3 在系统弹出的“是否确认启用自动升级”或“是否确认批量启用自动升级”
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确认开启后，系统会在检测到新版本特征库后自动升级。
步骤 4 若要取消某个特征库的自动升级功能，可以取消选中“自动升级”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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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升级
立即升级需要配置“库升级”设置中的升级服务器地址。通过升级服务器进
行升级。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特征库升级”。
步骤 2 单击某个特征库操作下对应的“立即升级”按钮。
步骤 3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步骤 4 防火墙会将所对应的特征库立即与升级服务器进行版本对比，当前不是最新
版本时，会立即升级到最新版本。

手动升级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升级管理 > 特征库升级”。
步骤 2 单击某个特征库操作下对应的“手动升级”按钮。
步骤 3 在弹出的手动升级页面中，单击“浏览”，选择本地保存的特征库文件。
请确保选择的特征库升级包与升级的特征库类型一致。
图2-4 手动升级

步骤 4 单击“确定”，导入升级包。
查看升级后的当前版本是否正确。若当前版本为升级的特征库版本，则手动
升级成功。

2.5 告警管理
防火墙支持通过 Trap 告警、邮件告警、声音告警和短信告警（需安装短信猫）。
用户可以对配置变更、病毒事件、攻击事件、异常事件、启动事件、CPU 温
度告警、CPU 风扇转速告警、机箱风扇转速告警指定告警方式，还可以对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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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端口池利用率、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硬盘使用率、接口带宽比配
置告警阈值，超过阈值，可以通过报警方式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进行报警。

2.5.1 配置告警设置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告警管理 > 告警设置”。
步骤 2 选择要启用的告警项和告警方式。
告警设置支持 trap 报警、邮件报警、声音报警、短信报警四种方式。可以选
择一种或多种告警方式。
选中“全选”复选框则开启所有告警项的所有告警方式。
告警项

说明

配置变更

当配置发生变化时，包括增、删、改都会触发告警。

病毒事件

病毒检测模块产生日志将触发告警。

攻击事件

攻击防护和入侵防护模块产生日志，将触发告警。

异常事件

管理员登录锁定、HA 状态变化、IPSec VPN 隧道断开产
生日志以及收到应急响应消息，将触发告警。

启动事件

防火墙软件重启、硬件重启都将触发告警。

CPU 温度告警

设备 CPU 温度过低或过高将触发告警。不同型号的设备
告警阈值有所不同，阈值不可修改。

CPU 风扇转速告
警

CPU 风扇转速过低将触发告警。不同型号的设备告警阈
值有所不同，阈值不可修改。

机箱风扇转速告
警

机箱风扇转速过低将触发告警。不同型号的设备告警阈
值有所不同，阈值不可修改。

NAT 端口池利用 当 NAT 端口池利用率达到设置的阈值时进行告警。NAT
率
端口池利用率默认阈值为 80%，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修改。
CPU 使用率

当 CPU 使用率达到设置的阈值时进行告警。CPU 使用率
默认阈值为 80%，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内存使用率

当内存使用率达到设置的阈值时进行告警。内存使用率
默认阈值为 80%，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硬盘使用率

当硬盘使用率达到设置的阈值时进行告警。硬盘使用率
默认阈值为 80%，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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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项

说明

接口带宽比

当接口带宽比达到设置的阈值时进行告警。接口带宽比
默认阈值为 80%，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单
击“高级”可以分别设置每个接口的带宽比和告警方式。
接口告警高级未作配置时，接口告警全局配置生效。接
口告警与全局告警配置同时存在时，接口告警的高级配
置生效。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2.5.2 配置 Trap 告警
防火墙支持向管理设备发送 SNMP trap 告警。用户需要添加一个接收 trap 报
文的主机 IP 地址或者域名。同时需要指定发送 trap 报文所使用的 SNMP 版
本及团体字符串。当使用 SNMPv3 版本时，需要用户指定 SNMPv3 用户。默
认发送 trap 报文使用的端口为 162。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告警管理 > Trap 告警”。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添加 Trap 主机。
参数

说明

Trap 主机

指定一个接收 Trap 报文的主机 IP 地址或者域名。

端口

指定发送 Trap 报文使用的端口号。默认发送 Trap 报文使
用的端口为 162。
当用户需要使用默认端口之外的端口号时修改此项，例如
162 端口被占用的情况。

SNMP 版本

选择 SNMP 版本。

团体字

当 SNMP 版本选择 v1 或 v2 时，需指定团体字。

SNMPv3 用户

当 SNMP 版本选择 v3 时，需选择 SNMPv3 成员。若需要
新建成员，选择“添加 SNMPv3 用户”。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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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配置邮件告警
选择邮件报警时，防火墙作为发件人，会向用户指定的邮件地址发送邮件报
警信息。

SMTP 服务器设置
配置防火墙发送邮件告警使用的 SMTP 服务器地址及 Email 地址。如果 SMTP
服务器端需要对发件人进行验证，还需要填写发件人的用户名及密码。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告警管理 > 邮件告警”。
步骤 2 设置 SMTP 服务器参数。
参数

说明

SMTP 名称

表示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SMTP 服务器

指定 SM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Email 发送地址

指定发件人的 Email 地址。

SMTP 验证

选中“SMTP 验证”启用该功能。需要填写发件人的用
户名及密码。

用户名
密码
Email 发送时间
间隔

配置 Email 发送时间间隔。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收件人 Email 地址
配置收件人的地址信息，用户最多可以指定 3 个收件人。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告警管理 > 邮件告警”。
步骤 2 在“Email 地址列表”区域框中单击“添加”。
步骤 3 添加 Email 地址。
参数

说明

邮件地址

填写收件人邮件地址。

SMTP 服务器

选择 SM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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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后，收件人邮件地址在 Email 地址列表中显示。

2.5.4 中断声音告警
防火墙若启用了告警设置中的声音告警，触发告警后，防火墙会一直持续报
警。若要中断声音告警，请进行如下操作。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告警配置 >声音告警”。
步骤 2 单击“中断声音告警”。
步骤 3 单击后会返回执行成功，告警音乐关闭。

2.6 许可证
许可证用于对防火墙某些模块进行控制。

2.6.1 导入许可证
防火墙必须导入有效的许可证后，需要许可证授权的功能才可以正常使用。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许可证”。
步骤 2 单击“导入”。
步骤 3 单击“浏览”，选择许可证文件。
步骤 4 导入许可证前可以单击“证书详情”下拉箭头，查询 License 内容。
检查 license 中的功能支持最大数、有效期、授权类型是否正确。
步骤 5 单击“确定”。
导入成功，提示是否重启设备。
步骤 6 单击“确定”，重启设备，License 内容生效。
若单击“取消”，则等下次重启设备后，License 内容生效。
在重启设备前请保存配置。

2.6.2 查看许可证
正式许可证可控制的模块和功能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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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查看许可证

功能

说明

IPSec 隧道数

防火墙 IPSec 功能所能创建的最大 IPSec 隧道数，正
式许可无到期时间及有效期。

并发连接数

防火墙所能支持的最大并发连接数，正式许可无到期
时间及有效期。

SSL VPN 并发用户
数

防火墙所能支持的最大 SSL VPN 并发用户数，即 SSL
VPN 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数，正式许可无到期时间及
有效期。

入侵防御

防火墙漏洞防护及防间谍软件功能许可。正式许可无
到期时间及有效期。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入侵防御功能许可证状态正
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入侵防御功能许可证过期或
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入侵防御库升级

防火墙漏洞防护及防间谍软件功能特征库升级许可，
许可到期之后将无法通过离线与在线的方式升级 IPS
特征库。
到期时间从导入许可证的时间开始计算，依据用户所
购买的升级服务年限为准。如用户购买了一年的入侵
防御特征库升级服务，导入许可证的时间为
2017-07-20 18:00:00，则到期时间为 2018-07-20
18:00:00。
有效期显示内容为许可证剩余天数，当剩余天数不足
30 天（含）时，防火墙会在日志中进行告警。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入侵防御特征库升级许可证
状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入侵防御特征库升级许可证
过期或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云沙箱

防火墙云沙箱功能许可。许可证到期后功能不可用。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云沙箱功能许可证状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云沙箱功能许可证过期或未
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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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反病毒

防火墙反病毒功能许可。正式许可无到期时间及有效
期。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反病毒功能许可证状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反病毒功能许可证过期或未
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病毒库升级

防火墙反病毒特征库升级许可，许可到期之后将无法
通过离线与在线的方式升级 AV 特征库。
到期时间从导入许可证的时间开始计算，依据用户所
购买的升级服务年限为准。如用户购买了一年的反病
毒特征库升级服务，导入许可证的时间为 2019-07-20
18:00:00，则到期时间为 2020-07-20 18:00:00。
有效期显示内容为许可证剩余天数，当剩余天数不足
30 天（含）时，防火墙会在日志中进行告警。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反病毒特征库升级许可证状
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反病毒特征库升级许可证过
期或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威胁情报

防火墙威胁情报检测许可。许可证到期后功能不可用。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威胁情报功能许可证状态正
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威胁情报功能许可证过期或
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威胁情报库升级

防火墙威胁情报库升级许可，许可到期之后将无法通
过离线与在线的方式升级威胁情报库。
到期时间从导入许可证的时间开始计算，依据用户所
购买的升级服务年限为准。如用户购买了一年的威胁
情报库升级服务，导入许可证的时间为 2019-07-20
18:00:00，则到期时间为 2020-07-20 18:00:00。
有效期显示内容为许可证剩余天数，当剩余天数不足
30 天（含）时，防火墙会在日志中进行告警。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威胁情报库升级许可证状态
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威胁情报库升级许可证过期
或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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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应用识别库升级

防火墙应用识别特征库升级许可，许可到期之后将无
法通过离线与在线的方式升级应用识别特征库。
到期时间从导入许可证的时间开始计算，依据用户所
购买的升级服务年限为准。如用户购买了一年的应用
识别库升级服务，导入许可证的时间为 2019-07-20
18:00:00，则到期时间为 2020-07-20 18:00:00。
有效期显示内容为许可证剩余天数，当剩余天数不足
30 天（含）时，防火墙会在日志中进行告警。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应用识别库升级许可证状态
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应用识别库升级许可证过期
或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URL 库升级

防火墙 URL 特征库升级许可，许可到期之后将无法通
过离线与在线的方式升级 URL 特征库。
到期时间从导入许可证的时间开始计算，依据用户所
购买的升级服务年限为准。如用户购买了一年的 URL
特征库升级服务，导入许可证的时间为 2019-07-20
18:00:00，则到期时间为 2020-07-20 18:00:00。
有效期显示内容为许可证剩余天数，当剩余天数不足
30 天（含）时，防火墙会在日志中进行告警。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 URL 特征库升级许可证状态
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 URL 特征库升级许可证过期
或未导入该模块的许可。

系统功能

防火墙基础功能许可，许可到期之后不影响防火墙基
础功能的策略下发。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系统功能许可证状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系统功能许可证过期或未导
入该模块的许可。

虚拟系统功能

防火墙虚拟系统基础功能许可，许可到期之后不影响
防火墙基础功能的策略下发。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系统功能许可证状态正常。
当前状态显示为 ，说明系统功能许可证过期或未导
入该模块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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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高可用性
2.7.1 简介
对于业务不间断性要求高的用户来说，高可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防火墙支持路由模式的 HA 和桥模式的 HA。


路由模式，可实现双主的路由负载均衡和主备的路由冗余备份两种双机
热备模式。在一台防火墙出现问题时，另一台防火墙可以及时接管路由
转发工作，向用户提供透明的切换，提高网络可靠性。



透明模式下，支持完成桥模式的 HA 冗余备份和快速切换。

2.7.2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采用相同的硬件型号和软件版本。硬件型号或软件版本不一致可能会导
致 HA 使用上的问题。



当指定的 HA 通信接口为其他物理接口时，注意先连接心跳线再开启 HA
功能，否则可能导致配置不同步。



bypass 功能与 HA 功能同时开启时可能导致网络环路问题，建议用户如
果需要开启 HA 功能时，先关闭 bypass 功能。bypass 功能开启/关闭方式
如下所示：

fwhostname>config terminal
fwhostname-config]bypass enable

#开启 bypass 功能

fwhostname-config]bypass disable

#关闭 bypass 功能

说明
防火墙部分系列支持硬件 bypass 功能，当防火墙因为某些异常导致设备掉电
时，bypass 功能可以让数据包继续通过防火墙。bypass 功能需要接口一进一
出成对连接。

2.7.3 配置 HA
在配置 HA 时，用户需要先确认当前需求是路由模式组网还是桥模式组网，
双机是冗余备份还是负载均衡。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高可用性”。
步骤 2 在“HA 设置”页面中选中“启用 HA”。
必须启用 HA，HA 功能才会生效。建议先连接心跳线，后开启 HA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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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设置是否开启“配置同步”。
开启配置同步功能后，防火墙会自动将配置从 HA 组 0 的主墙同步至 HA 组
0 的备墙。
需注意接口地址类型为 float 的地址会被同步到备墙上；接口地址类型为 static
的地址不会被同步到备墙上。
步骤 4 设置是否开启“动态信息同步”。
开启动态信息同步后，防火墙会自动将会话等动态信息从 HA 组 0 的主墙同
步至 HA 组 0 的备墙。
步骤 5 设置是否开启“非对称模式”。
此功能主要针对透明模式下双主环境中用户的网络环境来去路径不一致，即
数据从双主环境中的防火墙 A 中转发请求出去，但是应答却从防火墙 B 中接
收的情况，其余 HA 环境不建议勾选此功能。
选中“非对称模式”，HA 组 0 中的主墙和备墙都将转发数据并同步会话表，
不需要配置 HA 组 1。
开启此功能后，用户可以通过命令 show ha group 0 查看防火墙的管理状态
（Manage_State），显示为 MASTER 的防火墙为组 0 的主防火墙，显示为
BACKUP 的防火墙为组 0 的备防火墙。两台防火墙都转发数据，但是防火墙
的配置信息、动态信息是由组 0 中的主防火墙同步到组 0 中的备防火墙的。
步骤 6 设置高可用性心跳口参数。
参数

说明

HA 通信接口（心跳 选择其中一个未被其他模块引用的物理接口为 HA 心
口）
跳口，两台启用高可用性的防火墙通过心跳口进行连
接。
心跳口只能工作在路由模式，若选择的接口工作在交
换模式，则 HA 应用后，接口自动改为路由模式，且
本地接口 IP 自动配置为该接口的 IP。
HA 通信端口

默认端口号为 UDP 6260，建议用户不要修改该配置。
两台连接在一起的防火墙，通过该端口进行 HA 模块
相关的通讯。

本地接口 IP

本地心跳口的接口 IP，需和对端接口 IP 处于同网段。

对端接口 IP

与本地心跳线互联的对端接口 IP，需和本地接口 IP 处
于同网段。

奇安信集团

2-45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步骤 7 添加 HA 组。
HA 组的配置决定了当前配置的防火墙，工作在 MASTER（主）状态还是
BACKUP（备）状态，因此，用户在配置 HA 组时，需要详细了解网络中的
拓扑结构及防火墙需要实现的功能。
7.

单击“添加”。

8.

配置双机热备组。

参数

说明

HA 组 ID

接口所属的组 ID 策略，可以分别配置组 0 和组 1 两个组。
接口属于哪个组，需要到接口配置里去添加。
当需要工作为双机热备模式时，每台设备都只需要配置组
0。
当需要工作为负载均衡模式时，未勾选开启非对称模式
时，每台设备都需要配置组 0 及组 1。
每一个组都会选举一个对应的 MASTER（主）和 BACKUP
（备）。所以负载均衡模式（双主模式）需要用户添加组 1。

优先级

优先级高的防火墙被重新选举为新的主墙。优先级相同
时，会比较心跳口的 IP 地址，同一网段 IP 地址的主机地
址值大的防火墙为主墙。同时，优先级与接口监听、链路
探测的权重值关联。接口或者链路失效时将在优先级中扣
减相应的权重值，进行再次选举。

通告间隔

心跳口之间互相探测的信息发送时间间隔。默认为 1 秒。

奇安信集团

2-46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抢占模式

在非抢占模式下，HA 初次配置完成后，先启动的设备会
变为 MASTER 状态（主状态）。
在抢占模式下，MASTER 失效，备墙被选举为新的主墙。
若原来的 MASTER 恢复正常，将会重新夺回主墙地位。

抢占延时

9.

HA 所有状态正常后，开始抢占前的延时时间。例如设置
为 30 秒，在 HA 所有状态正常之后，等待 30 秒，开始抢
占。

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HA 组在 HA 组列表中显示。

对需要解释的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管理状态



INIT：HA 未启用



MASTER：设备当前为主墙



BACKUP：设备当前为备墙



FAULT：HA 工作异常



INIT：HA 未启用



MASTER：设备当前转发数据



BACKUP：设备当前不转发数据

转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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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同步配置

主墙：


INIT：HA 未启用



SYNC_CFG：同步初始配置



COMPLETE：同步配置完成

备墙：

同步动态信息



INIT：HA 未启用



COMPLETE：同步配置完成



SYNCING：正在同步配置

主墙：


INIT：HA 未启用



SYNC_模块名称：同步模块配置



COMPLETE：同步配置完成

备墙：


INIT：HA 未启用



COMPLETE：同步配置完成



SYNCING：正在同步配置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启动 HA 之后，心跳接口会在指定的间隔周期监听是否有同样工作在 HA 模
式的其他设备，在配置为非抢占模式时，如果没有接收到任何来自其他设备
的 HA 心跳信息，设备主动变为 MASTER 状态（主状态）。如果启动后能接
收到来自其他设备的 HA 心跳信息，设备先进行请求配置同步，同步成功之
后请求动态信息同步，动态信息同步成功之后将会检测自己的监控信息，如
果监控信息无异常，将会将状态置成 BACKUP 状态。
在监控信息无异常的情况下，如果配置了抢占模式，将会进行 HA 选举，选
举方式为优先级+IP 地址，优先级值越大越优先。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会比
较心跳口 IP 地址，IP 地址值的主机地址值越大越优先。优胜方将状态置成
MASTER 状态，然后发送通告报文，原来的主墙收到通告报文之后将从
MASTER 状态切换到 BACKUP 状态。

2.7.4（可选）配置 HA 接口监控
HA 接口监控用于监控心跳口上下游业务口的状态，当被监控接口失效后，
根据用户配置的优先级扣减权重值，判断防火墙是否进行主备切换。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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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高可用性”。
步骤 2 单击“接口监控”。
步骤 3 配置 HA 接口监控参数。

参数

说明

HA 组 ID

被监控接口所属的 HA 组。

接口

被监控的接口名称。

权重值

被监控接口失效之后，HA 全局配置中的优先级会被扣减掉
相应的权重值数值。再次进行选举，优先级高的被选举为主
墙，优先级值越大越优先。

步骤 4 单击“确定”。

2.7.5 配置链路探测
链路探测主要通过探测用户配置的 IP 地址当前是否能够连通，并在 IP 地址
失效的情况下，根据用户配置的优先级扣减权重值，判断防火墙是否进行主
备切换。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高可用性”。
步骤 2 单击“链路探测”。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选择 HA 组 ID。
步骤 5 选择探测对象。若还没有探测对象，请先添加探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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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设置链路探测对象的名称。

描述

对该链路探测对象进行说明。

间隔

用于探测 IP 地址的 ping 包发送的间隔。

超时

多少秒内没有收到来自探测 IP 的应答包就视为超时。
超时时间的设置必须小于间隔时间。

重试次数

超时之后再尝试的次数。达到尝试次数设置上限仍然
没有应答包，判断探测 IP 地址失效。

IP 类型

选择 IP 类型。
IP 类型支持 IPv4 和 IPv6 两种类型。

探测地址

被探测的 IP 地址，也就是探测的目的 IP 地址。建议
用户选择网络中稳定工作的 IP 地址作为探测 I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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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出接口

探测接口，该接口上的需要配置一个地址类型为 static
的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发送的源地址。

下一跳网关

配置到达目的网络下一条网关的 IP 地址。

ICMP 延迟开关

此功能配置 ICMP 开关使用。

协议



TCP
 HTTP
 DNS
 ICMP
开启后相应功能生效。

步骤 6 为探测对象配置权重。
被探测 IP 失效之后，HA 全局配置中的优先级会被扣减掉相应的权重值数值。
再次进行选举，优先级高的被选举为主墙，优先级值越大越优先。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2.8 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是指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对防火墙进行集中管理。智慧管理分析
系统通过 HTTPS 协议向防火墙进行配置下发。防火墙使用随机端口主动连
接管理分析系统提供的端口。智慧管理分析系统通过 SNMP 获取防火墙的
CPU 使用率等资源监控数据。

2.8.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使用集中管理，通信接口必须开启 SNMP 服务。



使用集中管理，必须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信主机，且开启 SNMP
服务。



使用集中管理，必须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 Trap 主机。



集中管理服务器要获取防火墙日志，必须在防火墙上配置日志外发到集
中管理服务器。



防火墙设备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后，设备默认的升级服
务器地址和威胁情报升级地址改为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的地址。设备通过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配置和升级等操作。取消集中管理后，设备的升
级服务器地址和威胁情报升级地址恢复默认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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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启用集中管理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集中管理”。
步骤 2 指定集中管理服务器地址和通信端口。
参数

说明

集中管理服务
器地址

输入管理分析系统的 IP 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

端口

输入管理分析系统使用的端口，端口号必须为 3601。管理
分析系统使用 HTTPS 协议 3601 端口与防火墙通信。

步骤 3 配置高级参数。
参数

说明

本地接口

选择防火墙与管理分析平台通信的接口。

本地地址

选择防火墙与管理分析平台通信的 IP 地址。

步骤 4 选中“启用”，开启集中管理功能。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连接状态为“在线”说明防火墙跟管理分析系统连接正常。



连接状态为“离线”说明防火墙与管理分析系统连接不正常。

2.8.3 禁用集中管理
若某台防火墙因本身问题要取消集中管理。可以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
然后单击“应用”。此时会弹出“防火墙主动脱离集中管理系统（SMAC）”。
请根据实际情况，并仔细阅读对话框中的说明，选择合适的策略方式，并单
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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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集中管理后，设备恢复默认的升级服务器地址。

2.8.4 配置实现集中管理需要的功能
配置功能说明
除配置集中管理外，要更好的完成后集中管理还必须配置表 2-3 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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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集中管理需要开启的功能

功能

说明

配置

SNMP 服务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通
过 SNMP 协议来获取
防火墙的状态信息，
例如 CPU 使用率、内
存使用率、CPU 温度
等。防火墙设备上需
要开启接口的 SNMP
服务，需要将智慧管
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
信主机，且该可信主
机的服务设置为
SNMP。

开启 SNMP 服务，可以在防火墙设
备上手工配置，也可以通过智慧管理
分析系统配置模板后统一下发配置。
通过设备侧进行配置：


手工开启接口的 SNMP 管理方式。



手工添加可信主机，地址为智慧管
理分析系统的地址，服务设置为
SNMP。



手工配置 SNMP。

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配置：
选择“设备管理 > 模板配置 >
SNMP 设置”。配置 SNMP 模板，
模板下发到防火墙后，会自动开启防
火墙对应接口的 SNMP 管理方式，
也会自动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添加
为可信主机，服务设置为 SNMP。配
置完成后，必须通过
发到防火墙。

告警设置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通
过端口 162 来接收受
管设备发送的 Trap
告警信息，例如攻击
事件告警、异常事件
告警、CPU 温度告警
等。

，将模板下

配置 Trap 告警，可以在设备侧配置，
也可以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配置
模板后统一下发。
通过设备侧进行配置：


选择告警设置，开启告警项的 trap
报警。



添加 trap 主机。Trap 主机的 IP 地
址设置为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的 IP
地址。

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配置：
选择“设备管理 > 模板配置 > 告
警管理”。默认告警设置和默认 Trap
告警对所有受管设备生效。若需为某
条受管设备单独配置告警和 Trap 主
机，可以通过“添加”进行设置。配
置完成后，必须通过
发到受管设备。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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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配置

日志设置

受管设备通过日志发
送功能向智慧管理分
析系统上传日志。

添加日志服务器和设置日志外发可
以在受管设备上配置，也可以通过智
慧管理分析系统配置模板后统一下
发。
通过设备侧进行配置：
在设备上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添加
为日志服务器，并设置将日志发送到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
通过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进行配置：
选择“设备管理 > 模板配置 > 日
志设置”。默认已经添加了智慧管理
分析系统作为日志服务器，可以对日
志服务器进行编辑。默认日志外发设
置对所有受管设备有效。若需为某条
受管设备单独配置日志外发，可以通
过“添加”进行设置。配置完成后，
必须通过
备。

，将模板下发到受管设

（可选）通信接口开启 SNMP 服务
防火墙侧开启接口 SNMP 服务。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找到防火墙与智慧管理分析系统通信的接口。
步骤 2 单击接口名称或对应的编辑按钮。
步骤 3 配置接口模式、IP 地址、管理方式。
注意管理方式必须开启 SNMP。防火墙通过 SNMP 向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上传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资源监控数据。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可选）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信主机
防火墙侧配置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信主机。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在“可信主机”页面，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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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将智慧管理分析系统设置为可信主机。
IP 地址设置为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的 IP 地址。
服务选择 SNMP。防火墙通过 SNMP 向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上传 CPU 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等资源监控数据。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可选）配置日志外发到智慧管理分析系统
防火墙侧添加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为日志服务器，并设置将日志外发到智慧管
理分析系统。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 > 日志设置”。
步骤 2 单击“日志服务器”。
步骤 3 单击“添加”。
设置服务器参数。服务器地址必须为智慧管理分析系统的地址。
类型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二进制类型。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单击“日志外发”页签，设置全部日志服务器为添加的智慧管理分析系统对
应的日志服务器。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2.9 云联防
2.9.1 云防
云防是指天御云云防提供的服务。开启对应服务后，防火墙会将 IP、URL
等信息上传到天御云，天御云进行检测后将检测结果返给防火墙。
天御云云防可以给防火墙提供病毒云查杀、URL 云识别、应用云识别、云
沙箱、应急响应等云服务。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
步骤 2 请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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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病毒云查杀

默认开启。病毒云查杀是防火墙反病毒功能的增强功能，
必须同时开启防火墙的反病毒功能后，病毒云查杀功能才
会生效。
防火墙将流经本地的文件的 MD5 码发送到天御云进行病
毒云查杀。云端病毒库规模更大，更新更及时可以提高防
火墙病毒检出率。

URL 云识别

默认开启。URL 云识别是防火墙 URL 过滤功能的增强功
能，必须同时开启防火墙的 URL 过滤功能，URL 云识别
才会生效。
URL 云识别功能是防火墙 URL 过滤功能中预定义 URL 过
滤类的有效补充，当某一条 URL 在预定义 URL 过滤类中
无法查询到所属的相应分类时，如果用户开启了 URL 云
识别功能，该条 URL 会被发送到 URL 云端进行进一步的
查询分析。

云沙箱

默认开启。
云沙箱配合病毒检测功能使用，主要用来检测未知病毒。
开启云沙箱后防火墙将反病毒检测为黑文件和灰文件的
可疑文件发送到云沙箱。通过云沙箱触发可疑文件运行，
判断该文件是否为恶意文件。

应用云识别

默认开启。
云端识别库可以极大提升识别库数量级，补充本地应用识
别库，并加快防火墙对威胁的识别速度。

应急响应

默认开启，默认动作为自动。
应急响应是天御云下发的，用于紧急通知用户系统中存在
的漏洞或最新威胁情报的信息。应急响应会检查用户漏洞
防护或防间谍软件的配置情况，并提示用户进行 IPS 库或
威胁情报库升级。
“自动响应”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升级入侵防御特征库和
威胁情报库。
“手动响应”情况下，仅给出告警，需要用户手动进行升
级。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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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奇安信云情报平台
当防火墙上购买了威胁情报许可后，防火墙上同时支持威胁情报云检测和本
地检测。为了保证威胁情报本地检测结果，用户需要及时更新设备上的威胁
情报库。

开启威胁情报云检测
威胁情报云检测功能是指将防火墙日志上传到天御云，在云端进行威胁情报
碰撞。默认开启威胁情报云检测。

开启本地威胁情报检测
选中“本地情报检测”复选框后，开启本地威胁情报检测功能。该功能默认
关闭。开启或关闭本地威胁情报检测功能后，单击“应用”。
当威胁情报库升级功能过期后建议关闭本地威胁情报检测功能，以免误报。

本地威胁情报库升级
防火墙可以通过本地威胁情报库对防火墙实时流量进行威胁情报检测。为了
保证威胁情报本地检测结果，用户需要及时更新设备上的威胁情报库。
威胁情况库支持自动升级、手动导入和立即升级。默认选择“自动升级”。


自动升级
防火墙通过默认的升级服务器（ngfwup.sg.qianxin.com）进行升级。
自动升级按照配置的升级周期定期检测当前情报库版本编号和最新情报
库版本编号是否一致。当最新情报库版本编号大于当前情报库版本编号
时，自动进行升级。情报库默认 6 小时自动更新一次，用户可以修改为
其他时间段。



立即升级
防火墙通过默认的升级服务器进行升级。用户不需要按升级周期升级，
只需单击“立即升级”。确认要立即升级后，威胁情报库升至最新版本。



手动导入
单击“手动导入”，选择要导入的威胁情报库文件，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配置代理服务器
当用户环境中防火墙与云防和云情报平台之间无法直接通信时，可设置
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器同时对云防和云情报平台起作用。
步骤 1 选中“开启”复选框，开启代理服务器配置。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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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配置代理服务器参数。
代理服务参数配置如表 2-4 所示。

表2-4 配置代理服务器

参数

说明

代理服务器地址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

输入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验证用户

选中“验证用户”后，开启用户验证，需配置用
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用户名中不要包含“！
#￥%……*（）+{}|""：《”等特殊字符，否则可能导
致连接失败。

密码

输入对应密码。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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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云镜
防火墙支持与天御云云镜进行联动。防火墙将日志上传到天御云云镜上进
行日志存储，并通过日志分析提供网络感知、安全态势、策略分析等增值服
务。云镜也支持威胁情报检测和资产管理。云镜可以对云镜管理的所有防火
墙内网主机进行失陷主机检测。

登录云镜添加防火墙设备
单击置顶的
（云镜按钮），打开云镜登录页面。输入注册的云镜用户名、
密码和验证码后登录云镜。在云镜中添加防火墙设备，并导出激活文件。

在防火墙上激活云镜服务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云镜”。
步骤 2 导入设备激活文件。设备激活文件是由天御云云镜导出的。

配置防火墙与云镜的交互信息
登录成功后，显示防火墙与云镜的交互配置信息。

1.

接收配置

选中“允许云镜管理员对下列项进行配置”复选框后，在天御云侧“设备配
置信息”页面中设置日志上传类型后，可以同步到设备上，否则天御云上修
改上传日志，无法同步到设备。
2.

上报日志

选择上报天御云云镜的日志类型。支持选择一种或多种日志类型。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防火墙上设置的上报日志类型会同步到云镜。
登录云镜后，必须先为防火墙配置一个日志上传速率，防火墙才会向云镜发
日志；否则默认情况下，防火墙不会向云镜发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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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代理服务器
当用户环境中防火墙与云镜之间无法直接通信时，可设置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参数配置如表 2-5 所示。
步骤 1 选中“开启”复选框，开启代理服务器配置。
步骤 2 配置代理服务器参数。

表2-5 配置代理服务器

参数

说明

代理服务器地址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

输入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用户名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用户名中不要包含“！
#￥%……*（）+{}|""：《”等特殊字符，否则可能导
致连接失败。

密码

输入对应密码。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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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证书管理
证书管理是 PKI 的一个功能，主要用于管理可信 CA、进行可信 CA 认证、
导入导出证书、生成请求文件等。

2.11.1 简介
数字证书是一个经 CA 中心数字签名的包含公开密钥拥有者信息以及公开密
钥的文件。最简单的证书包含一个公开密钥、名称以及证书授权中心的数字
签名。数字证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只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有效。
数字证书可以是自签名的或由证书机构提供。自签名证书不会增加额外维护
网站的成本，但它往往需要终端用户在每次访问时要明确允许这个安全异常，
也即明确要信任网站。

2.11.2 申请证书
防火墙支持离线方式申请证书。通过在设备上生成证书请求文件，并将证书
请求文件导入 CA 中心申请证书。证书审批后，再导入已经审批的证书文件。

生成请求文件
请求文件包括用户信息、公钥等内容，并用自己的私钥进行签名。请求文件
用于向 CA 中心离线申请证书。CA 中心可以是本地 CA 中心也可以是可信第
三方 CA 中心。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请求文件”。
步骤 2 单击“生成请求文件”。
步骤 3 配置请求文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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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通用名称必须配置，其他参数根据需要选择配置。
公钥算法支持 RSA-1024、RSA-2048 和 SM2-256。

说明
请求文件中省份、城市、公司、部门支持的字符包括字母、数字、中文、单
引号“''”、点“.”、连字符“-”、加号“+”、等号“='、左括号“(”、右括号
“)”、冒号“:”、
“@”符或空格，空格不能出现在开头和结尾。输入其他不支
持的字符，可能导致引用证书时，VPN 协商不成功等问题。
步骤 4 单击“确定”。
生成的请求文件在请求文件列表中显示。

导出请求文件
生成请求文件后，必须将请求文件导出到管理主机上，并将请求文件导入 CA
中心进行证书申请。
步骤 1 选择要导出的请求文件，单击操作下的

。

步骤 2 选择设备支持的证书格式。
证书格式支持 PEM 和 DER 格式。CA 中心审批后的证书格式必须要此处选
择的证书格式一致。
步骤 3 单击“导出”。
步骤 4 将请求文件保存到管理主机本地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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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文件格式为 req。

导入已经审批的证书文件
CA 中心根据请求文件颁发一般证书之后，将生成的一般证书和可信 CA 导入
到对应的请求文件中。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请求文件”。
步骤 2 在请求文件列表中找到要导入审批证书的请求文件，单击

。

步骤 3 单击“证书文件”对应的浏览，找到保存到本地的证书文件，将证书文件路
径加入“证书文件”文本框。
步骤 4 （可选）在可信 CA 下拉菜单中颁发证书文件的 CA 对应的 CA 证书。
用户必须现在“可信 CA”页面导入后对应的 CA 才会在可信 CA 下拉菜单中
显示。
步骤 5 单击“导入”。
证书文件格式和内容无误才可以正确导入。导入后的证书在证书列表中显示。

2.11.3 可信 CA 证书
CA 是负责管理和签发证书的第三方机构。采用证书通信的设备必须信任该
CA，该 CA 签发的证书才可以信任。

导入可信 CA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可信 CA”。
步骤 2 单击“导入”。
步骤 3 填写证书名称，选择 CA 证书导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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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证书名称，并选择导入方式。


选择从本地 CA 中心，则会直接将防火墙自签发的 CA 中心作为本地 CA
中心。



选择上传文件，选择可信 CA 证书和（可选）上级 CA 证书。

步骤 4 单击“导入”。
导入后的 CA 证书在可信 CA 证书列表中显示。可以对导入的证书进行删除、
查看信息、下载等操作。
在可信 CA 证书列表中可以查看每一个可信 CA 的证书名称、过期时间、上
级 CA、引用次数等信息。

认证可信 CA
通过认证证书是否过期，是否在 CRL 列表中，确认证书是否有效。
步骤 1 在可信 CA 列表中，找到要配置认证方式的可信 CA。
步骤 2 单击对应操作下的

（编辑）按钮。

步骤 3 配置认证方式，认证证书是否有效。
认证方式支持本地认证和 OCSP 认证。
本地认证通过对证书的有效期进行认证，确认证书是否过期。
采用 OCSP 认证时，输入服务器 URL、验证证书和超时时间。
验证证书需要先导入证书列表中，才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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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本地认证时可以支持验证 CRL。选中“验证 CRL”，开启 CRL 验证功
能。

获取 CRL 方式支持上传文件和 HTTP（S）、FTP、LDAP 在线获取。


上传文件方式，需要将导出的 CRL 文件路径填写到“上传文件”文本框
中。可通过“浏览”找到对应文件。
奇安信集团

2-66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HTTP（S）在线获取，需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URI

输入可以获取到 CRL 列表的 URI，
需要包含文件及扩展名。如：
http://10.1.2.1:80/root.crl。

自动更新周期

输入自动更新的时间间隔。默认自动
更新周期为 24 小时。

开始时间

设置开始获取 CRL 文件的开始时间。



FTP 在线获取，需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URI

输入可以获取到 CRL 列表的 URI，
需要包含文件及扩展名。如：
ftp://10.1.2.1:80/root.crl。

用户名

输入登录 ftp 的用户名。

密码

输入登录 ftp 的用户使用的密码。

自动更新周期

输入自动更新的时间间隔。默认自动
更新周期为 24 小时。

开始时间

设置开始获取 CRL 文件的开始时间。



LDAP 在线获取，需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LDAP 服务器的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服务器端口

指定 LDAP 服务器的端口。默认为 389。

登录 DN

指定认证用户在 LDAP 服务器中的目录树。

登录密码

设置登录 LDAP 服务器的密码。

BaseDN

指定 LDAP 最顶部目录树。

自动更新周期

输入自动更新的时间间隔。默认自动更新周期为 24
小时。

开始时间

设置开始获取 CRL 文件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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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2.11.4 证书列表
证书列表可以导入、删除、查看证书信息，并可以查看证书被引用的次数及
引用模块的名称。支持常用格式的一般证书文件导入，如 PEM，DER，P12。
导入方式有两种本地导入与外部导入。

导入一般证书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证书列表”。
步骤 2 单击“导入”。
步骤 3 设置导入证书参数。
支持两种导入方式：


从本地 CA 中心导入，选择一般证书和可信 CA。



上传第三方 CA 中心发布的证书

图2-5 从本地 CA 中心导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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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上传文件方式导入证书

上传文件，需要用户指定证书文件、私钥文件、私钥密码、可信 CA。
支持常用格式的一般证书文件导入，如 PEM，DER，P12。
步骤 4 单击“导入”。
导入后的证书在证书列表中显示。可以对导入的证书进行删除、查看信息、
下载等操作。
在证书列表中可以查看每一个证书的证书名称、过期时间、可信 CA、引用
次数及类型等信息。

查看证书详情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对应的证书，单击操作下的“查看”按钮，查看证书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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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证书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对应的证书，单击操作下的“导出”按钮，导出证书。

证书格式支持 DER 或 PEM。单击“导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保存路径
后，单击“下载”，将证书保存到本地。

2.12 CA 中心
防火墙支持作为 CA 中心，为本设备和其他终端设备生成数字证书，并维护
证书废除列表 CRL（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s）。防火墙既支持生成自签发
CA 证书，作为根 CA；也支持导入第三方 CA 为本设备颁发的证书，作为下
级 CA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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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创建本地 CA
介绍
本地 CA 支持两种创建方式：


生成自签发 CA
此时为设备生成“自签名证书”，自签名证书又称为根证书，是设备自己
颁发给自己的证书，即证书中的颁发者和主体名相同。



导入第三方 CA
设备通过第三方 CA 证书给自己颁发的证书，证书中的颁发者名称是 CA
服务器的名称。

只有创建本地 CA 后才可以生成本地证书或审批通过请求文件生成的证书。

生成自签发 CA
生成自签发 CA 后，防火墙本地 CA 作为根 CA。用户请妥善保管好证书私钥，
不要泄露或丢失。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
步骤 2 单击“生成自签发 CA”。
步骤 3 配置 CA 参数。
国家和通用名称为必填项。通用名称用于唯一标示一个 CA。其他选项请根
据需要配置。公钥算法支持 RSA-1024 和 RSA-2048。RSA2048 安全性更高，
请根据对安全性的要求进行选择。
说明：国密算法的 CA 需要通过命令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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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导入第三方 CA
导入第三方 CA，防火墙本地 CA 作为第三方 CA 的下级 CA。此时需要在其
他设备的 CA 中心导出证书文件和颁发者证书。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
步骤 2 单击“导入第三方 CA”。
步骤 3 选择第三方 CA 的证书文件、私钥文件和颁发者证书，设置私钥保护密码。
导入的证书文件为带私钥文件的证书（格式为 pkcs12，文件后缀为 pfx）时，
不需要导入私钥文件。但需要输入导出 pkcs12 格式证书时设置的私钥保护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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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导入”。

查看本地 CA
本地 CA 显示的参数包括版本、序列号、证书主题、颁发者、签发时间、过
期时间、签名算法、MD5 指纹值、SHA1 指纹值。
下图中签名算法为“sha256WithRSAEncryption”，意思是采用 sha256 认证，
RSA 算法加密。

导出 CA 证书
防火墙本地 CA 可以为其他设备生成一般证书。此时需要导出一般证书和其
本身的 CA 证书。CA 证书支持导出 PEM 和 DER 格式证书，请根据需要选
择导出格式。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
步骤 2 单击“导出 PEM 格式”或“导出 DER 格式”。
步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下载”，将 CA 证书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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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一般证书
一般证书是 CA 中心创建或审批请求文件后生成的数字证书。可以用来证明
证书持有者的身份。

生成一般证书
本地生成的一般证书是通过本地 CA 签发生成的证书。密钥长度支持 1024 与
2048。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一般证书”。
步骤 2 单击“生成一般证书”。
步骤 3 配置一般证书的参数。
国家和通用名称为必配参数，其他参数用户可以选择性配置。有效日期默认
为 180 天，公钥算法默认为 RSA-1024。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证书在一般证书列表中显示，证书格式为

（本地生成证书）。

查看证书详情
找到要查看的证书，单击操作下的“查看”，查看证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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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一般证书
步骤 1 找到要导出的证书，单击操作下的“导出”
步骤 2 在“导出证书”对话框中，选择证书格式。
一般证书支持“本地生成证书”和“审批证书”两种类型。其中“本地生成
证书”支持导出为 PEM、DER、PKCS12 三种格式，“审批证书”支持导出
为 PEM、DER 格式。

步骤 3 单击“导出”。
步骤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保存路径，单击“下载”，将证书保存到本地。

奇安信集团

2-75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吊销证书
吊销证书后对应证书失效。请确认需要吊销证书后再执行此操作。
步骤 1 找到吊销的证书，单击操作下的“吊销”。
步骤 2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吊销证书后对应证书失效。

2.12.3 证书审批
导入证书请求文件
需要申请证书的终端设备生成请求文件后，将请求文件保存到管理主机上。
通过导入请求文件，向本地 CA 中心申请证书。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证书审批”。
步骤 2 导入证书请求文件。

自定义一个证书名称，并在“请求文件”文本框中单击“浏览”，选择已经保
存在管理主机本地的请求文件。
步骤 3 单击“确定”。
在证书审批列表中自动生成一个对应名称的证书。此证书需要审批后才能生
效。

证书审批
步骤 1 单击某个证书操作下的

（审批）。

步骤 2 在“证书申请”对话框中配置证书的有效日期。
默认证书的有效日期为 180 天。有效日期的取值范围为 30~18250 天。
步骤 3 单击“确定”。
审批后的证书自动加入 CA 中心的一般证书列表中。类型为“审批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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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CRL
证书具有一个指定的寿命，但 CA 可通过称为证书吊销的过程来缩短这一寿
命。CA 发布一个证书吊销列表，即 CRL，列出被认为不能再使用的证书的
序列号。

查看 CRL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
步骤 2 单击“CRL”页签。
步骤 3 查看 CRL 信息。
包括版本、颁发者、生效时间、下次更新时间、签名算法和已吊销证书个数。

查看吊销证书详情
单击“吊销证书详情”链接，在弹出的“吊销证书详情”页面中可以查看已
经吊销的证书序列号和吊销时间。

导出 CRL
单击“PEM 格式”或“导出 DER 格式”，可以导出对应格式的 CRL。

2.13 诊断工具
2.13.1 抓包工具
添加抓包任务
抓包工具是进行网络故障处理时的有利工具。当管理员怀疑导致故障的可能
是某个原因时，可以通过抓包加以确认；管理员也可以通过分析抓包文件发
现问题的原因。添加抓包任务，指定要抓包的数据流。支持抓取“TCP”、
“UDP”、
“IP”、“ARP”和“ICMP”协议的数据包。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诊断工具 > 抓包工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抓包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抓包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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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抓包数量

设置抓取的包个数。完成抓包数量后结束抓包任务。

接口

选择抓包的接口。抓包接口仅支持物理接口。可以选择
多个接口。

源地址和源端口

设备会抓取指定源 IP 和源端口的数据包。支持输入 IPv4
或 IPv6 地址。默认源地址和源端口为 any，即抓取所有
源 IP 和源端口的报文。

目的地址和目的
端口

设备会抓取指定目的 IP 和端口号的数据包。支持输入
IPv4 或 IPv6 地址。默认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为 any，即
抓取所有目的 IP 和目的端口的报文。

表达式

过滤表达式用来设置抓取数据包的条件（过滤表达式使
用的是 linux 下的标准 TCPDUMP 格式）。目前支持的协
议包括 tcp、udp、icmp、icmp6、arp、ip、ip6、pppoed、
pppoes。
参数格式，例如：
host 1.1.1.1 and port 80
src host 1.1.1.1 and dst host 2.1.1.1
vlan 100，配置 vlan 时，需要指定接口。
tcp or udp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设置完成后，抓包规则将在本页列表中显示。若配置了多个接口抓包，将分
别输出每个接口的抓包文件。可以查看抓包文件名称、抓包数量（已截获/
目标）、接口、源地址、源端口、目的地址、目的端口等参数。

编辑抓包任务
单击抓包文件的名称链接或操作下的编辑按钮，对抓包任务进行编辑。除抓
包文件名称外，其他参数都可以修改。

开启抓包任务
单击操作下的 “开始抓包”，开始进行抓包。默认达到抓包数量后结束抓
包任务。用户也可以单击操作下的“停止抓包”，结束抓包任务。
抓包任务列表中只有一个抓包任务处于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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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抓包文件
单击操作下的
“导出”，可以将抓包文件以压缩包的形式导出到本地。用
户可以通过解压后的抓包文件进行报文分析。

删除抓包任务
对于失效的任务，可以通过“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选中抓包任务前的复选框，单击“删除”。

2.13.2 检测工具
Ping 检测
Ping 检测用于检测 IP 地址是否路由可达。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诊断工具”。
步骤 2 单击“检测工具”。
步骤 3 选择源地址或源接口。
步骤 4 输入 ping 参数。
输入目的 IP 或域名。当选择“源地址”时，可以选择输入源 IP 地址；当选
择“源接口”时，必须在源接口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接口。
步骤 5 单击“测试”。
提示正在执行 ping 检测，请等待。检测完成后，显示 ping 检测结果，检测
接口成功，说明路由可达，可以访问目的地址或域名；检测失败，说明路由
不可达，无法访问目的地址或域名。

端口检测
端口检测用于检测网络中某个 IP 或域名上开启了哪些 TCP 或 UDP 端口。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诊断工具”。
步骤 2 单击“检测工具”。
步骤 3 输入检测的目的 IP 或域名。
既支持 IPv4 也支持 IPv6。
步骤 4 输入检测的目的端口。
端口的取值范围为 1~65535.
步骤 5 选择协议。协议支持 UDP 和 TC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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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检测”。
在弹出的检测结果提示框中查看该 IP 或域名是否可达，端口是否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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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拟系统
虚拟系统功能可以实现一台防火墙在逻辑上划分为多台虚拟防火墙的功能，
每个虚拟系统可以被看成是一台完全独立的防火墙，可拥有独立的系统资源、
管理员、策略、路由、数据中心、处置中心、分析中心等。
虚拟系统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在不增加额外防火墙的同时，为更多的业务服
务器、业务部门提供相互隔离的安全防护功能。您不需要对您现有的网络环
境进行大量变动，通过防火墙的虚拟系统功能，您可以灵活的搭建虚拟环境，
实现各个业务服务器、业务部门的安全隔离与访问控制。

3.1 虚拟系统基本组成
根虚拟系统（root-vsys）
根虚拟系统是系统默认的虚拟系统，不可创建，不可删除，拥有防火墙
的所有功能。通过具备对应权限的根系统管理员可以创建子虚拟系统以
及虚拟系统的管理员账号，对应虚拟系统的管理员和根系统具备虚拟系
统权限的管理员可以对虚拟系统进行管理。

说明
根系统超级管理员具备管理账户和虚拟系统的读写权限。根系统账户管理员
具备管理账户的读写权限，但不具备虚拟系统的读写权限。根系统配置管理
员具备虚拟系统的读写权限，但不具备管理账户的读写权限。

子虚拟系统（vsys）
由根虚拟系统管理员创建出来的虚拟系统都是子虚拟系统，子虚拟系统
在逻辑上就是一台独立的防火墙，可以进行独立的管理，独立的配置等。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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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管理员
根虚拟系统的管理员既可以管理根虚拟系统也可以管理其他子虚拟系统。
子虚拟系统的管理员只可以管理本虚拟系统。


根虚拟系统管理员创建子虚拟系统管理员，并指定给某个子虚拟系统。



一个子虚拟系统管理员只能管理一个其所属的子虚拟系统。



子虚拟系统可以有多个子虚拟系统管理员。

对于部分全局配置而言（根虚拟系统下有的而子虚拟系统下没有的功能，如
高可用性），只有根虚拟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配置。根虚拟系统管理员可能会
有多个。该管理员可以管理所有虚拟系统。
子虚拟系统管理员只能管理所对应的子虚拟系统，且对于部分全局功能（如
高可用性），没有配置权限。

3.2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子虚拟系统下进行配置后，需要在子虚拟系统下保存配置。在根虚拟系
统下保存配置，不会保存子虚拟系统的配置。



根虚拟系统下配置了天眼联动、天眼沙箱联动，对子虚系统也生效。子
虚系统下可以查看沙箱日志。



根虚拟系统下配置了病毒云查杀、URL 云识别、云沙箱、应用云识别对
子虚拟系统也生效。跟根虚拟系统下一样，子虚拟系统下的安全策略必
须引用了反病毒配置文件、URL 过滤配置文件，云端配置才会起作用。



根虚拟系统下配置了威胁情报检测，子虚拟系统也会上传相应日志，但
是威胁情报只会下发到根虚拟系统。



子虚拟系统不支持终端联动、应急响应。



子虚拟系统下不支持创建管理员、用户或用户认证、安全认证策略、802.1x
认证，这些功能都在根系统下完成。



虚拟系统下不支持 DHCP、VPN、长连接、接口联动、DS-Lite。

3.3 配置虚拟系统
3.3.1 创建虚拟系统
前提条件
使用具备账号管理和虚拟系统权限的管理员登录防火墙（根虚拟系统）。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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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虚拟系统”。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虚拟系统参数。
配置虚拟系统的名称，为虚拟系统分配接口和资源。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虚拟系统的名称。名称用于标识一个虚拟系统，不
同虚拟系统的名称不能相同。

接口

为虚拟系统分配接口。分配接口时，只能选择空闲接口
中的二层物理接口（仅模式为 access 和 trunk 的接口可以
分配）或无 IP 地址的三层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聚合
子接口。

高级配置-资源
模块名

资源包括会话、安全策略、源 NAT、目的 NAT 和日志。
只有当防火墙配置了硬盘时才可以为虚拟系统配置日志
资源。分配资源时，需要指定保证值和最大值，度量方
式为百分比。所有虚系统（包括根系统）的最小值加起
来不得大于 100%。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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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保证值

预留给该虚拟系统的资源，当剩余的系统资源不够分配
给该该虚拟系统时，系统创建失败。资源按百分比进行
分配，范围为 0~100。分配的资源配置保证值填写为 0
时，代表不为该虚拟系统预留最小资源。

最大值

未被其他虚拟系统占用，未被其他虚拟系统预留时，该
虚拟系统能占用但不会超过的最大资源配置。资源按百
分比进行分配，范围为 1~100。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3.3.2 创建虚拟系统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账户管理员或具备账户管理读写权限的自定义管理员可以为虚
拟系统创建对应的管理员。在首页登录虚拟系统的管理员后直接进入对应的
虚拟系统。根系统管理员也可以管理虚拟系统，可以在 Web 页面右上角的置
顶菜单栏中选择对应的虚拟系统。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账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虚拟系统管理员参数。
系统选择要管理的虚拟系统，根据需要选择对应默认角色或自定义角色。建
议角色分配最小权限。
步骤 4 单击“确定”。

3.4 登录虚拟系统
根系统下切换到虚拟系统
用户使用根虚拟系统管理员登录管理防火墙，可单击顶端导航栏中的虚系统
下拉列表，选择相应的虚系统进行切换。切换完成后根系统管理员即可对虚
拟系统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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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管理员直接登录虚拟系统
根系统管理员创建了子虚拟系统和子虚拟系统的管理员后，退出防火墙系统，
回到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输入子虚系统的管理员账号、密码以及验证码后
单击“立即登录”。
此时显示的界面就是对应虚拟系统的界面。顶端导航栏中显示对应虚拟系统
的名称。
子虚拟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物理上的任意接口（非所属的子虚拟系统的接口也
可以）进行登录，并管理所属的子虚拟系统。例如，子虚拟系统 vsys2 下有
一个子虚拟系统管理员 admin_vsys2，物理接口 ge2、ge3 属于子虚拟系统 vsys2。
用户可以通过任意一个物理接口登录 admin_vsys2 这个管理员，对 vsys2 进
行管理。

3.5 虚拟系统流量转发
防火墙上未配置虚拟系统时，所有流量都通过根虚拟系统进行转发，防火墙
上配置了虚拟系统时，流量根据接口或 VLAN 所属的系统进行流量转发。
在创建虚拟系统时需要为虚拟系统分配资源。将接口分配给虚拟系统后，该
接口绑定该虚拟系统，并自动将接口从根虚拟系统接口列表中删除。
在虚拟系统下进行接口配置，指定接口 IP 地址或接口绑定的 vlan 或桥。
从子虚拟系统的接口或 VLAN 收到的报文会进入虚拟系统进行处理。

3.6 虚拟系统互访
防火墙支持通过虚拟系统接口实现虚拟系统之间的互访，也支持通过物理连
接实现虚拟系统的互访。


通过虚拟系统接口实现虚拟系统互访，需要用户手工创建虚拟系统，并
在两个虚拟系统中分别指定到另一个目的地址的路由，路由下一跳指定
为另一个虚拟系统的虚拟系统接口的 IP 地址。符合相应安全策略的流量
即可进行转发。



通过物理连接实现虚拟系统互访，需要互访的虚拟系统各自有绑定的物
理接口，并通过物理线路连接两个接口。此方案需要占用物理接口。指
定到目的地址的路由后实现互访。符合相应安全策略的流量即可进行转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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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可选）添加虚拟系统接口
根虚拟系统或每个子虚拟系统下支持一个虚拟系统接口，虚拟接口的名称都
为 vge1。虚拟系统接口是各个虚拟系统之间进行通信时使用的虚拟接口。它
模拟了一台内部的虚拟三层交换机，虚拟系统之间通信，可以不需要进行外
部物理接口连接，仅需要配置到达另一个系统的路由。
虚拟系统接口是由各自的虚拟系统管理员或根虚拟系统管理员创建的。每个
虚拟系统只能创建一个虚拟系统接口，并且子虚拟系统管理员只能创建属于
自己的虚拟系统的虚拟系统接口。
在对应的虚拟系统下添加该系统的虚拟系统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虚拟系统接口”。
步骤 3 配置虚拟接口参数。
虚拟系统接口的名称固定为 vge1。参数的说明请参见 4.1.3 配置接口下对应
参数说明。
步骤 4 单击“确定”。

3.6.2 配置静态路由
例如在子虚拟系统 vsys1 上配置到根虚拟系统的路由。
步骤 1 登录子虚拟系统 vsys1，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静态路由”。
步骤 2 添加静态路由。
步骤 3 配置路由参数。
目的地址/掩码设置为目的网段的地址和掩码或配置默认路由。通过虚拟系统
接口互访时，网关地址指定为根虚拟系统的 vge1 接口的 IP 地址。通过物理
接口互访时，网关地址指定为根虚拟系统下跟 vsys1 下接口物理直连的接口
的 IP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3.6.3 配置策略
流量进入子虚拟系统下需要在子虚拟系统下进行处理。需要在子虚拟系统下
配置对应的安全策略、NAT 策略等策略。进入根系统下需要再次匹配根系统
下的安全策略、NAT 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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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配置

4.1 接口
防火墙通过接口连接网络和传输流量。接口配置是防火墙的基础配置，在进
行其他配置之前需要先配置好接口。接口包括物理接口和逻辑接口，为了更
好的管理接口和网络，人为的将不同的接口加入不同的安全域中。

4.1.1 简介
防火墙支持多种接口类型分别用于不同的场景下的数据交互。接口类型包括
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回
环接口、隧道接口、ADSL 接口、3G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Overlay
NVE 接口和 Overlay 路由接口。
物理接口是指防火墙的实际接口。物理接口不需要添加，直接在接口列表中
显示。通过选中或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可以开启或关闭对应接口。
接口工作模式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1.2 场景和配置说明。

物理接口
物理接口是设备自带的实际接口，不需要用户添加。防火墙支持千兆以太网
电接口、千兆以太网光接口和万兆以太网光接口。
用户可以对物理接口进行编辑。支持工作在路由模式、交换模式和旁路模式。

物理子接口
子接口是在三层物理接口的基础上配置带有 VLAN 标签的虚拟子接口。当不
同 VLAN 间的用户进行通讯时，可以通过子接口实现 VLAN 间的数据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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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 所示，防火墙只有一个物理接口与下行设备进行连接，下行设备有
多个 VLAN 需要实现通讯。这些 VLAN 的网关地址都在防火墙上（如典型
的单臂路由环境）。
图4-1 物理子接口应用场景

GE1-1: 192.168.1.1/24

vlan1: 192.168.1.0/24

GE1-2: 192.168.2.1/24

vlan2: 192.168.2.0/24

聚合接口
聚合接口可以将防火墙的多个物理接口进行汇聚绑定，逻辑上变为一个接口。
为防火墙同其他设备之间提供冗余和高效的连接方式，同时能够扩展链路带
宽。当其中一个成员接口故障时，其他接口还可以传输流量，只是带宽变小
了。

聚合子接口
聚合子接口与物理接口中的子接口使用方式相同。由多个物理接口聚合之后
成为的聚合接口，我们在逻辑上将其看成一个新的物理接口。因此，用户的
环境中如果下联多个网段，类似单臂路由环境时，就需要为聚合接口添加聚
合子接口。

VLAN 接口
VLAN 接口用于实现不同 VLAN 间的数据通信。VLAN 接口属于三层逻辑接
口，它在功能上与普通三层物理接口基本相同。

桥接口
桥接口为三层接口，当用户需要通过桥接口管理防火墙设备时，添加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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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环接口
回环接口是在防火墙上创建并分配 IP 地址的逻辑接口。创建后物理口状态始
终为 UP。回环接口不需要绑定物理接口，不存在物理故障，也不能开启和关
闭。
回环接口的用途包括：


作为路由选择协议的 Router ID，如 BGP、OSPF 协议。



测试防火墙的 TCP/IP 协议簇功能当前是否正常。



管理防火墙

防火墙支持添加 4 个回环接口。
图4-2 环回接口应用场景

OSPF Area0
Route-ID: 1.1.1.1
Ge0/1

192.168.1.0/24

lo1
1.1.1.1/32

Route-ID: 1.1.1.2
Ge0/1

lo1
1.1.1.2/32

10.0.0.0/24

隧道接口
隧道接口默认工作在路由模式。主要功能是在 VPN 环境中，协助组播和多播
协议完成转发。用户在配置隧道接口时，需要指定绑定的隧道名称。
通常情况下，两台防火墙之间可以通过隧道接口进行逻辑上的联通。因此，
同一条逻辑隧道链路上两端的隧道接口 IP 地址需要配置在同一个网段。同时，
当用户具体环境需要填写基于隧道接口的静态路由时，可以在“静态路由”
中选择“出接口”，来指定隧道接口。
如果网络中存在路由，使得用户的可信主机与隧道接口的 IP 地址能够进行通
讯，那么隧道接口与物理接口一样，都可以用来对防火墙进行管理。

ADSL 接口
防火墙支持 PPPoE 方式接入互联网，用户需要创建 ADSL 接口，并绑定物理
接口或物理子接口，从而通过运营商分配的用户名及密码获取到动态的互联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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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SL 接口列表中，用户可以查看到 ADSL 接口获取到的 IP 地址/子网掩
码及对端 IP 地址，当前状态等信息。
添加 ADSL 接口，需要用户指定 ADSL 接口拨号时的用户名、密码、绑定接
口等信息。防火墙支持创建 16 个 ADSL 接口。

3G/4G 接口
防火墙支持用户在防火墙上插入 3G/4G 上网卡，通过拨号方式接入互联网。
防火墙当前支持配置一个 3G/4G 接口。

虚拟接口
虚拟系统接口是由各自的虚拟系统管理员创建出来的，每个虚拟系统只能创
建一个虚拟系统接口，并且虚拟系统管理员只能创建属于自己所属虚拟系统
的虚拟系统接口。如：
1） 根虚拟系统 root-vsys 的管理员 admin，创建的虚拟系统接口 vge1 属于根
虚拟系统 root-vsys，并且根虚拟系统 root-vsys 只有这一个虚拟系统接口。
2） 子虚拟系统 vsys1 的管理员 admin_vsys1，创建的虚拟系统接口 vge1 属于
子虚拟系统 vsys1，并且子虚拟系统 vsys1 只有这一个虚拟系统接口。
虚拟系统接口是各个虚拟系统直接进行内部通信时使用的虚拟接口。它模拟
了一台内部的虚拟三层交换机，虚拟系统之间通信，可以不需要进行外部物
理接口连接。
防火墙开启虚拟系统功能，VSYS1、VSYS2、VSYS3 下的网段，需要实现互
访，由于虚拟系统之间是隔离的，因此需要为每一个虚拟系统添加一个虚拟
系统接口。这些虚拟系统接口处于同一个网段，以实现虚拟系统间的相互通
信。

Overlay NVE 接口
Overlay NVE 接口是用于 Overlay 网络的二层虚拟 trunk 接口。目前仅支持
vxlan 封装类型，用于 VXLAN 网络下。
Overlay NVE 接口的配置请参见 11.5.1 作为二层 VXLAN 网关的“添加
Overlay NVE 接口”。

Overlay 路由接口
Overlay 路由接口是用于 Overlay 网络的三层虚拟机接口。目前仅支持 vxlan
封装类型，用于 VXLAN 网络下。
Overlay 路由接口的配置请参见 11.5.2 作为三层 VXLAN 网关的“添加
Overlay 路由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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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T 口
在防火墙部分系列上，我们专门提供了 MGT 管理接口。

说明
MGT 管理接口默认仅支持 SNMP 监控配置、防火墙基础管理、离线导入特
征库、本地或 FTP、TFTP 升级系统版本、集中管理。要使用 MGT 口进行在
线特征库升级、发送 syslog 日志和 SNMP trap 信息需要在 CLI 下配置相应的
命令。MGT 口不支持云联动。
管理接口不可创建、不可删除。管理口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地址。
防火墙支持编辑管理接口 MGT，但不可创建、删除管理接口 MGT。

HA 口
在防火墙系列部分产品上，我们专门提供了 HA 接口。

4.1.2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根系统下仅显示属于根系统的接口。加入虚拟系统的接口，仅在对应的
虚拟系统接口列表中显示。



接口 IP 地址分为 float 类型和 static 类型。Static 类型仅用于开启 HA 时，
管理防火墙（特别是备墙）使用，其他功能 IP 基本都采用 float 类型。



聚合接口的成员必须为交换模式的物理接口，且一个交换模式的物理接
口只能加入一个聚合接口。仅同一虚拟系统下的接口可以加入聚合接口，
聚合接口不能跨虚拟系统。



在配置 3G/4G 接口前，用户需要先将 3G/4G 上网卡插入防火墙的 USB
口上。



ADSL 接口仅支持绑定路由模式的物理接口和物理子接口。



启用 SYN Cookie 时，巨帧功能不生效。MSS 最大为 1460。

4.1.3 配置接口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可以对已经存在的物理接口、MGT 口或 HA 口进
行编辑。
单击“添加”，可以添加物理子接口、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VLAN 接口、
桥接口、回环接口、隧道接口、ADSL 接口、3G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
接口、Overlay NVE 接口、Overlay 路由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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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页面列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显示接口的名称，通过接口名称可以看出接口的类型。已经
存在的接口名称不可修改。


物理子接口或聚合子接口名称中，“-”前面的接口为子
接口所绑定的物理接口或聚合接口，可供选择的物理接口
或聚合接口必须工作在路由模式。“-”后面的数字代表
VLAN ID，范围为 1~4094。



物理接口的名称格式为槽位号+接口号。其中 sx 为槽位号，
ge 代表千兆口，xg 代表万兆口。没有槽位号的接口为设
备板载接口。



聚合接口的名称格式为“chx”。



VLAN 接口的名称为 VLAN ID，格式为“vlanx”。



桥接口的名称为 Bridge ID，格式为“brx”。



隧道接口的名称格式为“tunx”，“x”取值范围为 1~128。



回环接口的格式为“lox”，“x”取值范围为 1~4。



ADSL 接口的格式为“adslx”。



3G 接口的名称为 3g1，仅支持一个 3G 接口。



4G 接口的名称为 4g1，仅支持一个 4G 接口。



默认仅支持 4 个虚拟系统接口。可以通过购买 license 扩展
虚拟系统接口的个数。每个虚拟系统只能创建一个虚拟系
统接口，并且虚拟系统管理员只能创建属于自己所属虚拟
系统的虚拟系统接口。



OverNve 接口的名称为 nve1，仅支持一个 Overlay 接口。



Overlay 路由接口的名称格式为“vnx”，“x”取值范围
为 1~512。

别名

别名可以方便管理员记忆和辨认该接口的用途。

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包括路由模式、交换模式和旁路模式。

接入信息

接入信息显示三层接口的 IP 地址或二层接口绑定的
vlanID、桥 ID 或聚合接口。

HA 组

显示接口所属的 HA 组。未开启 HA 时，接口属于 HA 组 0。

安全域

显示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速率

显示接口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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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状态

状态包括接口的物理口状态、IPv4 状态、IPv6 状态。


物理口状态为 ，则说明接口物理连接正常，状态为 UP。



物理口状态为 ，则说明接口物理连接故障，状态为
Down。



IPv4 或 IPv6 状态为 ，则说明接口正常配置了 IPv4 或 IPv6
地址，可以正常工作。



IPv4 或 IPv6 状态为 ，则说明接口未配置 IPv4 或 IPv6
地址或当前网络故障导致 IP 不能正常工作。

引用

显示接口被引用的次数。单击对应数字，可以查看引用接口
的功能模块及对应名称。

启用

选中或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可以改变接口的物理口状
态。若接口正常，选中“启用”复选框，接口物理口状态变
为 UP，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接口物理口状态变为 Down。

操作

单击“编辑”，可以编辑接口参数。
ADSL 接口支持手动连接操作。可以手动进行拨号连接。

下面对接口配置中的参数进行说明。

启用/关闭接口
在接口列表中或接口编辑页面中选中或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或关
闭接口。
可以通过关闭再开启接口，重启接口。

（可选）配置接口 MAC 和虚 MAC
接口的 MAC 地址和虚 MAC 地址不需要用户配置，接口添加后防火墙自动
为接口分配 MAC 地址和虚 MAC 地址。
虚 MAC 地址用于 HA 启用的情况下，同步配置到备墙，主墙和备墙使用同
样的虚 MAC 地址进行通讯。未启用 HA 时，不需要使用虚 MAC 地址。
用户可以修改接口的 MAC 地址和虚 MAC 地址。

配置安全域
根据网络规划的情况，选择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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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接口工作模式
说明
物理接口、聚合接口、虚拟系统接口需要配置接口工作模式。虚拟系统接口
不支持旁路模式。
接口支持工作在路由模式、交换模式和旁路模式。


接口工作在路由模式，即三层工作模式。必须为接口配置 IP 地址。三层
接口可以管理防火墙。



接口工作在交换模式，即二层工作模式。

说明



物理接口交换模式分为 Access、Trunk、Bridge、channel 四种模式。
聚合接口交换模式和虚拟系统接口交换模式分为 Access、Trunk、Bridge
三种模式。

参数

说明

模式



链路类型为 Access 的接口只能属于某一个 VLAN，接收
和发送本 VLAN 内的报文。一般用于连接终端 PC。



链路类型为 Trunk 的接口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 的报
文。一般与交换设备的 trunk 接口对接。



链路类型为 Bridge 的接口为桥接口，对接同一桥的设备属
于单独的一个局域网。



链路类型为 Channel 的接口为聚合接口的成员接口。

Access 模式下
的 VLAN

Access 模式下需要选择接口所属的 VLAN。

Trunk 模式下
允许通过的
VLAN ID

Trunk 模式下，用户需要指定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说明
在 Trunk 模式下，如果用户希望 Native VLAN 也能穿过此接口，在
VLAN ID 的配置中，必须将 Native VLAN 的 ID 号（无论是默认的 1，
还是用户自定义后的 ID 号），添加到 VLAN ID 中，否则 Native VLAN
将无法穿过该接口，导致网络不通。

Native VLAN

防火墙支持用户自定义 Native VLAN 的 ID，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需求，将 Native VLAN 的 ID 进行变更，默认情况下，
Native VLAN 的 ID 为 1。

桥

Bridge 模式下，用户需要指定接口所属的桥 ID。

奇安信集团

4-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Channel

Channel 模式下，用户需要指定接口所属的聚合接口 ID。防
火墙可通过聚合接口提高链路的可靠性。



旁路模式主要用于旁路监听用户网络中的数据时使用。

通常情况下，与旁路模式接口对联的对端接口为镜像口，用户将网络中需要
进行监听的数据通过镜像口导入到工作在旁路模式的防火墙接口中，防火墙
会对数据进行安全检查。当防火墙从旁路模式接口中监听到威胁时，会对异
常会话发送重置操作，但该操作需要防火墙上其他未工作在旁路模式的物理
接口与用户的网络可达。

配置聚合接口的聚合参数
参数

说明

Channel 模式

选择 Channel 模式。
Channel 模式支持：


802.3ad
如选择 802.3ad 方式，则接口聚合方式遵循指定的负载算
法。802.3ad 方式采用 LACP 协议实现链路动态汇聚。



轮询方式
如选择轮询方式，则在被绑定接口间以轮询方式进行聚
合，即收发的数据包在可用接口间按顺序分配。



热备方式
如选择热备方式，则聚合接口所包含的接口间为热备关
系，一个为主，其余均为备。在正常工作时只有一个接口
负责数据包收发，监测到故障时切换为备选接口当中的一
个正常接口。



手工方式
手工方式即静态 LACP 模式，是一种利用 LACP 协议进行
聚合参数协商、确定活动接口和非活动接口的链路聚合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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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负载算法

选择一种负载算法。仅 Channel 模式设置为 802.3ad 和手工
方式时设置。
负载算法支持：


根据 IP 地址和 TCP/UDP 端口组合均衡
使用 IP 地址和 TCP/UDP 端口进行哈希算法。



根据源和目的 MAC 地址组合均衡
使用源和目的 MAC 进行哈希算法。



根据 MAC 地址和 IP 地址组合均衡
根据 MAC 地址和 IP 地址进行哈希算法。

LACPDU 包传 仅 Channel 模式设置为 802.3ad 时显示。
输速率
802.3ad 方式采用 LACP 协议实现链路动态汇聚。可以指定
LACPDU 包的传输速率，如指定为“慢”（30S 一个包），
则故障收敛慢，占用资源少，因此此时的效果为高性能、低
可靠；反之如果指定为“快”（1S 一个包），则故障收敛
快，占用资源多，效果相对来说就为高可靠、低性能。
监控模式

接口工作模式设置为“路由模式”，Channel 默认设置为“热
备方式”时，支持“Link”和“Arp”两种监控模式。
其他情况下仅支持“Link”模式。


Link 模式用来定期检测网口的链路连接状态，Link 模式需
要配置 MII 链路周期，即网口连接状态的探测周期



选择 ARP 模式，定期向目的 IP 发送 ARP 请求，如果得到
回应表明网络状态正常，如果收不到回应包，则会进行接
口切换。ARP 模式需要添加 ARP 目的 IP，即被探测的对
端接口 IP。

MⅡ链路周期

监控模式为“Link”时需要配置 MII 链路周期，即网口连接
状态的探测周期，可选范围为 1-5，单位为秒。

ARP 周期

监控模式为“ARP”时，需要配置发送 ARP 请求的周期。

ARP 目的 IP

监控模式为“ARP”时，需要添加 ARP 目的 IP，即被探测
的对端接口 IP。

成员接口

从可选接口中选择加入聚合接口的成员。可选接口列表中只
包括交换模式的物理接口。
或者编辑物理接口时，设置接口工作在交换模式，子模式为
channel，并选择要加入的 channel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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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PPoE（ADSL 接口）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必填项。选择 ADSL 接口的名称。

别名

设置接口的别名，方便管理员记忆和识别接口的用途。

安全域

选择 ADSL 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绑定接口

ADSL 接口可以绑定在三层物理接口及物理子接口上。接
口上不用配置 IP 地址。
ADSL 接口处于正在连接或已经连接状态时，绑定接口不
可修改。

用户名

ADSL 接口拨号所需的用户名。
ADSL 接口处于正在连接或已经连接状态时，绑定用户名
不可修改。

密码

ADSL 接口拨号时，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ADSL 接口处于已经连接状态时，绑定密码不可修改。

自动连接

选中“启用”复选框，ADSL 接口断开后会自动进行拨号。

配置接口 IP 地址
说明
需要配置 IP 地址的接口包括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物理子
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回环接口、
隧道接口、3G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Overlay 路由接口、MGT 口、
HA 口。
接口支持配置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接口支持同时配置 IPv4 和 IPv6 地址。
最多可配置 512 个 IPv4 地址和 512 个 IPv6 地址。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都支持手工配置和动态获取。IPv4 地址可以通过 DHCP
动态分配或通过 ADSL 拨号获取。IPv6 地址可以通过 DHCP 动态分配、
SLAAC（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或通过
ADSL 拨号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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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回环接口、虚拟系统接口、MGT 口、HA 口仅支持手工方式配置 IP 地
址。
隧道接口支持手工配置 IPv4 地址、IPv6 地址，还支持通过 SLAAC 获
取 IPv6 地址。
3G 接口、4G 接口、MGT 口、HA 口仅支持 IPv4 地址。
通常情况下，3G/4G 上网卡的地址都是运营商动态分配的，地址模式
选择 DHCP 即可。若用户使用的 3G/4G 上网卡运营商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可以选择静态地址。

IP 地址分为 float 和 static 类型。默认采用 float 类型。仅启用 HA 后需要管理
备墙时需要配置 static 类型，其他功能都建议采用 float 类型。开启 HA 配置
同步时，float 类型 IP 会同步给对端设备，而 static 类型地址不会同步给对端
设备。


手工配置 IPv4 地址时，选中“静态地址”，单击“添加”，添加一个 IPv4
地址。手工方式可以为接口指定多个 IP 地址。



手工配置 IPv6 地址时，单击“添加”，添加一个 IPv6 地址。手工方式可
以为接口指定多个 IPv6 地址。还可以选择是否发布 RA。选择“发布 RA”
复选框后，开启发布 RA 功能。此时可以配置有效生命周期、首选生命
周期、是否开启自治标记。默认开启自治标记。



通过 DHCP 获取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选中“DHCP”复选框。此时防
火墙作为 DHCP 客户端，发送 DHCP 请求，DHCP 服务器收到请求后，
给防火墙接口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不再需要该 IP 地址后，可单击
“释放”。单击“重新获取”，获取新的 IP 地址。DHCP 获取失败时，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显示为空。通过 DHCP 获取 IPv4 地址时，支持自动配置
默认路由。默认开启自动配置默认路由。



开启 SLAAC 方式获取 IPv6 地址，选中“SLAAC”复选框。此时可以选
择是否开启默认路由。SLAAC 方式包括生成唯一表示本接口的本地地址
和通过 RA（路由通告）获取 IPv6 前缀。RA 默认采用缺省参数，用户可
以选中“路由器通告”复选框后，修改参数。



通过 PPPoE 获取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需要创建 ADSL 接口，并绑定
路由模式物理接口或物理子接口。此时防火墙作为 PPPoE 客户端，发送
PPPoE 请求，PPPoE 服务器收到请求后，给 ADSL 接口分配 IP 地址和子
网掩码。在本地地址列表中可以查看分配到的 IPv4 或 IPv6 地址。PPPoE
获取失败时，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显示为空。单击“手动连接”，立即发送
PPPoE 请求。对端 IPv4 地址为 PPPoE 服务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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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接口所属的 HA 组
说明
路由模式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回环接
口、隧道接口可以指定 HA 组。
默认不开启 HA 时，属于 HA 组 0 即可；启用 HA 功能时，需要用户根据实
际环境选择 HA 组。

配置接口管理方式
说明
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聚
合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回环接口、隧道接口、3G 接口、4G 接口、
虚拟系统接口、MGT 口支持管理防火墙。
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管理方式。


HTTPS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HTTPS 连接登录 Web 管理页面。



SSH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SSH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Telnet 表示允许通过该接口以 Telnet 连接登录 CLI 界面。



Ping 表示该接口会响应 ping 请求。



SNMP 表示允许管理设备通过 SNMP 通过该接口连接管理防火墙。

选中一个或多个方式后，用户可以通过该方式打开接口 IP 地址管理防火墙。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推荐使用 HTTPS 和 SSH。

配置物理接口的操作模式
说明
仅物理接口支持配置操作模式。
参数

说明

操作模式



自动

表示该接口工作在自动协商模式。


手动

表示该接口工作在非自动协商模式。
如果需要配置接口的速率和双工模式，必须先配置该接口工
作在手动操作模式。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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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速率

手动操作模式下，需要选择以太网接口的工作速率。


选中“10Mb/s”，表示配置接口的工作速率为 10Mbit/s。



选中“100Mb/s”，表示配置接口的工作速率为 100Mbit/s。



选中“1000Mb/s”，表示配置接口的工作速率为 1000Mbit/s。
以太网接口的速率应确保与连接对端相同。

双工模式



全双工
当希望接口在发送数据包的同时可以接收数据包，可以将
接口设置为全双工模式。



半双工
当希望接口同一时刻只能发送数据包或接收数据包时，可
以将接口设置为半双工模式。

配置接口 MTU
说明




路由模式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旁路模式物理接口、VLAN 接口、
桥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旁路模式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回环
接口、隧道接口、ADSL 接口、3G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
MGT 口、HA 口支持配置 MTU。
部分防火墙型号的路由模式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旁路模式物理接
口、VLAN 接口、桥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旁路模式聚合接口、
聚合子接口、虚拟系统接口支持巨帧（MTU>1518，最大可以支持 9216）。
默认情况下关闭巨帧，仅支持通过命令行开启。

合适的 MTU 可以提高网络的性能。理论上，MTU 应该设置为到目的网络的
链路中最小允许的 MTU 以避免报文分片。当设置的 MTU 过大，导致网络性
能下降时，可以通过多次尝试减小 MTU 的大小，找到最合适的 MTU 大小优
化网络性能。
不同类型接口的 MTU 默认值不同，取值范围也不同。以 web 界面上为准。
无特殊需求可使用默认值。
当需要通过防火墙接口传输超过 1518 大小的帧时，需要开启巨帧。巨帧默认
关闭，可在配置视图下执行 jumbo enable 开启巨帧功能。开启巨帧功能后，
接口上可以配置超过 1518 大小的 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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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对称路由
说明
路由模式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
聚合子接口、隧道接口、ADSL 接口、3G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支
持对称路由配置。
默认开启对称路由。
对称路由功能可以实现在多出口环境下，用户从哪个接口进来访问的数据，
从哪个接口再返回出去。例如：用户内网对外提供一个 http 服务，同时用户
申请了联通 ge1 和电信 ge2 两个出口。当联通的用户从联通 ge1 口进来访问
http 服务时，对称路由功能可以让服务器返回给用户的应答数据也从联通 ge1
口出去。当电信的用户从电信 ge2 口进来访问 http 服务时，对称路由功能可
以让服务器返回给用户的应答数据也从电信 ge2 口出去，保证数据来回路径
的一致性。
建议用户根据多出口环境中的实际需求，确认是否需要启用对称路由功能。

配置 DNS 代理服务器
对于没有匹配 DNS 代理策略的流量，则采用出接口下的 DNS 代理服务器进
行 DNS 代理。

说明
支持配置 DNS 代理服务器的接口包括路由模式物理接口（即三层物理接口）、
物理子接口、路由模式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隧道
接口、4G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Overlay 路由接口、HA 口。

单击“DNS 代理服务器”下拉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 DNS 代理服务
器。若需要添加新的 DNS 代理服务器，请选择“添加 DNS 代理服务器”。

配置接口镜像
说明
仅物理接口支持配置镜像。
接口镜像功能允许用户将此接口的发送流量或者接收流量镜像到指定的其它
物理接口上，发送流量及接收流量指定的其它物理口可以是同一个物理接口，
也可以是不同的物理接口。需要用户结合实际环境来进行配置。
接口镜像配置需要指定选择发送流量的接口和接收流量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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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PLS
说明
交换模式物理接口、交换模式聚合接口支持 MPLS。
防火墙默认未选中“MPLS”，即使防火墙开启了安全策略等多种安全防护功
能，防火墙仍然会直接透传 MPLS 数据包。
选中“MPLS”后，接口接收到带 MPLS 标签的数据包，在入接口会把标签
去掉，根据防火墙的配置，对数据包做相应的处理，在出接口发送数据包时，
会重新打上 MPLS 标签。

4.1.4 管理接口
仅部分型号防火墙支持 MGT 口和 HA 口。

配置 MGT 口
管理接口不可创建、不可删除。管理口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地址。
防火墙支持编辑管理接口 MGT，但不可创建、删除管理接口 MGT。

说明
MGT 管理接口默认仅支持 SNMP 监控配置、防火墙基础管理、离线导入特
征库、本地或 FTP、TFTP 升级系统版本、集中管理。要使用 MGT 口进行在
线特征库升级、发送 syslog 日志和 SNMP trap 信息需要在 CLI 下配置相应的
命令。MGT 口不支持云联动。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管理接口”。
步骤 3 单击 MGT 口对应操作下的“编辑”。
步骤 4 修改管理接口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管理接口的名称固定为 MGT，不可修改。

MAC 地址

管理接口的 MAC 地址，不可修改。

地址列表

单击“添加”，设置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管理接口
的 IP 地址，默认为 10.0.0.1。
用户可以添加多个管理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但必须
确认管理主机与管理接口之间的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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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管理方式

管理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
默认情况下，管理接口开启了全部的管理方式，用户可以
根据实际需求对管理方式进行修改。

MTU

管理接口的最大传输单元，默认值为 1500 字节，范围为
576~1500 字节。
除非用户环境对 MTU 有特殊要求，一般情况下请保留
MTU 默认值设置。

步骤 5 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 HA 口
HA 口用作 HA 的心跳口。防火墙支持编辑 HA 口，但不可创建、删除。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管理接口"。
步骤 3 单击 HA 口对应操作下的“编辑”。
步骤 4 修改 HA 口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名称固定为 HA，不可修改。

MAC 地址

HA 接口的 MAC 地址，不可修改。

地址列表

单击“添加”，设置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HA 口的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地址。
用户可以添加多个 IP 地址/子网掩码。

管理方式

HA 接口支持 HTTPS、SSH、Telnet、Ping、HTTP 和 SNMP 。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管理方式。

MTU

管理接口的最大传输单元，默认值为 1500 字节，范围为
576~1500 字节。
除非用户环境对 MTU 有特殊要求，一般情况下请保留
MTU 默认值设置。

步骤 5 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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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管理口路由
防火墙针对部分系列提供了单独的管理口。当用户需要跨网段通过管理口管
理防火墙时，我们就需要在防火墙上添加相应的管理口路由，指向管理主机
所在的网段。
管理口路由菜单只在有管理口的设备上显示。管理口路由仅支持 IPv4 路由。
防火墙支持用户添加管理口路由。
当管理主机与管理口的 IP 地址不在同一网段时，用户需要在防火墙上添加管
理口路由，保证管理口与管理主机的可达。管理口路由只对管理口生效，不
影响用户正常添加静态路由，不影响用户业务数据通讯。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管理口路由。
参数

说明

目的 IP 地址

目的去往管理主机的路由，目的 IP 地址为管理主机 IP 地
址或管理主机 IP 地址所属网段。 用户需要根据实际环境
填写。

子网掩码

目的地址为管理主机单个 IP 时，子网掩码可填写
255.255.255.255；
目的地址为管理主机所属网段时，子网掩码根据管理主机
所属网段的子网掩码来填写。

网关

与管理口相连的对端设备接口 IP 地址，即管理口路由的
下一跳。

步骤 4 单击“确定”。

4.2 安全域
4.2.1 简介
防火墙的安全域功能是为了对接口进行区域划分，实现基于安全域的访问控
制及应用安全等功能。
防火墙默认包含 5 个安全域：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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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三层区域（trust，untrust，dmz）



2 个二层区域（l2trust，l2untrust）

默认提供的五个安全域名称不允许修改，但是用户可以编辑安全域的接口成
员。
用户还可以创建新的安全域。不同的安全域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通过在同一
个安全域内或者不同的安全域直接配置不同的安全策略，实现不同的网络访
问控制。

4.2.2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默认安全域可以设置绑定接口成员，但不可以删除，不可以修改名称和
类型。



新创建的安全域可以设置绑定接口成员也可以删除。不可以修改名称和
类型。



自定义安全域引用了功能模块时不能被删除。

4.2.3 创建安全域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安全域”。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安全域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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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设置安全域的名称。

类型

设置安全域的类型。类型支持三层安全域和二层安全域。

接口绑定

选择接口类型或直接查询具体接口，对应类型的接口会在“可
选”区域框中显示。通过添加按钮将要加入安全域的接口加
入“已选”区域框中。


三层安全域绑定的接口必须是三层接口。



二层安全域绑定的接口必须是二层接口。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创建好的安全域在安全域列表中显示。安全域列表中显示该安全域的名称、
类型、接口列表、引用次数和操作。
当引用次数不为 0 时，单击引用次数，可以查看该安全域引用的所有功能模
块。

4.2.4 编辑安全域
单击操作列的“编辑”图标，可以对安全域进行编辑修改。

4.3 配置 VLAN
4.3.1 简介
VLAN 的作用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即虚拟局域网，是将一个物理上的局域
网逻辑上划分为多个广播域的通信技术。
当局域网内的计算机达到一定数量后，通常采用划分 VLAN 的方式将网络分
隔开来，将一个大的广播域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广播域，以减小广播可能造成
的损害。利用 VLAN 技术，我们可以更好的规划广播域，提高网络性能。
虚拟局域网是一组逻辑上的设备和用户，这些设备和用户并不受物理位置的
限制，可以根据功能、部门等因素将它们组织起来，相互之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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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的实现机制
在一台未设置任何 VLAN 的交换机上，任何广播帧都会被转发到除接收接口
外的所有其他接口。如果在交换机上配置两个 VLAN，同时设置接口分别属
于两个 VLAN。则从 PC 发送的广播帧只会转发给属于该 PC 连接的接口同一
个 VLAN 的接口，不会转发给另一个 VLAN 的接口。
防火墙接口处于交换模式时 VLAN 的实现与交换机一致。
图4-3 VLAN 实现机制

就这样，VLAN 通过限制广播帧转发的范围分割了广播域。

VLAN 链路类型和对应接口模式
VLAN 链路分为接入链路（Access Link）和干道链路（Trunk Link）：


Access Link 是连接主机和设备的链路。



Trunk Link 是连接设备和设备的链路。

对应防火墙设备的接口分为 Access 接口和 Trunk 接口。


Access 接口是设备上用来连接用户主机的接口，它只能连接接入链路
（Access Link）。



Trunk 接口是设备上用来和其他交换设备连接的接口，它只能连接干道链
路（Trunk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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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VLAN 链路类型和对应接口模式

4.3.2 创建 VLAN
防火墙支持单个创建 VLAN 和批量创建多个连续的 VLAN。请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创建方式。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LAN”。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VLAN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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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添加方式

添加方式包括添加单个 VLAN 或多个连续 VLAN。
默认添加单个 VLAN。添加方式选择“连续 VLAN”后可以
创建多个连续 VLAN。
支持一次添加单个 VLAN 或添加多个连续 VLAN。

VLAN ID

VLAN ID 用于唯一标示一个 VLAN。VLAN ID 取值范围为
1~4094。
添加方式为“单个 VLAN”时，指定对应的 VLAN ID。
添加方式为“连续 VLAN”时，指定 VLAN ID 的范围，最
添加多 64 个连续 VLAN。

HA 组

默认不开启 HA 时，属于 HA 组 0 即可；启用 HA 功能时，
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环境选择 HA 组。

IGMP
Snooping

启用 IGMP Snooping 功能后，客户端与多播路由器中间的交
换机会监听 IGMP 报文的传输，修改 MAC 地址表实现对多
播报文正确有效的转发，而不是默认的“泛洪”处理。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创建好的 VLAN 在 VLAN 列表中显示。在 VLAN 列表中可以看到 VLAN ID、
VLAN 名称、绑定的接口、HA 组、是否开启 IGMP Snooping、引用次数以
及操作。

4.3.3 配置接入加入 VLAN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找到连接 VLAN 网络的二层接口。单击接口名称或编辑按钮。
步骤 3 配置 Access 接口。
接口工作模式设置为“交换模式”，模式为 Access。若已经创建了 VLAN，
在 VLAN 下拉框中选择接口连接的 VLAN，若未创建对应 VLAN，在 VLAN
下拉框中选择“添加 VLAN”。创建 VLAN 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找到连接其他交换设备的二层接口。单击接口名称或编辑按钮。
步骤 6 配置 Trunk 接口。
接口工作模式设置为“交换模式”，模式为 trunk。设置允许通过 VLAN ID 和
Nativ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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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runk 模式下
允许通过的
VLAN ID

Trunk 模式下，用户需要指定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说明
在 Trunk 模式下，如果用户希望 Native VLAN 也能穿过此接口，在 VLAN ID
的配置中，必须将 Native VLAN 的 ID 号（无论是默认的 1，还是用户自定义后
的 ID 号），添加到 VLAN ID 中，否则 Native VLAN 将无法穿过该接口，导致
网络不通。

Native VLAN

防火墙支持用户自定义 Native VLAN 的 ID，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需求，将 Native VLAN 的 ID 进行变更，默认情况下，
Native VLAN 的 ID 为 1。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3.4 配置通过 VLAN 接口实现 VLAN 间通信
不同 VLAN 内的主机要通信，必须通过一个三层设备进行转发。
步骤 1 创建 VLAN。
步骤 2 配置接口加入 VLAN。
步骤 3 添加 VLAN 接口，并配置 IP 地址。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单击“添加”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VLAN 接口”。
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4.1.3 配置接口”。
每个 VLAN 都可以配置一个 VLAN 接口。不同 VLAN 接口需要配置为不同
网段。
为实现 VLAN 间互通，VLAN 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必须配置为对应的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4.3.5 配置通过三层物理子接口实现 VLAN 间通信
子接口是在三层物理接口的基础上配置带有 VLAN 标签的虚拟子接口。当不
同 VLAN 间的用户进行通讯时，可以通过子接口实现 VLAN 间的数据转发。
步骤 1 创建 VLAN。
步骤 2 配置接口加入 VLAN。
步骤 3 创建物理子接口对应一个 VLAN，并配置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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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物理子接口”。
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4.1.3 配置接口”。
每个 VLAN 都对应配置一个子接口，通过物理子接口互通实现 VLAN 间通
信。不同物理子接口需要配置为不同网段。
为实现 VLAN 间互通，VLAN 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必须配置为对应的物理子接
口的 IP 地址。

4.4 配置桥
防火墙作为网桥时，工作在数据链路层。一个桥类似一个 vlan，对接同一桥
的设备，只能在该桥内进行二层转发。不开启虚拟线路桥的桥可以绑定桥接
口，作为三层接口管理防火墙。
开启虚拟线路桥后，一个桥只能绑定两个物理接口。虚拟线路桥不能绑定桥
接口。从绑定虚拟线路桥的一个物理接口进入的流量只能被转发到该虚拟线
路桥对的另一个接口。其他接口流量不能被转发到虚拟线路桥中。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桥参数。

参数

说明

桥 ID

用于唯一标示一个网桥。

HA 组

默认不开启 HA 时，属于 HA 组 0 即可；启用 HA 功能时，
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环境选择 HA 组。

虚拟线路桥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虚拟线路桥。一个虚拟线路桥就
是一个接口对。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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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创建好的桥在桥列表中显示。在桥列表中可以看到桥 ID、名称、绑定的接口、
HA 组、是否开启虚拟线路桥、引用次数以及操作。
步骤 5 绑定物理接口。
添加完桥之后，我们需要将物理接口与桥进行绑定。
找到要绑定的物理接口，单击“编辑”，工作模式设置为“交换模式”，模式
设置为“Bridge”，选择要绑定的桥接口。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5 DNS
4.5.1 静态 DNS
静态 DNS 相当于在防火墙上配置的一个 DNS 缓存列表。静态 DNS 支持入接
口和源 ISP 两种匹配模式，分别应用于两种场景。当用户发送的 DNS 请求到
达防火墙后，先检查静态 DNS，若入接口或源 ISP 以及域名都匹配，则防火
墙发送对应的 IP 地址给用户；若入接口或源 ISP 以及域名有一个不匹配，则
DNS 请求被转发到 DNS 服务器，由 DNS 服务器进行域名解析后将 IP 地址
发送给用户。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NS > 静态 DNS”。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静态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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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静态 DNS 的名称。

描述

为 DNS 规则添加说明。

匹配模式

根据场景选择匹配模式。防火墙支持两种匹配模式：


入接口
从入接口收到的 DNS 请求，会根据入接口判断并答复该
条静态 DNS 中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若域名不在静态
DNS 中，则 DNS 请求转发给域名服务器。



源 ISP
从源 ISP 发来的 DNS 请求，会根据源 ISP 判断并答复该
条静态 DNS 中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若域名不在静态
DNS 中，则 DNS 请求转发给域名服务器。

入接口

配置模式为入接口时，指定对应的入接口。入接口可以选择
多个。源 ISP 仅可选择一个。

源 ISP

匹配模式为源 ISP 时，选择对应的源 ISP。

域名列表

单击“添加”，添加一个域名和 IP 地址对应规则。
可添加多条对应规则。同一个 IP 地址可以绑定多个不同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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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5.2 DNS 代理
DNS 代理用于在 DNS 客户端和 DNS 服务器之间转发 DNS 请求和应答。DNS
客户端发送 DNS 请求报文到 DNS 代理，代理再转发到 DNS 服务器，并将
DNS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转发给 DNS 客户端，从而实现域名解析。DNS 代理
可以便捷的为客户端实现本地代理和透明代理。

配置 DNS 代理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NS > DNS 代理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DNS 代理服务器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DNS 代理服务器的名称。

描述

DNS 代理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地址类型

选择 ipv4 或 ipv6 地址类型。地址类型为 ipv4 时，配
置 IPv4 地址类型的 DNS 代理服务器；地址类型为 ipv6
时，配置 IPv6 地址类型的 DNS 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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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首选 DNS 代理服
务器

防火墙优先选用的 DNS 代理服务器。在首选 DNS 服
务器无响应时，再使用备选 DNS 代理服务器。

备选 DNS 代理服
务器

当首选 DNS 服务器无响应时，防火墙会选择向备选
DNS 服务器发送 DNS 请求，用户可以指定两个备选
DNS 服务器。

探测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探测功能。

探测域名

指定要探测的 DNS 服务器对应域名。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DNS 代理服务器可以在 DNS 代理服务器列表中查看。

配置 DNS 代理策略
配置 DNS 代理策略后，DNS 请求根据匹配到的策略，将 DNS 请求发送到策
略中配置的代理服务器。通过为不同出接口流量配置不同的代理策略，可以
实现 DNS 代理负载分担。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NS > DNS 代理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DNS 代理策略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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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DNS 代理策略的名称。

描述

配置 DNS 代理策略的描述信息。

启用

必须选中“启用”复选框，启用该 DNS 代理策略，该
策略才会生效。

入接口

选择流量对应的入接口。

源地址

选择流量的源地址。

目的地址

选择流量的目的地址。

代理服务器

选择对符合 DNS 代理策略的流量应用的 DNS 代理服
务器。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DNS 代理策略在 DNS 代理策略列表中显示。DNS 代理策略位置越
靠上优先级越高。

调整 DNS 代理策略的顺序
DNS 代理策略在列表中的顺序与优先级有关。顺序越靠前，优先级越高。
选中要调整顺序的 DNS 代理策略，可以将 DNS 代理策略置顶、调至末尾或
调换顺序。

4.5.3 配置 DDNS
DDNS（Dynamic Domain Name Server）是动态域名服务的缩写。DDNS 用于
接口 IP 不固定的情况下，允许用户通过固定的域名访问该接口提供的服务。
此时接口上需要绑定 DDNS 规则，则防火墙作为 DDNS 客户端，向 DDNS
服务商的主机上发送域名地址变更请求，由 DDNS 服务商通知 DNS 服务器
修改 DNS 上域名与 IP 的对应关系。从而实现正确的域名解析。
防火墙支持作为 DDNS 服务的客户端，将接口的 IP 地址更新到服务商主机
上，由服务商实时更新域名服务器上的域名和 IP 地址对应关系。

应用场景
Web 服务器位于用户内网，对外提供 Web 服务。Web 服务器的公网 IP 地址
为防火墙通过 ADSL 拨号获取的动态 IP 地址，域名为在 DDNS 服务商注册
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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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务器

DDNS客户端

D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

NGFW

ADSL

PC

ADSL 获取的 IP 地址变化后，防火墙请求 DDNS 服务器进行域名和 IP 地址
的变更，DDNS 服务器通知 DNS 变更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当外网的用户通
过域名访问 Web 服务器后可以正确解析到 IP 地址，从而实现访问。

配置步骤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NS > DDNS”。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DDNS 规则。

参数

说明

DDNS

只有选中启用后，DDNS 功能才生效。

名称

配置 DDNS 规则的名称。名称是用于区分 DDNS 策略的唯
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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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态域名

指定用户通过 DDNS 服务所需要绑定的域名。
该域名必须是在 DDNS 服务商注册过的域名。

服务商

指定 DDNS 服务商。防火墙支持四家服务商，分别为：


oray 花生壳动态域名



pubyun 公云(3322)

changeip
 noip


用户名

DDNS 客户端（防火墙）访问 DDNS 服务商时使用的用户
名。
该用户名需要预先在服务商注册。

密码、确认密
码

输入用户名对应的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

接口

指定绑定 DDNS 策略的接口，该接口为 DDNS 服务所绑定
的动态 IP 地址所在的接口。接口必须是 ADSL 接口。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6 DHCP
防火墙支持全面的 DHCP 功能，包括 DHCP 服务器、DHCP 中继、DHCP 客
户端，且既支持 DHCP 又支持 DHCPv6。
防火墙作为 DHCP 客户端，即配置接口通过 DHCP 和 DHCPv6 获取 IPv4 和
IPv6 地址。
本节只介绍防火墙作为 DHCP 服务器和 DHCP 中继的场景和配置。

4.6.1 应用场景
与 DHCP 客户端在同一网段
防火墙作为 DHCP 服务器，与作为 DHCP 客户端的内网 PC 通过二层设备相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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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DHCP Server 应用

DHCP 服务器可以实现：


为接入的客户端动态分配 IP 地址。



为特殊客户端分配固定的 IP 地址。



在为接入的客户端分配 DNS 服务器、WINS 服务器地址、SMTP 服务器地
址、POP 服务器地址等。

与 DHCP 客户端不在同一网段
防火墙作为 DHCP 服务器时，只能接收同一网段的 DHCP 客户端的请求，若
是 DHCP 客户端不在同一网段，则 DHCP 服务器与 DHCP 客户端中间需要一
个 DHCP 中继设备。DHCP 客户端通过 DHCP 中继与其他网段的 DHCP 服务
器通信，获取 DHCP 服务。
防火墙既支持作为 DHCP 服务器，也支持作为 DHCP 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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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DHCP Relay 应用

4.6.2 配置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可以为连接到相应防火墙接口的 DHCP 客户端动态分配 IP 地址、
为某些 MAC 地址的 DHCP 客户端分配固定 IP 地址、分配域名、邮件服务器
等。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交换模式下不支持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配置中不需要选择接口，但配置的 DHCP 网络地址必须与
接口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则该 DHCP 服务器自动绑定相同网段的接口。



配置 DHCP 服务器时，接口必须工作在路由模式，配置静态 IP。三层物
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三层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
隧道接口均支持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默认关闭。启用 DHCP 服务后，DHCP 服务器才会生效。



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 DHCP 服务器、DHCP 客户端或 DHCP 中继。



防火墙作为 DHCP 服务器，中间存在 DHCP 中继设备时，防火墙上不能
同时开启 DHCP 请求检测，否则会导致客户端无法获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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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HCP > DHCP 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DHCP 网络地址和网络掩码。
参数

说明

网络地址

指定 DHCP 服务器可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 IP 所属的网络
地址。该网络地址必须与连接 DHCP 客户端的接口在同一
网段，DHCP 地址池中的地址必须为此网络地址范围内的地
址或地址段。

网络掩码

指定网络地址的网络掩码。

步骤 4 配置 DHCP 基本配置。
参数

说明

网关地址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默认网关。即开启
DHCP 服务的接口 IP 地址。

DNS1~3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域名服务器。当 DHCP
客户端通过域名访问 Internet 时必配。且要求分配出去的
DNS 服务器与 DHCP 服务器之间应路由可达。
DNS1 为首选 DNS 服务器，DNS2、DNS3 为备选 DNS 服务
器。当 DHCP 客户端通过首选 DNS 服务器域名解析失败时，
向备用 DNS 服务器请求域名解析。

续租时间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地址存在有效时间，
过期后需要续租。
默认续租时间为 43200 秒（12 小时）。

描述

关于该 DHCP 服务的描述，用于区别其他 DHCP 服务。

地址池列表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 IP 地址范围。地址池
中的地址必须为指定的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
可添加多项，但要注意排除网关地址。

步骤 5 （可选）配置地址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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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地址绑定功能，可以让 DHCP 服务在接收到 DHCP 请求时，为某些固
定的 MAC 地址，分配固定的 IP 地址。配置 DHCP 地址绑定的地址不受租约
时间的限制。
单击“地址绑定”页签，单击“添加”，设置本地地址和 MAC 地址绑定。
最多不超过 1600 项。

步骤 6 高级配置。
参数

说明

域名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域名后缀。
DHCP 客户端获取到服务器分配的域名后缀后，当 DHCP
客户端通过主机名访问网络资源时，客户端的系统会自动在
不完整的主机名后加上域名后缀形成完整的域名。

WINS1~2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 WINS 服务器。WINS
服务器用户对通过 NetBIOS 协议通信的主机进行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
WINS1 为主 WINS 服务器，WINS2 位备 WINS 服务器。
WINS 服务器与 DHCP 服务器之间应路由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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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MTP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 SMTP 服务器。

POP3 服务器

DHCP 服务器分配给 DHCP 客户端的 POP3 服务器。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在 DHCP 列表中显示。
单击 DHCP 服务器对应的编辑按钮，可以修改 DHCP 的基本配置、地址绑定
和高级配置。

启用 DHCP
选中“启用”复选框，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认”，启用 DHCP 服务。
只有启用 DHCP 服务后，DHCP 服务器才生效。

查看 DHCP 租约信息
租约信息即 DHCP 客户端获取的 IP 地址的保存时间，租约结束后，DHCP
客户端需要重新获取 IP 地址。
步骤 1 单击 DHCP 服务器对应的编辑按钮。
步骤 2 单击“租约信息”页签。
步骤 3 查看租约信息。
租约信息显示 DHCP 客户端的本地地址、MAC 地址、DHCP 租约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租约结束后，IP 地址被释放，可以重新分配给 DHCP 客户端。

4.6.3 配置 DHCPv6 服务器
DHCPv6 服务器用于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交换模式下不支持 DHCPv6 服务器。



配置 DHCPv6 服务器时，接口必须工作在路由模式，配置静态 IP。三层
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三层聚合接口、聚合子接
口、隧道接口均支持 DHCPv6 服务器。



DHCPv6 服务默认关闭。启用 DHCPv6 服务后，DHCPv6 服务器才会生
效。



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 DHCPv6 服务器、DHCPv6 客户端或 DHCPv6 中继。



防火墙作为 DHCPv6 服务器，中间存在 DHCPv6 中继设备时，防火墙上
不能同时开启 DHCPv6 请求检测，否则会导致客户端无法获取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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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v6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HCP > DHCP 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DHCPv6 服务器”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选择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的接口。
接口必须配置静态 IP 地址。
步骤 5 配置 DHCPv6 服务器基本配置。
参数

说明

DNS1~2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域名服务器。当
DHCPv6 客户端通过域名访问 Internet 时必配。且要求分配出去
的 DNS 服务器与 DHCPv6 服务器之间应路由可达。
DNS1 为首选 DNS 服务器，DNS2 为备选 DNS 服务器。当
DHCPv6 客户端通过首选 DNS 服务器域名解析失败时，向备用
DNS 服务器请求域名解析。

续租时间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地址存在有效时间，
过期后需要续租。
默认续租时间取值范围为 300~4294967295 秒（表示永久租期）。
缺省值为 172800（2 天）。

描述

关于该 DHCPv6 服务的描述，用于区别其他 DHCPv6 服务。

地址池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 IP 地址范围。地址池
中的地址必须为指定的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

步骤 6 （可选）配置保留地址。
单击“添加”，配置保留地址段的起始 IP 和终止 IP。可添加多个保留地址段。
保留地址段内的地址不会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
步骤 7 （可选）配置地址绑定。
DHCPv6 地址绑定功能，可以让 DHCPv6 服务器在接收到 DHCP 请求时，为
某些固定的 MAC 地址，分配固定的 IPv6 地址。
单击“地址绑定”页签，单击“添加”，设置本地地址和 DUID（DHCP 唯一
标识符）绑定。DUID 用于唯一标识一个 DHCPv6 客户端，实际长度取决于
其类型。根据 DUID 类型将地址、租期等发送给客户端。
步骤 8 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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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域名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域名后缀。
DHCPv6 客户端获取到服务器分配的域名后缀后，当
DHCPv6 客户端通过主机名访问网络资源时，客户端的系统
会自动在不完整的主机名后加上域名后缀形成完整的域名。

SIP 服务器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 SIP 服务器地址。

SNTP 服务器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的 SNTP 服务器地
址。

步骤 9 配置完成后，在 DHCPv6 服务器列表中显示。
单击 DHCPv6 服务器对应的编辑按钮，可以修改 DHCPv6 服务器参数。

启用 DHCPv6
选中“启用”复选框，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认”，启用 DHCPv6 服务。
只有启用 DHCPv6 服务后，DHCPv6 服务器才生效。

查看 DHCPv6 租约信息
租约信息即 DHCP 客户端获取的 IP 地址的保存时间，租约结束后，DHCPv6
客户端需要重新获取 IP 地址。
步骤 1 单击 DHCPv6 服务器对应的编辑按钮。
步骤 2 单击“租约信息”页签。
步骤 3 查看租约信息。
租约信息显示 DHCPv6 客户端的本地地址、客户端标识（DUID）、DHCP 租
约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租约结束后，IP 地址被释放，可以重新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

4.6.4 配置 DHCP 中继
当 DHCP 服务器与主机不在同一网段时，我们需要 DHCP 中继设备将 DHCP
请求发送给 DHCP 服务器，这样主机才能获得 IP 地址。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交换模式下不支持 DHCP 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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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 中继时，接口必须工作在路由模式，配置静态 IP。三层物理
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三层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
隧道接口均支持 DHCP 中继。



DHCP 中继默认关闭。启用 DHCP 中继后，DHCP 中继才会生效。



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 DHCP 服务器和 DHCP 中继。

配置 DHCP 中继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HCP > DHCP 中继”。
步骤 2 配置 DHCP 中继参数。
参数

说明

DHCP 中继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DHCP 中继功能。只有启用 DHCP
中继后该功能才会生效。

DHCP 服务器
地址列表

DHCP 服务器的 IPv4 地址。最多可以填写 32 个 DHCP 服务
器地址。
DHCP 中继需要与这些 DHCP 服务器保持连通性。

DHCP 中继接
口

选择 DHCP 中继（防火墙）与 DHCP 服务器相连接口以及
DHCP 中继与 DHCP 客户端相连的接口。最多支持添加 32
个中继接口。
与客户端相连的 DHCP 中继接口会监听本网段内的 DHCP
请求报文，在 DHCP 中继接口接收到请求报文之后，会转
发给 DHCP 服务器。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4.6.5 配置 DHCPv6 中继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交换模式下不支持 DHCPv6 中继。



配置 DHCPv6 中继时，接口必须工作在路由模式，配置静态 IP。三层物
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三层聚合接口、聚合子接口、
隧道接口均支持 DHCPv6 中继。



DHCPv6 中继默认关闭。启用 DHCPv6 中继后，DHCPv6 中继才会生效。



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 DHCPv6 服务器和 DHCPv6 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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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v6 中继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DHCP > DHCP 中继”。
步骤 2 单击“DHCP 中继”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中继接口。
接口必须配置静态 IP 地址，且 IP 地址应与 DHCP 客户端处于同一网段。
步骤 5 添加服务器。
添加 DHCPv6 服务器，指定服务器地址和出接口。最多可添加 8 个服务器。
DHCPv6 中继需要与这些 DHCPv6 服务器保持连通性。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7 ARP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是根据 IP 地址获取 MAC 地址的一个
TCP/IP 协议。APR 表记录了主机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以及该主
机连接的防火墙接口。
防火墙支持手工添加 ARP 表项和自动生成 ARP 表项。

4.7.1 静态 ARP 表项
静态 ARP 是指通过手工方式添加的 ARP 表项，IP 地址、MAC 地址和接口
之间存在固定的绑定关系。

背景信息
静态 ARP 表项是手工添加的，不会被动态更新也不存在老化时间，添加后一
直有效。静态 ARP 表项的优先级高于动态 ARP 表项，报文优先匹配静态 ARP
表项。
配置静态 APR 表项可以限制使用某个 IP 地址的报文只使用指定的 MAC 地
址，只从指定的接口进入防火墙。从而防止其他设备冒充该 IP 地址。

配置静态 ARP 表项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ARP > 静态 ARP”。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 ARP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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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地址

设置主机的 IP 地址。支持 IPv4 地址。

MAC 地址

填写与主机 IP 地址对应的 MAC 地址。

接口

选择 IP 地址对应的接口。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后的 ARP 条目在 ARP 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 IP 地址、MAC 地址、接
口、安全域及 ARP 的状态信息。

4.7.2 动态 ARP 表项
动态 ARP 表项是防火墙自动执行并记录 IP 地址、MAC 地址和接口的对应关
系，无需手工配置。
防火墙动态学习到的 ARP，在动态 ARP 列表中显示。列表中可以查看动态
ARP 的 IP 地址、MAC 地址、接口、安全域、超时时间、状态和是否绑定。
为了适应网络的变化，ARP 表需要不断更新，ARP 动态表中自动生成的表项
并非永久有效，每一个表项都存在一个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到期仍未更新的
表项将被删除。如果到达超时时间前表项记录被刷新，则该表项的超时时间
重新计算。

4.7.3 动态 ARP 表项绑定
动态生成 ARP 表项时，无法区分合法用户和黑客用户，存在安全隐患。通过
绑定 IP 地址、MAC 地址和接口可以防护黑客用户伪装成合法用户。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ARP > 动态 ARP”。
步骤 2 选择一条或多条要绑定的 ARP 表项。
步骤 3 单击“绑定”。
步骤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被选中的 IP-MAC 地址对的接口未绑定安全域时，IP 和 MAC 地址无法进行
绑定。
被绑定的 IP-MAC 地址对可以通过 IP-MAC 绑定策略解除绑定。

4.7.4 配置 ARP 代理
仅支持命令行方式配置 ARP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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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ARP 代理的命令：arp-proxy proxy-name interface interface-name [ [ vlan
vlan-id target-ip ip-object ] action { proxy | noproxy } ]

4.8 MAC
4.8.1 简介
防火墙接口交换模式下是根据 MAC 地址表转发数据帧的。MAC 地址表记录
与防火墙相连的设备的 MAC 地址、连接的设备的二层接口以及接口所属的
VLAN 或桥。防火墙根据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查询 MAC 地址表，快速定
位出口，把报文传输到对应的设备。

4.8.2 MAC 地址表项的生成方式
MAC 地址表项的生成方式有两种：自动生成、手工配置。
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表项。

自动生成 MAC 地址表项
一般情况下，MAC 地址表是通过源 MAC 地址学习过程自动建立的。学习过
程如图 4-7 所示。
交换模式接口收到数据帧以后，首先记录数据帧中的源 MAC 地址和对应接
口及接口模式等到 MAC 表中，如果 MAC 地址表中已经包含该 MAC 表项，
则对该表项进行更新；接着会检查 MAC 表中是否有数据帧中的目标 MAC
地址信息，如果有则根据 MAC 表中记录的对应接口将数据帧发送出去，如
果没有，则将该数据帧广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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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交换模式下数据帧传输过程

1.

PC1 要与 PC2 通信，PC1 发送一个源 MAC 地址为 MAC1，目的 MAC 地址
为 MAC2 的数据帧给防火墙。

2.

防火墙收到此数据帧后，首先将数据帧中的源 MAC 地址、对应二层接口、
接口模式等参数记录到 MAC 表中。

3.

防火墙检查自己的 MAC 表是否有目的 MAC 的信息，如果有，则按照 MAC
地址表中的信息将数据帧发送给 PC2，如果没有 MAC 信息，则将数据帧
从其他所有接口广播出去。

4.

局域网中的主机收到此数据帧后，对比数据帧中的目的 MAC 与自身的
MAC。不一致则丢弃。只有 PC2 会响应这个广播，并回应一个数据帧，
此数据帧中包括 PC2 的 MAC 地址。

手工配置 MAC 表项
自动生成 MAC 地址表项时，无法区分合法用户和黑客用户，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黑客用户将攻击报文的源 MAC 地址伪装成合法用户的 MAC 地址，并
从设备其他接口进入，设备就会学习到错误的 MAC 地址表项，于是就会将
本应转发给合法用户的报文转发给黑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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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通过手工方式在 MAC 地址表中配置 MAC 地址与接口、VLAN 的
绑定关系，从而防止假冒身份的非法用户骗取数据。

4.8.3 添加静态 MAC
防火墙支持手工方式添加 MAC 表项。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MAC > 静态 MAC”。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 MAC 参数。
参数

说明

MAC 地址

添加局域网主机的 MAC 地址。

接口

选择接收该源 MAC 数据帧的二层接口。

模式

选择接口工作在 VLAN 模式还是桥模式。


当接口模式工作在桥模式时，还需要选择接口所属的桥
ID。



当接口模式工作在 VLAN 模式时，还需要选择接口所属的
VLAN ID。

VLAN

接口模式为“VLAN”时，选择接口绑定的 VLAN。

桥

接口模式为“桥”时，选择接口绑定的桥。

VLAN ID

选中“VLAN ID”后，可以指定桥接口对应的 VLAN ID。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8.4 查看动态 MAC 表
防火墙支持动态 MAC 学习，防火墙通过学习自动添加设备的 MAC 地址。
动态 MAC 表是防火墙自动学习的列表，动态 MAC 列表会显示 MAC 地址、
VLAN ID 与桥或接口的绑定关系及超时时间。用户可以在动态 MAC 条目尚
未超时之前进行手动删除。
为了适应网络的变化，MAC 地址表需要不断更新，MAC 地址表中自动生成
的表项并非永久有效，每一个表项都存在一个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到期仍未
更新的表项将被删除。如果到达超时时间前表项记录被刷新，则该表项的超
时时间重新计算。
可以对动态 MAC 列表中的条目进行查询、刷新、删除或全部清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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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长连接
长连接多用于操作频繁，点对点的通讯，而且连接数不能太多情况。长连接
可以节省较多的 TCP 建立和关闭的操作，减少性能浪费，节约时间。但是长
连接也可能会导致防火墙连接过多的问题。长连接可以通过安全策略进行控
制。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长连接”。
步骤 2 单击“添加”。
自定义长连接支持 8 组配置。
步骤 3 配置长连接名称和超时时间。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自定义长连接对象的名称。

超时时间

统一修改默认长连接中 TCP 长连接的超时时间，单位
为秒，范围为 1-4294967 秒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长连接在长连接列表中显示，可以在安全策略中引用自定义长连接
组。

4.10 接口联动
接口联动功能主要配合高可用性功能使用。
在多台设备双机串行环境下，当设备上行/下行的链路出现故障时，为了让下
行/上行的链路也能够快速感知故障并进行切换，我们需要将上行的接口和下
行的接口绑定到一个联动组中，组内的任意一个接口出现故障时，其他接口
会把自己的状态置为 down，以便上下行的链路感知到链路中存在故障需要进
行切换。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接口联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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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接口联动的名称

绑定接口列表

基于物理接口和 Channel 口来进行选择。一个物理接
口或 Channel 口只能属于一个接口联动组。
已经被分配的接口，会在接口联动菜单中显示所属的
接口联动组名称。

步骤 4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接口联动组在接口联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接口联动组的名
称、状态、故障接口和接口列表。可以对接口联动组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4.11 链路健康检查
链路健康检查是防火墙对邻近或者远端的链路进行定时探测，从网络层、传
输层到应用层，通过多层次的探测确定链路质量的功能模块。配置好的链路
健康检查策略可以在 HA、链路均衡等功能中被引用，用于帮助双机热备、
链路均衡功能选择提供服务的优质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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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链路健康检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链路健康检查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链路健康检查策略的名称。

描述

链路健康检查策略的简单备注。

间隔

指定探测报文发送的间隔时间，默认为 6 秒，范围为
1-60 秒。

超时

指定探测报文未收到应答的超时时间，默认为 1 秒，
范围为 1-59 秒。

重试次数

指定探测失败之后，再次发送探测报文次数，达到尝
试次数设置上限仍然没有应答包，判断探测 IP 地址失
效。
默认为 3 次，范围为 1-10 次。

IP 类型

探测地址的 IP 类型分为 IPv4 和 IPv6。
选择 IPv4 地址类型，添加的探测地址需为 IPv4 地址格
式；
选择 IPv6 地址类型，添加的探测地址需为 IPv6 地址格
式。

探测地址

要探测的目的 IP 地址。

出接口

选择发送探测报文的出接口。
选择【NONE】时，不指定出接口。

下一跳网关

去往要探测目的地址网段的下一跳网关地址。
选择出接口之后，才能配置下一跳网关，下一跳网关
地址与防火墙出接口地址在同一网段。

ICMP 延迟开关

当需要记录 ICMP 延迟及 TTL 时（例如策略路由负载
算法选择了时延负载或跳数负载），开启该功能。
开启该功能后，链路探测会记录 ICMP 延迟，也就是
ICMP 探测返回的时间（Response Time）及 TTL。
ICMP 延迟功能开启后，探测协议自动选中 ICMP。

协议

根据需要选择发送的探测报文所采用的协议。


TCP 探测发送 TCP 协议探测报文，用于确认 TCP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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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务是否正常。默认 TCP 端口为 80 端口。用户可以自
定义目标端口，范围为 1-65535。


HTTP 探测发送 HTTP 协议探测报文，用于确认 HTTP
服务是否正常。默认的目标端口为 HTTP 80 端口，
用户可以自定义目标端口，范围为 1-65535。



DNS 探测发送 DNS 探测报文，用于确认 DNS 服务
是否正常。



ICMP 发送 ICMP 协议探测报文。主要用于确认链路
是否可达。开启 ICMP 延迟后可以探测可达链路当前
的链路质量。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链路健康检查在链路健康检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链接健康检查
策略的名称、探测地址、协议、端口、探测结果、被引用次数。
探测结果为“Alive”，说明探测对象正常；探测结果为“N/A”说明探测对象
不存在，探测结果为“Dead”，说明探测对象出现故障。

4.12 802.1x 认证
4.12.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802.1x 选择本地认证，用户名称不允许包含中文，否则会认证失败。

4.12.2 简介
802.1x 是一种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协议。通过对从端口接入的用户设备
进行认证来控制客户端对网络资源的访问。802.1x 认证系统采用典型的
Client/Server（C/S）结构，包括三部分：客户端、设备端和认证服务器。


客户端

局域网用户终端设备，必须是支持 EAPOL（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over LAN，局域网可扩展认证协议）的设备（如 PC）。可通过客户端设备上
安装的 802.1x 客户端软件发起 802.1x 认证。


设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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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802.1x 协议的网络设备（此处为防火墙），对所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认证。


认证服务器

防火墙支持本地认证和第三方 RADIUS 服务器认证。
在认证通过之前，802.1x 只允许 EAPoL（基于局域网的扩展认证协议）数据
连接到防火墙接口，认证通过以后，客户端可以访问网络资源。

4.12.3 配置 802.1x 认证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802.1x 认证”。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802.1x 认证参数。
参数

说明

接口名

选择开启 802.1x 认证的接口。

描述

802.1x 认证策略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802.1x 认证策
略。

启用

选中复选框，启用该条策略。

接入控制方式



选择“基于端口”，任一个连接到所选接口的客户端
通过认证后，其它客户端不再需要认证。



选择“基于 MAC”，每个连接到所选接口的客户端
都需要认证，相同 MAC 再次通过接口时不再需要认
证。

认证服务器

认证超时时间

选择 802.1x 认证所绑定的认证服务器，可选择本地认
证服务器和第三方的 Radius 认证服务器。


使用本地认证服务器时，内部实现采用 EAP 终结方
式，仅支持 MD5-Challenge 认证方式。



使用 Radius 认证服务器时，内部实现采用 EAP 中继
方式，支持 MD5-Challenge、PEAP、EAP-TLS、TTLS
四种认证方式。

默认为 30 秒。
客户端向认证服务器发送认证请求，认证服务器长时
间无应答，达到认证超时时间所设置的时间（如 30 秒），
判断认证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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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认证请求重传次
数

默认为 5 次。
认证服务器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回复，请
求重传的次数。
重传的时间间隔为 3 秒,6 秒,12 秒,20 秒，20 秒...20 秒。

重认证周期

默认为 300 秒。
重认证周期是防火墙为探测客户端是否在线而开启的
功能。当重认证周期配置为 300 秒时，防火墙每隔 300
秒会对在线的客户端发起请求，客户端应答防火墙，
该客户端目前在线，在线时长继续累计。客户端未应
答防火墙，则该客户端离线。此过程用户无感知。
设置为 0 时，代表不开启重认证功能。

静默时间

默认为 60 秒。
客户端认证失败后，802.1x 认证服务器的静默时间。
设置为 60 秒，代表客户端认证失败之后的 60 秒之内，
客户端即便再次发起认证请求，认证服务器也不会对
客户端作出应答。
设置为 0 时，代表不开启静默时间功能。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02.1x 认证监控
用户通过 802.1X 认证，能够正常进行访问之后，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用户监控 > 802.1X 认证”中查看到 802.1x 认证用户的信息。
表4-1 802.1x 认证用户界面说明

参数

说明

用户名

802.1x 认证的用户名名称。

客户端 MAC 地址

802.1x 认证用户的 MAC 地址。

接口名

802.1x 用户认证通过的防火墙接口名称。

认证服务器名

802.1x 认证用户的认证服务器名称。

在线时间

802.1x 认证用户的累计在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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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象配置
对象是防火墙最基本的原件，可以在防火墙的各种策略中被引用。在进行各
种策略配置前，需要先配置被引用的各种对象。

5.1 地址
5.1.1 添加地址对象
防火墙地址对象支持添加 IPv4 地址、IPv6 地址和域名。当地址对象中同时包
含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时，IPv6 地址不生效。要配置 IPv6 地址对象时，请
不要添加 IPv4 地址。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地址 > 地址”。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地址对象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地址对象名称。

描述

为地址对象添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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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地址

添加 IPv4 或 IPv6 地址，以及 IPv4 或 IPv6 地址段。
每行可配置一个 IP 地址或 IP 地址段。行之间用回车符分隔。

说明
一个地址对象下最多配置 512 个 IP 和域名。

例如：
10.10.1.2/255.255.255.0
10.10.1.2/32
10.10.1.2-10.10.1.10
10.10.1.2
8000::1
a234::120/120
a234::a237-b234::b237
域名

添加一个或多个主机域名。单个域名地址长度不超过 255
个字符。

排除地址

IP 地址支持添加一个或多个需要排除的地址项目，该地址
对象中将排除 IP 地址中包含的排除地址。
每行可配置一个 IP 地址或 IP 地址段。行之间用回车符分隔。
例如：
10.10.1.2/255.255.255.0
10.10.1.2/32
10.10.1.2-10.10.1.10
10.10.1.2
8000::1
a234::120/120
a234::a237-b234::b237

说明
最多配置 8 个排除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地址对象可以在地址对象列表中查看。可以看到该地址对象的名称、
地址、排除地址、被引用次数和操作。
单击被引用的次数可以查看该地址对象被哪些策略引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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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操作对应的按钮，可以对地址对象的参数进行修改。

5.1.2 添加地址组
防火墙地址组对象支持添加地址对象和地址组。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地址 > 地址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地址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地址组名称。

描述

为地址组添加说明。

选择地址对象

可以选择全部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或者查询特定的地址
对象或地址组对象添加。
在“可选”区域框中选择要添加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添
加到“已选”区域框中。
最多可以选择 32 个地址对象或地址组。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地址组可以在地址组列表中查看。可以看到该地址组的名称、内容、
被引用次数和操作。
单击被引用的次数可以查看该地址组被哪些策略引用。
单击操作对应的按钮，可以对地址组的参数进行修改。

5.1.3 添加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地址功能用于实现服务器负载均衡，将特定业务分担给多台服务器，
从而提供业务处理能力，保证业务可靠性。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地址 > 服务器地址”。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服务器地址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服务器地址对象的名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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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描述

为服务器地址对象添加说明。

类型

服务器地址类型支持 IPv4 和 IPv6。请根据实际组网选择。

负载均衡方式

服务器负载均衡包括三种负载均衡方式，分别为轮循、权重
轮循，源地址 HASH。
当用户的某一服务由多台服务器通过负载均衡的方式提供
时，服务器地址对象中添加多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并指定
负载均衡方式。
当只有一台服务器时，负载均衡方式不起作用。

服务器地址

在文本框中配置服务器的 IPv4 或 IPv6 地址，最多可以添加
8 个服务器地址。
提供不同服务的服务器地址对象请分开定义，如提供 HTTP
服务和提供 FTP 服务的服务器地址对象，请分别用两条服
务器地址对象进行定义，不要写在同一个服务器地址对象
中，否则被 DNAT 引用时会出现业务无法访问的现象。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服务器地址可以在服务器地址列表中查看。可以看到该服务器地址
对象的名称、负载均衡方式、服务器地址、被引用次数和操作。
单击被引用的次数可以查看该服务器地址对象被哪些策略引用。
单击操作对应的按钮，可以对服务器地址对象的参数进行修改。

5.2 国家/地区
5.2.1 查看预定义国家/地区
防火墙支持区域库，区域库中预定义的国家/地区，可以在国家/地区中查看。

5.2.2 添加自定义国家/地区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国家/地区”。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国家/地区的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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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前缀

选择要添加的地区所属的国家或地区。

名称

配置所添加地区的名称。

描述

为地区添加必要的说明。

经度

添加地区对应的经度。以便可以更好的定位该地区。

纬度

添加地区对应的纬度。以便可以更好的定位该地区。

IP 地址

添加该地区需要监控的 IPv4 地址。
每行可配置一个 IP 地址或 IP 地址段。行之间用回车符分隔。
例如：
10.10.1.2/255.255.255.0
10.10.1.2/32
10.10.1.2-10.10.1.10
10.10.1.2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5.3 服务
服务功能模块主要是为安全策略，NAT 等规则提供基础配置。目前支持预定
义服务，自定义服务以及自定义服务组三种类型。

5.3.1 查看预定义服务
为了用户使用方便，服务当中预定义了 43 种常用的服务，在安全规则，NAT
等处可以直接被引用，并在列表中展示被引用的次数。
名称为“any”的服务代表任意服务。
在预定义服务列表中可以查看预定义服务的名称、协议和配置的协议号、源
端口、目的端口等信息，引用次数。
预定义服务仅可以查看，不可以修改和删除。

5.3.2 添加自定义服务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服务 > 自定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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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自定义服务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单击“添加”，添加一种协议。
可以重复添加多条协议，最多可以添加 32 条。
步骤 5 配置协议参数。
协议类型包括 TCP、UDP、ICMP、ICMPv6 和其他。


协议为 TCP 或 UDP。

参数

说明

协议

选择服务的协议类型。

源端口

配置协议的源端口。
TCP 或 UDP 协议的源端口起始值通常为 1，结束值通常为
65535。

目的端口

配置协议的目的端口，即用户自定义的端口。
服务为单个端口时，起始端口与结束端口保持一致。



协议为 ICMP。

配置 ICMP 的类型和编码范围。
ICMP 类型和编码说明如下表所示。
ICMP 报文

查询报文

名称

类型 代码

说明

回显请求或应

0

0

回显应答（Ping 应答）

答

8

0

回显请求（Ping 请求）

路由器请求或

9

0

路由器通告

应答

10

0

路由器请求

时间戳请求或

13

0

时间戳请求（作废不用）

应答

14

0

时间戳应答（作废不用）

信息请求或应

15

0

信息请求（作废不用）

答

16

0

信息应答（作废不用）

地址掩码请求

17

0

地址掩码请求

或应答

18

0

地址掩码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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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 报文

名称

类型 代码
0

网络不可达

1

主机不可达

2

协议不可达

3

端口不可达

4

终点不可达

3

差错报告报文

源点抑制

4

改变路由

超时



需要进行分片，但这个数据报文
的不分片字段已被设置。

5

源路由不能完成

6

目的网络未知

7

目的主机未知

8

源主机被隔离（作废不用）

9

目的网络被强制禁止

10

目的主机被强制禁止

11

对指明的服务类型，网络不可达

12

对指明的服务类型，主机不可达

13

由于过滤，通信被强制禁止

14

主机越权

15

优先中止生效

0

源端被关闭（基本流控制）

0

对网络重定向

1

对主机重定向

2

对服务类型和网络重定向

3

对服务类型和主机重定向

0

传输期间生存时间为 0

5

11
1

参数问题

说明

12

分片的数据报在数据报组装期间
生存时间为 0

0

坏的 IP 首部（包括各种差错）

1

缺少必需的选项

协议为 ICMPv6。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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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CMPv6 的类型和编码范围。
ICMPv6 类型和编码说明如下表所示。
ICMPv6 报文

名称

类型 代码

终点不可达

1

描述

0

没有路径到达终点

1

与终点的通信在管理上被禁止

2

超出源地址的范围

3

目的地址不可达

4

端口不可达

5

源地址失败（因过滤策略）

6

拒绝转发到终点
报文中的 MTU 字段会告诉发送方

差错报文

分组太大

2

0

0
超时

参数问题

4

为零而被路由器丢弃
在限期内还有其他的分片没有
到达二将数据报的分片丢弃

0

有出错的首部字段

1

不能识别的下一个首部类型

2

不能识别的 IPv6 选项

回显请求或应

128

0

回显请求（echo-request）

答

129

0

回显应答（echo-reply）

路由器询问报
文

主机使用路由器询问报文来发
133

0

现网络中能够为该主机转发
IPv6 报文的路由器

路由器通告报
邻站发现报文

数据报由于跳数限制字段的值

3
1

信息报文

该网络能接受的最大分组长度

134

0

邻站询问报文

135

0

邻站通告报文

136

0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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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ICMPv6 报文

名称

类型 代码

描述
它相当于 IPv4 中的 ARP 回答报
文
为了更新主机中的路由表，路由

改变路由报文

137

0

器要向主机发送一个改变路由
报文
当结点知道邻站的链路层地址，

反向邻站询问
报文

141

0

但是却不知道该邻站的 IP 地址
时，这个结点就发送反向邻站询
问报文

反向邻站通告
报文
成员关系查询
组成员关系报

报文

142

0

送的
成员关系查询报文是由路由器

130

0

发送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网络中
活跃的组成员

文
成员关系报告
报文



在响应反向邻站询问报文时发

143

0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是在相应成
员关系查询报文时发送的

协议为其他。

其他类型需要用户指定自定义服务的协议号，范围为 0-255。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5.3.3 服务组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服务 >服务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服务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服务组的名称。

描述

为该服务器添加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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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选择服务对象

服务组的成员可以是预定义服务、自定义服务或服务组。
可以通过查询功能查找包含输入字符的服务或服务组。
在“可选”区域框中选择要添加的服务或服务组，加入“已
选”区域框中。
最多添加 32 项。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5.4 应用
5.4.1 简介
应用是利用应用程序的独有特征来标识对应的应用程序，从而精确识别各种
场景应用程序的手段。通过应用特征可以识别出协议和端口号相同的不同应
用程序。防火墙支持预定义应用和自定义应用。


预定义应用：通过应用识别库加载
应用识别库包含的所有应用都会在应用列表中显示。应用识别库会不断
更新来添加新的应用，请及时升级最新的应用识别库，以保证基于应用
识别的策略能保持有效性。



自定义应用
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的特征自定义一个新的应用，系统根据用户配置的应
用规则识别应用。

应用包括五个维度的属性：分类、子分类、数据传输方式和风险等级和特征
属性。分类和子分类说明如表 5-1 所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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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应用分类和子分类

分类

子分类

商业软件

认证服务
数据库
企业资源规划
通用商业组
管理软件
办公软件
软件更新
存储备份
股票证券

交换软件

邮件
即时通讯
网络工具
网络会议
社交网络
视频音频网络电话
页面提交

通用协议

文件共享

多媒体软件

音频流
游戏
图片
视频流

网络协议

加密隧道
基础协议
IP 协议
代理协议
远程访问
路由协议

防火墙将应用的风险等级分为 5 级。从 1 到 5，数字越大，风险级别越高。
系统通过应用的特征属性自动计算应用的风险等级。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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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属性用于描述应用的安全方面的特征，包括：


回避



使用过多带宽



被恶意软件使用



能传输文件



有已知漏洞



其他隧道应用程序



易误用



普遍使用



被其他应用程序持续扫描

5.4.2 查看预定义应用
预定义应用不可以被修改或删除，只能被查看和引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应用 > 应用”。
步骤 2 可以在应用列表中查看所有预定义应用。
步骤 3 （可选）通过选中某个分类、子分类、数据传输方式或风险等级可以筛选出符
合选中条件的应用类型。
步骤 4 （可选）筛选出的应用类型，还可以通过页面右上角的查询功能进行关键字查
询。
步骤 5 单击应用的查看按钮，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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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链接，可以跳转到链接页面，查看该应用的详细说明。

5.4.3 添加自定义应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应用 > 应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应用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应用的基本属性。
选择应用所属的分类、子分类、数据传输方式、风险等级、父应用、特征属
性等。可以同时选择多种特征属性。
步骤 5 添加应用规则。
单击“规则”页签，单击“添加”，添加应用规则。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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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规则的名称、描述。

2.

选择协议。选择规则匹配的协议。
协议包括：HTTP、TCP、UDP、ICMP 和 ICMPv6。

3.

设置是否开启按顺序检测。

4.

配置地址匹配规则。
选择配置应用的源端口、目的端口和 IP 地址。
最多配置 4 个源端口号或目的端口号，端口号之间以英文逗号“,”隔开。
最多添加 4 个 IP 地址。IP 地址可以是 IPv4 地址也可以是 IPv6 地址。

5.

配置报文匹配规则。
单击“报文匹配”。单击“添加”，添加条件，添加完成后，单击“确定”。
最多可以添加 8 个与条件，16 个或条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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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条件

支持与条件、或条件。

匹配操作

协议类型为“HTTP”、“ICMP”或“ICMPv6”时，匹配
操作仅支持“模式匹配”，协议类型为“TCP”或“UDP”
时，匹配操作支持“模式匹配”和“等于”。其中：


模式匹配

模式匹配是对协议指定上下文的字符串与用户设置的值进
行匹配。


等于

等于是把填写的位置和长度先进行计算，计算出的数值，与
用户设置的值进行匹配。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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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上下文

上下文的选项跟协议有关系。

匹配模式



协议为 HTTP 时，上下文选项包括：HTTP.req_uri_path、
HTTP.req_host、HTTP.req_method、HTTP.req_referer、
HTTP.req_user_agent、HTTP.req_cookie、HTTP.rsp_body、
HTTP.req_body。



协议为 TCP 时，上下文选项包括：TCP.unknown_tcp_req、
TCP.unknown_tcp_res。



协议为 UDP 时，上下文选项包括：UDP.unknown_udp_req、
UDP.unknown_udp_res。



协议为 ICMP 时，上下文选项包括：ICMP.icmp_req、
ICMP.icmp_res。



协议为 ICMPv6 时，上下文选项包括：ICMPv6.icmpv6_req、
ICMPv6.icmpv6_res。

操作为“模式匹配”时，可设置匹配模式。匹配模式支持“文
本匹配”和“正则匹配”。
文本匹配是直接对指定字段的字符串与值指定的字符串进
行匹配；正则匹配则是对字符串与指定字符串按照正则表达
式进行计算后再进行匹配。

位置

输入关键字开始的位置。

长度

输入关键字开始的长度。通过位置与长度计算得到一个值与
用户设置的值进行比较。

值

操作为匹配时，值的取值范围为除中文以外的 3~63 个字符。
正则表达式需要专业的规则语言来书写，例如 16 进制 ascii
码或者 and、or 关系符。
操作为等于时，值的取值范围为 0~4294967295 的数值。

步骤 6 规则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7 单击“确定”，完成后自定义应用。
步骤 8 单击“提交”。
只有提交后的应用才生效。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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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添加应用组
多个应用的集合被称为一个应用组。系统支持把预定义应用和自定义应用加
入到同一个应用组。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应用 > 应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应用组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单击“添加”，选中要加入应用组的应用。
可以通过按分类、传输方式、风险等级筛选或关键字查询查找到对应的应用。
若需要添加新的应用，请单击“添加”。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单击“确定”。

5.5 时间
时间对象可以在策略中被引用，让策略在时间对象所指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效。
对用户来说，可以实现某个时间段对某些业务进行访问控制，某个时间段不
对某个业务进行访问控制，时间控制能精确到秒，让防火墙策略更加灵活。

5.5.1 添加单次时间对象
单次时间对象是指指定具体日期和时间的时间段对象。时间段不循环。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时间”。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时间对象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时间对象的名称。

描述

对时间对象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时间对象。

周期类型

时间对象的周期类型选择“单次”。

时间段
开始时间

单击文本框选择开始日期和具体时间。

结束时间

单击文本框选择结束日期和具体时间。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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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5.5.2 添加循环时间对象
循环时间对象支持每日循环、每周循环和每月循环。每日循环支持指定时间
段；每周循环通过引用每日循环指定每周执行日期和对应时间段；每月循环
支持指定执行日期，不支持指定时间段，时间段默认为 24 小时。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时间”。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时间对象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时间对象的名称。

描述

对时间对象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时间对象。

周期类型

时间对象的周期类型选择“循环”。

循环类型

循环类型支持“每日”、“每周”、“每月”。


每日用于指定每日的时间段。仅在该时间段内执行指
定策略。每日重复一次。



每周通过引用每日时间对象形成每周时间对象。每周
重复，只在指定日期指定时间内执行指定策略。



每月用于指定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每月重复一次，
从开始日期到结束日期内执行指定策略。

时间段
每日时间段

添加每日计划，选定每日时间段，时间段最多填写三
项。时间为 24 小时制，格式为 HH:MM:SS-HH:MM:SS。
如：
00:00:00-01:00:00
11:00:00-15:00:00。

每周时间段

在周一到周日的下拉框中分别选择每日时间对象。至
少需要有一天引用每日时间对象。

每月时间段

指定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不能指定时间段，时间段
默认为一天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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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时间对象在时间对象列表中显示。类型为“每日”、“每周”或“每
月”。可以在列表中查看时间对象的名称、类型、时间段、引用次数。
可以对时间对象进行修改、查询和删除操作。

5.6 资产
资产管理用于对用户网络中的所有资产进行管理。在进行资产管理之前，管
理员必须了解网络中的所有资产、资产操作系统和资产的级别。通过对网络
中所有资产进行监控，可以避免攻击者使用一些未被监管的资产作为跳板攻
击用户网络。

5.6.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资产类型建议不要包含中文，否则导出资产时资产类型显示为乱码。



资产名称中请避免包含中文和“#￥%……@$%^&*()<p>~%[]-/'”等特殊
字符，以免导入资产失败。



资产列表中不能包含设备上已经存在的资产。



资产列表中的资产类型必须为设备上已经创建的资产类型。



操作系统的名称如果是中文字符，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5.6.2 添加资产类型
资产类型可以在资产类型配置中添加，也可以在添加资产时添加。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资产管理”。
步骤 2 在“资产设置”页面，单击“资产类型配置”。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设置资产类型的名称。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资产类型在资产类型列表中显示。不需要该资产类型时可以删除该
资产类型。
配置好的资产类型可以在添加资产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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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添加资产
在进行资产管理之前需要先添加资产。建议将网络中所有资产都加入资产管
理中进行监控。对资产进行级别划分，防火墙可以重点对核心资产和重点资
产进行监控。资产级别划分要求管理员必须了解哪些资产是本机构最重要的
资产，最可能面临威胁的资产。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资产管理”。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资产参数。
参数

说明

资产名称

设置资产名称。

说明
资产名称中请避免包含中文和“#￥%……@$%^&*()<p>~%[]-/'”
等特殊字符，以免导出资产出现乱码、错行等问题。

资产地址

设置资产的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地址。

资产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配置好的资产类型。若需要新增资产
类型，则选择“添加资产类型”，添加一个资产类型。
添加后再进行选择。

操作类型

设置资产的操作类型。

资产级别

资产级别包括：普通、重要和核心。


核心资产包括提供重要服务的服务器及一些重要人员
的电脑等。



重要资产是指比普通资产重要，但没有核心资产那么关
键的资产。



普通资产主要是指普通员工的电脑。

通过划分资产级别，可以对不同级别的资产提供不同程
度的防护，重点保护核心资产和重要资产。

步骤 4 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资产在资产管理列表中显示。
对于失效的资产可以从资产管理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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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导出资产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资产管理”。
步骤 2 单击“导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文件名称和保存路径，并单击“下载”。
资产级别的值含义为：1（普通）、2（重要）、3（核心）。

5.6.5 导入资产
网络中通常有几十甚至几百上千台设备需要保护。若一个一个添加资产效率
太低，用户可以通过导入资产列表添加多个资产。

前提条件
通过“导出”获取一个资产列表模板。在模板中填写要添加资产的资产名称
(Name)、资产地址（IP）、资产类型（Type）、操作系统（OS）、资产级别
（Assetvalue）。
防火墙默认支持添加 1000 个资产。根据产品型号不同可添加的最大资产个数
不同。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资产管理”。
步骤 2 单击“导入”，选择资产列表文件，单击“确定”。

5.6.6 查询资产
防火墙支持对资产进行查询和高级查询。

查询
可以在查询输入框中输入资产名称、资产地址、资产类型、操作系统的内容
来查询指定的资产信息。

高级查询
高级查询可通过指定资产的级别来展示该级别下的资产信息，支持用户在该
级别下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当用户需要显示所有级别资产信息时，需在高级
查询中点击重置或选择 NONE 点击查询，才能再次展示全部级别的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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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键字组
关键字组作为内容过滤关键字的基础配置，需要用户在配置内容过滤、邮件
过滤、URL 过滤前，对于希望进行过滤和控制的关键字进行定义。

5.7.1 导入或导出预定义关键字组
防火墙预定义了邮箱、MD5 码、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五个类型的
关键字组，这五种类型的关键字组囊括了这些关键字的特性。
由于以上五种类型关键字通常包含着用户隐私和敏感信息，用户可以直接在
内容过滤、邮件过滤模块中，针对预定义的这五种类型关键字进行过滤控制。
建议用户在导入预定义关键字组列表时，使用从防火墙中导出的预定义关键
字组列表作为模板。在导出的列表基础上根据需求修改，再导入防火墙，避
免因格式问题导致导入错误。如果无特别需求，不建议修改预定义关键字组
列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关键字组 > 预定义关键字组”。
步骤 2 单击“导出”，可以备份预定义关键字组。
步骤 3 单击“导入”，选择备份或编辑好的预定义关键字组，单击确定后进行导入。

5.7.2 添加关键字组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关键字组 > 关键字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关键字组参数。
1.

配置关键字组的名称。

2.

配置命中数。
过滤策略生效的条件之一，关键字出现的次数达到命中数指定的次数。
例如：命中数为 1 时，关键字出现 1 次，即满足条件。命中数为 10 时，关键字
累计出现 10 次，即满足条件。

3.

配置匹配条件。
匹配条件支持两种：



只要有一个关键字命中
关键字组内存在多个关键字，任意一个关键字满足命中数过滤策略就生
效。



所有关键字至少命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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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组内存在多个关键字，必须所有关键字都满足命中数过滤策略才
生效。
4.

单击“添加”，配置自定义关键字的参数。
一个自定义关键组中最多可以添加 32 个自定义关键字。

参数

说明

名称

设置自定义关键字的名称。

匹配模式

当关键字属于固定字段时，可以选择“文本”；当关键字不
固定时，请选择“正则表达式”。

匹配串

输入需要匹配的文本或正则表达式。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单击“提交”。
新配置的关键字或对关键字修改后必须单击“提交”后，配置或修改才生效。

5.8 安全规则库
安全规则库包括漏洞防护规则库和防间谍软件规则库。

5.8.1 漏洞防护规则库
漏洞防护规则库展示防火墙入侵防御特征库下支持的所有漏洞防护规则，及
其对应的漏洞防护分类、子分类。

漏洞防护分类
漏洞防护分为 WEB 服务防护、数据库服务防护、FTP 服务防护、邮件服务
防护、客户端防护和其他防护。其中 WEB 服务防护、数据库服务防护、FTP
服务防护、邮件服务防护分别对常用的 WEB 服务、数据库服务、FTP 服务、
邮件服务进行漏洞防护，这种防护不包括对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的防护；客
户端防护是对操作系统上安装的应用软件进行漏洞防护；其他防护是指对操
作系统及 WEB 服务、数据库服务、FTP 服务、邮件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进
行漏洞防护。

查看漏洞防护规则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规则库 > 漏洞防护规则库”，查看漏洞防护分类、
子分类及详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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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展示所有分类、所有子分类下的规则。可以通过左侧的防护分类和防护
子分类区域框，选择要展示的规则对应的分类、子分类。
规则列表中可以查看每条规则的规则 ID、规则名称、严重性、CVEID、推荐
动作等参数。

搜索漏洞防护规则
支持基于规则 ID、漏洞名称、CVEID 和 CNNVDID 进行漏洞防护规则搜索。
在“漏洞防护规则库”页面右上角输入规则 ID、漏洞名称、CVEID 或
CNNVDID 关键字，可以进行模糊搜索。所有包含该关键字的规则会被搜索
到。

查看规则详细信息
单击操作下的“查看”按钮，可以查看规则的详细信息。

5.8.2 防间谍软件规则库
防间谍软件规则库展示防火墙入侵防御特征库下支持的所有防间谍软件规则。

查看防间谍软件规则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规则库 > 防间谍软件规则库”，查看防间谍软件的
规则。
列表中可以查看规则的规则 ID、名称、严重性、动作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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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防间谍软件规则
支持基于规则 ID 和规则名称进行防间谍软件规则搜索。
在“防间谍软件规则库”页面右上角输入规则 ID 或规则名称，可以进行模
糊搜索。所有包含该关键字的规则会被搜索到。

查看规则详细信息
单击操作下的“查看”按钮，可以查看规则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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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由
路由功能是设备工作在路由模式下必须配置的模块。没有路由，设备就无法
进行数据的转发。

6.1 简介
防火墙的路由功能主要包含静态路由、策略路由、ISP 路由、动态路由、多
播路由及路由监控。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是用户手动配置的路由条目。如果您的网络环境并不复杂，需要维
护的路由条目也不多，网络环境固定，不会经常出现变动，那么通过静态路
由的方式来添加路由条目，就可以实现数据转发的精确手动控制。静态路由
有时候也会作为动态路由的有效补充，用来为您指定的数据创造一条单独的
转发路径。
由防火墙本机流出去的流量只能依赖静态路由，不能依赖策略路由和 isp 路
由。例如防火墙将日志转发给日志服务器时，流量是由防火墙本机发出，因
此，用户需要通过添加去往日志服务器的静态路由，来保证防火墙与日志服
务器之间的连通性。

动态路由
防火墙支持的动态路由包括 RIP、RIPng、OSPF、OSPFv3 和 BGP。
与静态路由相比，动态路由通常用在中大型网络环境中。当网络环境越大，
网段越复杂时，需要维护的路由信息就越多。静态路由这样的手动维护就会
给您的管理员新增大量的工作量。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当网络中某一链路
出现故障时，静态路由需要您的管理员去排查并进行路由的调整，此时说不
定您的网络已经断网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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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由主要解决的就是自适应网络环境的变化，并防止出现环路。在某一
链路出现故障时，能够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通过动态学习路由信息，动态维
护路由表，降低管理员的工作量。

6.2 静态路由
支持添加 IPv4 静态路由和 IPv6 静态路由。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静态路由”。
步骤 2 单击“添加”。
静态路由，是仅根据目的 IP 地址来指定下一跳的静态路由。其中，到达同一
个目的 IP 地址可以指定最多 32 条静态路由。
步骤 3 配置静态路由参数。

参数

说明

目的地址/掩
码

输入目的网段，支持输入 IPv4 和 IPv6 地址和掩码。


IPv4 子网掩码支持 0-32 的数字或点分十进制格式。



IPv6 子网掩码支持 0-128 的数字。

类型

静态路由的下一跳可以选择网关，也可以选择出接口。

网关

类型选择“网关”时配置。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对于 IPv6，
如果用户的网关填写的是对端设备的 Link Local 地址，会要
求用户指定防火墙的出接口。

出接口

类型选择“出接口”时配置。仅支持选择隧道接口、ADSL
接口、DHCP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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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权重

配置路由的权重。权重取值范围为 1~255。下一跳有多条时，
根据权重分配数据。权重越大，分配的会话数越多，是主链
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在防火墙静态路由列表中，用户可以查看到防火墙上所有的静态路由。可以
查看静态路由的目的地址/掩码、网关、出接口、协议、权重和状态。
出接口显示为 blackhole，表示该条路由为黑洞路由，出口不可达。
单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静态路由参数。

6.3 策略路由
应用场景
当您拥有 2 条及以上的出口线路，可以通过策略路由实现根据不同的源地址，
从不一样的出口去访问互联网或办公业务，且可以实现链路负载分担。策略
路由通过匹配数据流的源地址及目的地址等参数，将数据流交给指定的出口
进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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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

ISP2

ISP1

首选DNS服务器 备选DNS服务器

首选DNS服务器 备选DNS服务器

添加策略路由
防火墙提供策略路由功能，支持根据数据包的源安全域、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ISP 名称、源用户、服务、应用等维度来指定下一跳地址。策略路由
支持路由负载均衡。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策略路由”。
步骤 2 单击“添加”。进入“添加策略路由”页面。
步骤 3 配置策略路由的名称和描述。
名称是策略路由的唯一标识，用于区别不同的策略路由。
步骤 4 配置策略路由的匹配参数。
指定策略匹配的源安全域、源地址、目的地址、ISP 名称、源用户、服务或
应用。请根据实际需求配置。
仅下一跳类型为 IPv4 时，支持指定策略路由所引用的 ISP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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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指定了“目的地址”，同时也指定了“ISP 名称”时，该条策略路由匹
配的目的地址为该 ISP 的地址与“目的地址”中所包含的地址的交集。
步骤 5 单击“启用”。策略路由必须启用后才生效。
步骤 6 （可选）配置负载均衡方式，下一跳类型和下一跳网关。
单出口时不进行负载均衡，此时负载均衡不生效。多出口时，通过负载均衡
方式只能选择最佳的出接口。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负载均衡方式和下一条网关的类型和参数。
参数

说明

均衡方式



源地址目的地址哈希

对源地址和目的地址进行哈希，同一个源地址同一个目的地
址的数据包总是从相同的网关出去。


轮询

将需要转发的数据包按照权重值所配置的比例，轮流分配给
每一个网关。


源地址哈希

对源地址进行哈希，同一个源地址的数据包总是从相同的网
关出去。避免一个客户端的不同的请求被分配到不同的网关
进行转发｡


目的地址哈希

对目的地址进行校验，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址的数据包总是从
相同的网关出去。避免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址的请求被分配到
不同的网关进行转发。


源地址轮询

对源地址进行哈希，同一个源地址的数据包总是从相同的网
关出去。同时，不同的源地址按照权重值配置的比例轮流分
配给每一个网关。


备份

当具有多个网关时，依优先级由高到低来选择网关，优先级
高的链路不通时，再选择优先级低的链路，依此类推。当优
级较高的网关恢复通信时，再切回优先级较高网关。
同一优先级下，有多个网关时，主链路由多个出接口轮询组
成。当主链路中所有出接口都不通后，再切换至备份链路。


最优链路带宽负载

指定网关地址的同时，还需要指定网关对应的带宽大小，网
关的带宽大小主要依据为出口带宽的大小。带宽最大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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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将被防火墙选定为最优链路。


最优链路带宽备份

指定网关地址的同时，还需要指定网关对应的带宽大小，网
关的带宽大小主要依据为出口带宽的大小。
最优链路带宽备份在新建会话进入防火墙时，会根据比较当
前各个网关的剩余带宽，选择剩余带宽最大的那条链路进行
转发。


随机

具备多个网关时，随机选择其中一个网关进行转发。映射为
权重值相等的轮询算法。


流量均衡

如果采用简单的轮循或随机均衡算法，每一出接口上承担的
流量大小可能会产生极大的不同，这样的结果并不会达到真
正的负载均衡｡
流量均衡算法对有负载的每一出接口都有一个数据记录，记
录的内容是当前出接口的负载流量大小，当有新的数据包转
发时，将把数据包分配给流量负载最少的节点，使均衡更加
符合实际情况,负载更加均衡｡


时延负载

时延负载会根据探测结果反馈的延迟时间，选取多个网关中
延迟最小的出口进行转发。


跳数负载

跳数负载会根据探测结果反馈的跳数值，选取多个网关跳数
最小的出口进行转发。
下一跳类型

根据网络类型选择下一跳类型。下一条类型支持 IPv4 和
IPv6。当选择 IPv4 时，引用基本网关的策略路由源地址、
目的地址也必须为 IPv4 地址。当选择 IPv6 时，引用基本
网关的策略路由源地址、目的地址也必须为 IPv6 地址。

不同的均衡方式需要设置的网关参数不同，说明如下：


均衡方式为源地址目的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轮询、源地址轮询、目
的地址哈希时，添加 IPv4 或 IPv6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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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网关类型

网关类型支持“网关”和“接口”两种。

网关地址

选择网关时，需要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当网关地址填写 IPv6
的 Link Local 地址时，需要用户指定出接口。

网关接口

选择接口时，只能选择隧道接口、ADSL 接口作为出接口。

权重

权重取值范围为 1~255。下一跳有多条时，根据权重分配数
据。权重越大，分配的会话数越多，是主链路。

探测

探测功能需要选择链路健康检查进行探测。



均衡方式为时延负载、跳数负载时，添加 IPv4 或 IPv6 网关。

参数

说明

网关类型

网关类型仅支持“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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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网关地址

选择网关时，需要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当网关地址填写 IPv6
的 Link Local 地址时，需要用户指定出接口。

探测

探测功能需要选择链路健康检查进行探测。



均衡方式为备份时，添加 IPv4 或 IPv6 网关。

参数

说明

网关类型

网关类型支持“网关”和“接口”两种。

网关地址

选择网关时，需要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当网关地址填写 IPv6
的 Link Local 地址时，需要用户指定出接口。

网关接口

选择接口时，只能选择隧道接口、ADSL 接口作为出接口。

权重

权重取值范围为 1~255。下一跳有多条时，根据权重分配数
据。权重越大，分配的会话数越多，是主链路。

优先级

优先级分为“高”、“中”、“低”这个级别。
当具有多个网关时，依优先级由高到低来选择网关，优先级
高的链路不通时，再选择优先级低的链路，依此类推。
同一优先级下，有多个网关时，主链路由多个出接口轮询组
成。当主链路中所有出接口都不通后，再切换至备份链路。
备份算法同一优先级下有多个网关时，仍然采用轮询算法。

探测

探测功能需要选择链路健康检查进行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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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方式为随机、流量均衡时，添加 IPv4 或 IPv6 网关。

参数

说明

网关类型

网关类型支持“网关”和“接口”两种。

网关地址

选择网关时，需要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当网关地址填写 IPv6
的 Link Local 地址时，需要用户指定出接口。

网关接口

选择接口时，只能选择隧道接口、ADSL 接口作为出接口。

探测

探测功能需要选择链路健康检查进行探测。



均衡方式为最优链路带宽负载、最优链路带宽备份时，配置最优链路带
宽阈值和带宽方向，并添加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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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最优链路带宽
阈值

最优链路带宽使用率，单位为百分比，是最优链路带宽负载
算法的触发值。当最优链路的带宽下降到阈值的 80%时，
新建会话会重新交由最优链路进行转发，不再进行负载，直
到最优链路带宽再次达到指定的阈值。
如最优链路带宽为 1000M，另一条次优链路带宽为 200M，
设定最优链路带宽阈值为 80%。当最优链路已使用的带宽
未达到 800M，也就是未达到 80%之前，所有会话均通过最
优链路转发。
当最优链路已使用的带宽达到或超过 80%时，防火墙会根
据最优链路的剩余带宽和次优链路的剩余带宽进行对比，按
剩余带宽的比例对再新建的会话按照基于源地址哈希的方
式进行负载。
当最优链路的带宽下降到最优链路带宽阈值的 80%，即
80%*80%=64%时，新建会话不再进行负载，全部交由最优
链路进行转发，直到最优链路带宽再次达到 80%。

带宽方向

带宽分为“上行”和“下行”带宽。

网关类型

网关类型支持“网关”和“接口”两种。

网关地址

选择网关时，需要填写下一跳 IP 地址。当网关地址填写 IPv6
的 Link Local 地址时，需要用户指定出接口。

网关接口

选择接口时，只能选择隧道接口、ADSL 接口作为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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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带宽

设置链路带宽大小，取值范围为 1~100,000M。

探测

探测功能需要选择链路健康检查进行探测。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好的策略路由在策略路由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策略路由的名称、源安
全域、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应用、网关、均衡方式、类型、命中数、
是否启用等。
可以对列表中的策略路由进行修改、删除、调序、清除命中数、查询等操作。
策略路由支持通过指定源地址 IP、目的地址 IP、源端口、目的端口和协议号
进行高级查询。

调整策略路由顺序
策略路由在策略路由列表中的顺序决定策略路由的优先级。在列表中的位置
越靠前，优先级越高。优先级越高的策略路由首先被匹配。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策略路由”。
步骤 2 在策略路由列表中，选中要调整顺序的策略路由。
步骤 3 单击“调序”。
步骤 4 选择方向和目的位置。
参数

说明

源位置

要调整顺序的策略路由的名称。

方向

方向支持“置顶”、“之前”、“之后”和“末尾”。
“置顶”将该条策略路由置顶，在策略路由列表中最
优先匹配。



“之前”将该条策略路由置于某一条策略路由之前，
用户需要指定某一条策略路由的具体名称。



“之后”将该条策略路由置于某一条策略路由之后，
用户需要指定某一条策略路由的具体名称。



“末尾”将该条策略路由置于最后，在策略路由列表
中最后匹配。



目的位置

作为“之前”或“之后”参照的策略路由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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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设置显示的策略路由参数
策略路由列表中默认不显示“描述”和“源安全域”参数。用户可以单击策
略路由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显示该
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添加 ISP 路由
防火墙支持 ISP 信息库，信息库中保存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教育网等运营商目的 IP 地址。通过在 ISP 路由中直接指定运营商名称，实现
通过不同运营商的出口链路访问相应运营商的 IP 地址。
若需要指定源安全域、源地址等参数，请选择在策略路由中配置，策略路由
中也可以指定 ISP 名称。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策略路由”。
步骤 2 单击“ISP 路由”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策略路由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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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ISP 路由的名称。

描述

添加必要的描述信息。

优先级

值越小优先级越高。0 代表优先级最高。

ISP 名称

ISP 信息库中定义的资源，是 ISP 路由中的目的地址。
显示为运营商的名称，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未知等。

启用

选中“启用”，ISP 路由生效。不选中“启用”，ISP 路由
不生效。

添加网关

配置路由的权重。下一跳是与出接口相连的对端网关接口地
址。
下一跳有多条时，根据权重分配数据。权重越大，分配的会
话数越多，是主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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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ISP 路由信息在 ISP 路由类别中显示。可以查看 ISP 路由的名称、
ISP 名称、网关、优先级、命中数、是否启用等。
可以对 ISP 路由进行修改、删除、清除命中数、查询等操作。

设置显示的 ISP 路由参数
用户可以单击 ISP 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
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维护 ISP 信息
防火墙默认提供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教育网四个运营商的 ISP
信息。由于运营商的地址范围随着时间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默认提供的
ISP 信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存在地址不全的问题，用户可以自行定期
更新。
用户可以通过导入、导出 ISP 信息来维护四个运营商的 ISP 信息。
四个运营商的 ISP 信息用户可以填写在一张表中，导入的 ISP 信息格式仅支
持 IP/掩码的格式，如 103.20.112.0/255.255.252.0。为了方便用户修改维护 ISP
信息，建议用户先导出模板之后，再编辑导入。导入的 ISP 信息仅支持 UTF-8
编码格式。
自定义 ISP 信息模板时，未注明属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教育
网的 ISP 信息将被归入“未知”ISP 信息中。

！

注意
ISP 信息在导入时，用户必须确认四个运营商各自包含的 ISP 地址不存在冲
突，否则可能导致冲突的地址无法被访问。同时，用户必须使用 UTF-8 格式
导入 ISP 信息。

6.4 RIP
RIP（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路由信息协议。它是一种在路由器之间
交换路由信息的内部网关路由协议。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换信息让路由器动态
的适应网络连接的变化，这些信息包括每个路由器可以到达哪些网络，这些
网络有多远等。RIP 属于网络层协议，并使用 UDP 作为传输协议。
RIP 多用于规模较小和结构较简单的网络环境。RIP 使用跳数来衡量到达目
的地址的距离。目前，防火墙支持 RIPv1 和 RIPv2 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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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RIP”。
步骤 2 配置基本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参数

说明

启用 RIP

启用 RIP 后，RIP 功能才生效。

版本号

默认为 RIPv2 版本。支持 RIPv1 和 RIPv2 两个版本。
RIPv1 是有类别路由协议。RIPv1 的协议报文中不携带掩码
信息，只能识别 A、B、C 类这样的自然网段的路由。
RIPv2 是 RIPv1 的优化版本。RIPv2 是一种无分类路由协议。
RIPv2 报文中携带掩码信息。

缺省信息发布

启用，发布默认路由。
不启用，不发布默认路由。

路由更新时间

RIP 路由更新时间，默认为 30 秒更新一次。支持用户自定
义，范围为 5~3600 秒。

路由失效时间

RIP 路由失效时间，默认 180 秒。若某条 RIP 路由 180 秒内
没有更新，则该 RIP 路由置为失效。支持用户自定义，范
围为 5~3600 秒。

路由清除时间

RIP 路由清除时间，默认为 120 秒。若某条失效的 RIP 路由
在 120 秒内仍然没有更新，则清除出 RIP 路由表。支持用
户自定义，范围为 5~3600 秒。

奇安信集团

6-15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步骤 3 单击“网络配置”，单击“添加”，添加需要发布的网络。

用户可以指定多个需要发布的网络。
参数

说明

网络地址/网络掩
码

需要通过 RIP 发布的 IP 地址/需要发布的 IP 地址对应
的掩码，如：
10.1.1.0/16
172.16.1.0/255.255.0.0

步骤 4 添加接口。
接口配置提供 RIP 功能接口选择、接口模式、认证模式的配置。同时用户可
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接口水平分割功能。开启水平分割功能的接口，将不会
把从该接口学习到的路由再从该接口发送出去，防止出现环路。

参数

说明

三层接口

选择发布 RIP 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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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口模式

选择接口的工作模式。

毒性逆转



普通：接收和发送 RIP 更新。



被动：接收但不发送 RIP 更新。

毒性逆转是指发出一条 metric 值为 16 跳（无穷大）的路由
条目，作用是通告别的路由器，这条路由已不可达。
选中开启毒性逆转功能，防火墙会将从一个接口收到的路由
条目，再从这个接口发送出去，但是 metric 值置为 16 跳（无
穷大）。
不选中毒性逆转功能，防火墙默认开启水平分割，从一个接
口收到的路由条目，不会再从这个接口发送出去。

认证模式

认证密码和认
证密码确认



无认证：接口不启用认证功能。



明文：认证信息明文传输。



MD5：认证信息进行 MD5 校验后传输。

当认证模式为“明文”或“MD5”时，需要配置认证密码，
并再次确认认证密码。

步骤 5 添加路由重发布。

RIP 协议允许用户将设备上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RIP 中，并向外
发布。路由重发布功能就是实现将用户指定类型的路由重发布到 RIP 中，并
向外发布。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直连路由、静态路由、OSPF 路由、BGP 路
由。同时，在重发布路由的过程中，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路由的度量值，默
认情况下，度量值为 1。度量值越大的路由优先级越低，度量值为 16 的 RIP
路由会被视为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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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OSPF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是一个基于链路状态
的内部网关路由协议。OSPF 适应于各种规模的网络，通过通告网络接口的
状态来建立链路状态数据库，生成最短路径树，每个开启 OSPF 功能的设备
使用这些最短路径构造路由表。同时，在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后能快速完
成收敛，减少路由震荡，并且 OSPF 协议不会产生路由环路。是目前使用广
泛的动态路由协议。
防火墙支持 OSPFv2 版本，对应的 RFC 为 2328，采用组播传递路由信息。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OSPF”。
步骤 2 配置基本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参数

说明

启用 OSPF

选中“启用 OSPF 功能”，OSPF 功能生效。否则 OSPF
配置不生效。

Router Id

用户需要指定防火墙的 Router Id，在同一个自治系统
内，该 Router ID 必须唯一。

兼容 RFC1583

选中复选框后启用兼容 RFC1583。

缺省信息发布

如果路由表中存在活跃的非本 OSPF 进程的缺省路由，
需要开启缺省信息发布。开启缺省信息发布后，会将
缺省路由发布到 OSPF 域中。不存在缺省路由，则不
会发布缺省信息。

总是无条件产生

开启缺省信息发布后，选中“总是无条件产生”复选
框，无论当前路由器的路由表中是否有缺省路由，都
可产生一个描述缺省路由的 Type-5 LSA 发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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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度量类型

度量类型目前分为 ext-1、ext-2 两种，默认选择 ext-2。

度量值

支持用户自定义，默认为 20，范围为 1-1800。

步骤 3 单击“网络配置”，单击“添加”，添加需要发布的网络。
用户可以指定多个需要发布的网络。

参数

说明

网络地址/网络掩
码

需要通过 OSPF 发布的 IP 地址/需要发布的 IP 地址对
应的掩码。如：
10.1.1.0/16
172.16.1.0/255.255.0.0

区域号

用户可以指定区域号类型为 IPv4 地址形式。

步骤 4 单击“接口配置”，单击“添加”，添加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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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三层接口

选择启用 OSPF 功能的接口。必须工作在三层模式。

接口模式

选择接口的工作模式。
“普通”模式可以接收和发送 OSPF 报文。



“被动”模式禁止接收和发送 OSPF 报文。



网络类型

选择网络类型。
“broadcast”广播类型。



“point-point”点到点类型。



Cost 值

接口的 Cost 值。默认为 10，支持用户自定义，范围为
1-65535。

奇安信集团

6-20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DR 选举优先级

当“网络类型”为“Broadcast”时需配置此项。
选举 DR 时，接口的优先级。默认为 1，支持用户自定
义，范围为 0-255。将优先级设置为 0 代表该接口不参
与 DR 选举。
DR 选举优先级可以影响网络中 DR/BDR 的选择。DR
优先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选举接口优先级，优
先级越大越优先，被选 DR，优先级第二，被选 BDR。
接口的 DR 选举优先级相等时，router ID 越大越优先。

定时器

hello-interval：邻居探测 hello 包间隔时间，默认为 10
秒，支持用户自定义，范围为 1-3600。
dead-interval：邻居失效超时时间，默认为 40 秒，40
秒内探测不到邻居，则邻居失效。支持用户自定义，
范围为 1-3600。

认证模式

“无认证”，接口不启用认证功能。



“明文”，认证信息明文传输，需要用户指定认证密
码。



“MD5”认证信息进行 MD5 校验后传输，需要用户
指定认证密码。



步骤 5 单击“路由重发布”，单击“添加”，添加路由重发布。
OSPF 协议允许用户将设备上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OSPF 中，并向
外发布。路由重发布功能就是实现将用户指定类型的路由重发布到 OSPF 中，
并向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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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路由类型

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的路由类型，共四种：
直连路由、静态路由、RIP 路由、BGP 路由。

度量类型

度量类型目前分为 ext-1、ext-2 两种，默认选择 ext-2。

度量值

支持用户自定义，默认为 20，范围为 1-1800。

步骤 6 单击“邻居监控信息”。
邻居信息监控用于查看 OSPF 邻居状态、邻居地址等信息。邻居信息是监控、
调试 OSPF 及排查 OSPF 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表6-1 邻居监控信息界面说明

参数

说明

邻居 ID

邻居的 ID。

优先级

邻居的优先级。

状态

邻居状态/邻居角色
状态：
down，没有收到邻居的 hello 报文，但可以发送 hello
报文。
init，已接收到邻居发送的 hello 报文。
two-way，防火墙与邻居建立了双向关系。
exstart，链路类型为广播网络时，在交换 DBD 前，选
举主从。
exchange，交换 DBD。
loading，交换 LSA。
full，邻接关系建立完毕。

失效时间

当前邻居在多少时间后将失效。

邻居地址

邻居的地址，通常为 IP 地址。

本地接口

格式为接口名称[接口地址]，表示防火墙是从哪个接口
与该邻居建立邻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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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BGP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边界网关路由协议。是运行于 TCP 上的一
种自治系统的路由协议。BGP 是唯一一个用来处理像 Internet 这样大的网络
的协议，也是唯一能够妥善处理好不相关路由域间的多路连接的协议。BGP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和其他的 BGP 系统交换网络可达信息，网络可达信息包括
列出的自治系统（AS）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效地构造了 AS 互联的拓朴图并
由此清除了路由环路，同时在 AS 级别上可实施策略决策。BGP 使用 TCP 进
行协议包传输，其端口号为 179，并且支持无类别域间选路。当 BGP 运行在
自制系统间时，为 EBGP，而当 BGP 运行在自治系统之内时，为 IGBP。
防火墙上的 BGP 协议，支持路由 IPv4 网络及路由 IPv6 网络。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BGP”。
步骤 2 配置基本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参数

说明

启用 BGP

选中复选框，启用 BGP 功能。否则 BGP 配置不生效。

AS 编号

用户需要指定防火墙的 BGP 自治系统 AS 编号，同一
个自治系统中的 AS 编号相同。

Route ID

在整个 BGP 域中，该 Route ID 必须唯一。

步骤 3 在“网络配置”页面，单击“添加”，添加需要发布的网络。
网络配置用于指定将某一网络发布到 BGP 中。用户可以指定多个需要发布的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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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网络地址/网络掩
码

需要通过 BGP 发布的地址。需要发布的 IPv4 网络地
址及对应的掩码或 IPv6 网络地址及对应的前缀。

如：
10.1.1.0/16
172.16.1.0/255.255.0.0
2002::1000/128

步骤 4 单击“对等体”页签，单击“添加”，配置对等体参数。
对等体即 BGP 的邻居，BGP 邻居一旦建立，防火墙就会将自己所有的最优
路由通告给它的邻居。

参数

说明

对等体地址

指定对等体地址，支持 IPv4、IPv6 类型的对等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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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对等体 AS 编号

指定对等体的 AS 编号。

MD5 认证密码

如需要开启 BGP 邻居认证，则需要指定 MD5 认证密
码，且 BGP 对等体也必须开启邻居认证，指定相同的
认 MD5 证密码，否则邻居关系会建立失败；
不开启，则此项为空。

源地址

指定发起 BGP 连接的源 IP。接口上存在多个 IP 地址
时指定源 IP，避免发起连接的源 IP 与对端配置的对等
体地址不一致。

缺省路由发送

用户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缺省路由发送功能。

下一跳为自身

如果防火墙处于 EBGP 的位置，在发布路由给它的
IBGP 时，需要勾选【下一跳为自身】。用户需要切实
结合自己的网络环境进行勾选。

步骤 5 单击“路由重发布”页签，单击“添加”。
BGP 协议允许用户将设备上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BGP 中，并向
外发布。路由重发布功能就是实现将用户指定类型的路由重发布到 BGP 中，
并向外发布。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的协议类型：
IPv4 或者 IPv6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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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路由类型

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的路由类型，共四种：
直连路由、静态路由、RIP 路由（RIPng 路由）、OSPF
路由（OSPFv3 路由）。

度量值

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路由的度量值，默认度量值为 20。
范围为 1-1800，值越小越优先。

6.7 静态多播路由
当需要将一份同样的数据发送给多台主机时，虽然使用单播可以跨越路由器，
但是需要将同一份数据发送多次，不切实际；而使用广播只需要发送一次数
据，让网络中每个人都必须接收数据，并且数据不能穿越路由器，造成远程
网络收不到数据，所以也不可行。考虑到这些因素，便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数
据传输方式，这样的传输方式结合了单播和广播的优势，即将一份数据发出
去后，这样的数据可以同时被多台主机接收，并且数据可以穿越路由器，从
而被路由到远程网络，这样的数据就是多播（Multicast），因此，多播数据发
出去后，可以只被一组特定的主机接收，而不想接收的主机，是收不到的，
多播还可以被路由器转发到远程网络，前提是路由器必须开启多播功能。在
多播中，我们将想要接收多播的主机，被称为组员，或组成员。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静态多播路由”。
步骤 2 单击“添加”。
支持添加多条静态多播路由，最大限制数目为 448。
步骤 3 配置静态多播路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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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源地址

多播路由发送者的出接口地址，为单播地址。

多播地址

多播组使用的多播地址。多播地址范围为
224.0.0.0~239.255.255.255。

入接口

多播路由流入防火墙的接口。

发送加入报告

选中复选框，防火墙会主动向多播组发送 IGMP 加入
报文。

出接口

多播路由流出防火墙的接口。
可以添加多个出接口，最大限制数目为 16。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静态多播路由在多播路由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路由的源地址、多播地址、
入接口、出接口列表、是否发送加入报文。可以对多播路由进行修改、删除
等操作。
步骤 5 选中多播路由列表上方的“启用多播路由”复选框，开启多播路由功能。否
则多播路由配置不生效。

6.8 动态多播路由
防火墙提供 PIM-SM 模式下的动态多播路由协议，在用户添加动态多播路由
协议之前，我们需要向您解释以下名词，帮助您更好的完成动态多播路由的
配置。
RP：在 PIM-SM 模式中，由于记录多播信息采用的方式，并不关心多播源地
址，因此造成路由器不知道多播发送者的 IP 地址是什么，也就无法完成反向
路径检测。在这种情况下，PIM-SM 在网络中选出一个多播会聚点，即
Rendezvous Point (RP)，RP 就是多播网络的核心，发送者统一将多播数据发
送到 RP，然后 RP 再将数据发到接收者，也就是说接收者收到的数据，都是
由 RP 转发过来的，路由器也就认为 RP 的地址，就是多播源的 IP 地址。
DR：在 PIM 网络中，真正的源需要向 RP 发送注册消息，以宣告自己的存在，
而发送注册消息在多路访问的网络中则是由 DR 来代为完成的。真正的源向
RP 发出第一个多播包时，DR 将此包封装在单播中发给 RP，这称为注册。
发送的注册消息会从 DR 到 RP 之间建立一条源树，这样，在源到 RP 之间创
建的源树就可以帮助避免 RPF 检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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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在自动生成 RP 的过程中，每一个参加竞选 RP 的 IP 地址，称之为候
选 RP（C-RP），为了避免每台 PIM 路由器都计算出一个 RP，导致计算结果
不一致的可能，需要在网络中选举出一个 RP 裁判，称为 BSR，而所有 C-RP
将自己竞选 RP 的消息统一发送到 BSR，是通过单播发向 BSR 的，最后由
BSR 从收到的竞选消息中，选择出活动 RP，再将活动 RP 的地址统一发给网
络的每台路由器，这样就能保证每台路由器得到的消息都是统一的，每台路
由器获知的 RP 地址都是统一的。

接口配置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动态多播路由”。
步骤 2 在“接口配置”页面，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接口参数。

参数

说明

三层接口

需要加入多播组的接口，必须工作在三层。

多播路由模式

目前支持 PIM-SM 模式。

步骤 4 单击“确定”。
添加后的接口在三层接口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三层接口的名称和多播路由
模式。
步骤 5 选中“启用多播路由”复选框。
不选中时多播路由功能不生效。

候选 RP
由于静态 RP 不具备备份功能，当活动 RP 失效后，必须手工更改 RP，会导
致组播数转发中断，所以防火墙提供了自动选举 RP 的功能。每一个参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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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 RP 称之为候选 RP，在一个组播组中可以有多个候选 RP，然后根据 BSR
的计算，选举出一个统一的 RP。同时，一个 RP 也可以作为多个组播组的
RP。如果防火墙的接口上配置了多个 IP 地址，在进行 RP 选取时，会使用配
置的第一个地址参与竞选，用户在配置候选 RP 地址时需要注意选用配置的
第一个地址。
步骤 1 单击“候选 RP”页签。
步骤 2 配置 RP 地址。
IPv4 地址形式，为参与竞选的候选 RP 地址，通常为加入组播组的接口 IP 地
址。
步骤 3 单击“添加”，添加多播控制。
可以写多个组播地址，最大限制数目为 32。

步骤 4 配置多播控制的多播地址和掩码，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多播地址

多播地址范围为 224.0.0.0~239.255.255.255。

掩码

掩码格式为点分十进制，如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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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候选 BSR
指定防火墙参与竞选的候选 BSR 地址，通常为加入组播组的接口 IP 地址。

接口邻居监控
接口邻居监控提供周围 PIM 路由器中，加入组播组的邻居接口监控显示。方
便用户了解当前网络中，有哪些接口加入到了组播组中。同时方便管理员对
组播路由进行维护。
表6-2 接口邻居监控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接口名称

启用 PIM-SM 且有邻居表项的接口。

本地 IP

接口的本地 IP 地址。

邻居 IP

多播邻居的 IP 地址。

标记

PIM：此接口为被选为 BDR。
PIM、DR：此接口为被选为 DR。

RP 监控
RP 监控显示的是当前组播组中的活动 RP，每一个组播组都会有一个活动 RP，
多个组播组可以使用同一个活动 RP。
RP 监控可以方便管理员查看当前的活动 RP 为哪个地址，方便维护多播路由。
同时可以查看相应的优先级，默认情况下，RP 地址值大的优先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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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 监控
BSR 监控可以方便管理员查看当前的 BSR 地址为哪个地址，同时方便维护多
播路由。BSR 监控可以查看相应的优先级，默认情况下，BSR 地址值大的优
先级越高。

6.9 路由监控
6.9.1 IPv4 路由监控
IPv4 路由监控可以让用户查看到当前防火墙上所有 IPv4 直连、主机、静态、
动态路由的状态。方便管理员排查网络问题，维护防火墙的路由表。
IPv4 路由监控提供路由过滤和路由查询功能，用户可以选择路由类型查看该
类型的路由。默认显示全部类型的路由，可以选择查看“直连”、
“静态”、
“主
机”、“RIP”、“OSPF”、“BGP”类型的路由。主机路由是指到某个特定主机
的路由，子网掩码为 32。通过输入目的 IP 地址，单击“查询”，查看该目的
IP 地址对应类型的路由。
表6-3 IPv4 路由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目的地址

目的网络的地址。

子网掩码

目的网络的子网掩码。

网关

路由的下一跳地址。

出接口

路由的出接口名称。

协议
状态

目的路由的协议类型，“直连”、“静态”、“主机”、
“RIP”、“OSPF”、“BGP”。
路由当前是否生效。
：生效
：不生效

6.9.2 IPv6 路由监控
IPv6 路由监控可以让用户查看到当前防火墙上所有 IPv6 直连、主机、静态、
动态路由的状态。方便管理员排查网络问题，维护防火墙的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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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路由监控提供路由过滤和路由查询功能，用户可以选择路由类型查看该
类型的路由。默认显示全部类型的路由，可以选择查看“直连”、
“静态”、
“主
机”、“RIPng”、“OSPFv3”、“BGP”类型的路由。主机路由是指到某个特定
主机的路由。通过输入目的 IP 地址，单击“查询”，查看该目的 IP 地址对应
类型的路由。
表6-4 IPv6 路由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目的地址

IPv6 路由的目的地址。

网关

IPv6 路由的下一跳 IPv6 地址。

出接口

目的路由的出接口名称。

协议

IPv6 路由的协议类型，分为“直连”、“静态”、“主
机”、“RIPng”、“OSPFv3”、“BGP”。

状态

IPv6 路由当前是否生效。
：生效
：不生效

6.9.3 策略路由监控
策略路由监控可以让用户查看到当前防火墙上所有的策略路由的状态。方便
管理员排查网络问题，维护防火墙的路由表。
表6-5 策略路由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策略路由的名称。

源安全域

策略路由的源安全域。

源地址

策略路由的源地址。

目的地址

策略路由的目的地址。

服务

策略路由所引用的服务。

网关

策略路由的下一跳地址。

网关状态

策略路由网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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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状态

策略路由当前是否生效。
：生效
：不生效

6.9.4 ISP 路由监控
ISP 路由监控可以让用户查看到当前防火墙上所有的 ISP 路由的状态。方便
管理员排查网络问题，维护防火墙的路由表
表6-6 ISP 路由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ISP 路由的名称。

ISP

ISP 路由所引用的 ISP 信息

网关

ISP 路由的下一跳地址。

网关状态

ISP 路由的网关状态。

优先级

ISP 路由的优先级。

状态

ISP 路由当前是否生效。
：生效
：不生效

6.9.5 多播路由监控
当防火墙接收到多播地址的数据之后，会根据当前的多播路由配置来决定是
不是要转发该数据，进行转发的数据会在转发表监控中查看到相应记录。方
便用户查询当前防火墙都对哪些多播地址进行了转发，同时记录多播源地址
及源接口、目的多播地址、目的接口信息。如果防火墙没有接收到任何多播
数据或者没有对多播数据进行转发，是不会在转发表监控中查看到监控信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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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多播路由表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源地址

多播路由的源地址，为单播地址。

源接口

多播路由源地址的接口。

目的多播地址

多播组的目的多播地址。

目的接口

目的多播地址的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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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与认证

7.1 简介
认证用于对管理员以及经过防火墙的流量的用户身份或设备身份进行验证，
从而保证防火墙及内网资源的安全。认证使用的场景包括管理员认证，Web
认证，VPN 用户认证等。用户的身份可以通过用户名、密码方式，证书方式
或双因子认证等方式进行识别。防火墙支持本地服务器用户名密码认证、认
证服务器远程用户名密码认证、证书认证、双因子认证等认证方式；支持特
殊 IP 免认证、AD 联动单点认证、防火墙 portal 认证等认证方法。
只有开启 Web 认证策略才会对用户进行上网认证。
VPN 接入过程中会对 VPN 用户进行认证。
通过认证的用户 IP 地址被标识为对应的用户名，通过认证的用户流量可以通
过安全策略、QoS、行为管控等进行进一步控制管理。

认证方式


本地用户密码认证

防火墙通过密码对用户进行认证。在进行认证前需要在防火墙上创建用户。


认证服务器密码认证

采用服务器认证适用于多个防火墙管理相同用户或网络中已经部署了认证服
务器的场景。
采用认证服务器认证时，防火墙将用户名和密码以密文的形式发送给认证服
务器进行认证，认证服务器将认证结果发送给防火墙。
防火墙支持 RADIUS 认证服务器、TACACS+认证服务器、LDAP 认证服务器、
AD 认证服务器和 POP3 认证服务器。


证书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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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 IPSec VPN、SSL VPN 等场景下对终端或设备本身进行认证。


双因子认证

SSL VPN 接入支持证书和用户名双因子认证。


ITS 联动认证
防火墙支持与 ITS 进行对管理员、Web 认证用户、VPN 用户进行 RADIUS
的 PAP 与 CHAP 认证。通过用户/密码和动态口令进行双因子认证。

用户认证方法
用户支持通过如下方式认证后访问网络：


防火墙 Portal 认证

防火墙提供 HTTP 和 HTTPS 的 Portal 认证页面对用户进行认证。


免认证

手工绑定用户名跟 IP 地址。此类用户访问防火墙，无需进行认证。


AD 单点登录

上网用户将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AD 服务器进行认证。通过与 AD 服务器进
行联动，防火墙可以接收到 AD 认证通过的用户列表。防火墙通过查看 AD
认证通过的用户列表，找到 IP 地址与用户名的对应关系后直接允许用户上网，
无需再次认证。

7.2 用户
防火墙支持基于用户、用户组、用户角色进行用户认证。

7.2.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标准 RADIUS 服务器，用户名不支持一些特殊字符（如： @ \ / : < > | ' %），
采用 RADIUS 认证的用户名不应该包括这些特殊字符。

7.2.2 认证用户
内网用户访问外网时，通过防火墙认证用户进行本地认证，必须现在防火墙
上添加认证用户，并合理配置认证用户组和认证用户角色。

添加认证用户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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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用户参数。
必须配置认证用户的名称和密码。防火墙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对用户进行认证。
密码建议配置为 8 位以上，满足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特殊符号中至
少三种的复杂度要求。
不选择有效期，则此认证用户账号将不会失效。
如果该用户为临时的访客，需要为用户配置合适的有效期，有效期过后用户
自动失效。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用户在认证用户列表中显示，可以看到用户的有效期、所属组和角
色。
可以对用户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

注意
当某个用户已经不再使用时，请删除该用户，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认证用户组
认证用户组提供将认证用户进行分组管理的功能。将不同权限的用户放到不
同的用户组中。同一个用户可以放入多个用户组下。防火墙支持基于用户组
的认证。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用户组”。
步骤 2 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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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认证用户组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从成员列表中选择要加入该认证用户组的用户。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创建好的认证用户组可以在认证用户组列表中查看。用户可以查看用户组中
成员的个数。
可以对用户组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认证用户角色
认证用户不仅可以基于认证用户组进行管理，也可以基于用户角色进行管理。
对不同类型的用户设置不同用户角色。同一个用户可以放入多个用户角色下。
防火墙支持基于用户角色的认证。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用户 > 用户角色”。
步骤 2 选择“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用户角色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从成员列表中选择要加入该认证用户角色的用户。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创建好的认证用户角色可以在认证用户角色列表中查看。用户可以查看用户
角色中成员的个数。
可以对用户角色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7.2.3 认证服务器
防火墙支持通过认证服务器进行用户认证。在进行用户认证前，必须先配置
好认证服务器。认证服务器的类型支持本地认证、RADIUS、TACACS+、LDAP、
Active Directory、证书认证、POP3。

添加本地认证服务器
系统默认创建了一个名称为 local 的本地认证服务器，用户可以编辑但不可删
除该服务器。Web 认证策略中认证服务器选择“Local”时，表示防火墙本地
认证。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本地认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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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指定采用该认证服务器认证的用户、用户组成员和用户角色。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添加 RADIUS 认证服务器
RADISU 认证是一种广泛采用的认证方式。RADIUS 服务器通过 UDP 协议对
客户端进行认证。防火墙作为 RADIUS 客户端，将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RADIUS 服务器将认证结果发送给防火墙。
防火墙上配置的 RADIUS 认证服务器与 RADIUS 服务器的参数必须一致才可
以正常通信。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Radius”。
步骤 4 配置 RADIUS 服务器其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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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RADIUS 服务器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服务器端口

RADIUS 服务器端口，默认为 1812。

密钥和确认密钥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密钥。密钥用于对防火墙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发送的消息进行加密。

重试

设置连接服务器失败时最大重试次数。

超时时间

RADIUS 服务器超时时间，超过超时时间仍然无
响应，则服务器连接失败。

高级配置
认证类型

认证类型支持“CHAP”和“PAP”。根据服务器
实际的认证类型进行选择。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添加 TACACS+认证服务器
用户采用 TACACS+认证时，需要配置 TACACS+认证服务器。TACACS+默
认采用 TCP 端口 49，比采用 UDP 的 RADIUS 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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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TACACS+”。
步骤 4 配置 TACACS+服务器其它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TACACS+服务器的 IPv4 地址。点分十进
制。

服务器端口

指定 TACACS+服务器的端口。默认为 49。

密钥和确认密钥

设置 TACACS+服务器密钥。

超时时间

设置 TACACS+服务器超时时间。超过超时时
间仍然无响应，则服务器连接失败。

高级配置
认证类型

选择 TACACS+服务器的认证类型。
认证类型支持 CHAP 和 PAP。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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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LDAP 认证服务器
用户采用 LDAP 认证时，需要配置 LDAP 认证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LDAP”。
步骤 4 配置 LDAP 服务器其它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LDAP 服务器的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服务器端口

指定 LDAP 服务器的端口。默认为 389。

登录 DN

指定认证用户在 LDAP 服务器中的目录树。

登录密码

设置登录 LDAP 服务器的密码。

基准 DN

指定 LDAP 最顶部目录树。

用户登录属性

设置用户登录属性，仅支持“UID”。该配置必须与
LDAP 服务器上的配置一致。

身份认证方法

选择简单密码认证或者摘要密码认证。该配置必须与
LDAP 服务器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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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超时时间

LDAP 服务器超时时间，超过超时时间仍然无响应，
则 LDAP 服务器连接失败。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添加 AD 认证服务器
用户采用 AD 认证时，需要配置 AD 认证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Active Directory”。
步骤 4 配置 AD 服务器的其它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指定 AD 服务器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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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器端口

指定 AD 服务器端口，默认为 389。

登录 DN

认证用户在 AD 服务器中的目录树。

登录密码

登录 AD 服务器的密码。

基准 DN

AD 最顶部目录树。

用户登录属性

选择用户登录属性，分为 CN、sAMAccountName、
userPrincipalName 三种。此配置必须与 AD 服务器上
的配置一致。

身份认证方法

选择简单密码认证或者摘要密码认证，与 AD 服务器
配置一致。

超时时间

AD 服务器超时时间，超过超时时间仍然无响应，则
AD 服务器连接失败。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添加证书认证服务器
SSL VPN 隧道选择证书认证时，需要添加证书认证类型的认证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证书认证”。
步骤 4 配置证书认证的其它参数。

奇安信集团

7-10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对端可信 CA

选择为客户端颁发证书的 CA 中心为对端可信 CA，可
选择但不能超过 2 个。

用户提取字段

提取证书用户名的字段标识，如 CN。在 SSL VPN 隧
道启用单因子认证并选择证书认证服务器时有效，双
因子认证时请忽略此字段。

用户组提取字段

提取证书用户组名的字段标识，如 OU。在 SSL VPN
隧道启用单因子认证并选择证书认证服务器时有效，
双因子认证时请忽略此字段。

用户组

如果管理员需要对用户组进行授权，则需要添加用户
组名称，即 OU 字段的内容。
用户组名称可以添加多项，最大不超过 128 项。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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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POP3 认证服务器
使用邮件服务器作为认证服务器，认证账户与邮件账户一致时，需要添加
POP3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认证服务器的名称和类型。
认证类型选择“POP3”。
步骤 4 配置认证服务器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地址

POP3 服务器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服务器端口

POP3 服务端口号，默认为 995。

超时时间

POP3 服务器超时时间，超过超时时间仍然无响应，则 POP3
服务器连接失败。

SSL 加密

认证通讯数据加密，勾选启用 SSL 加密，不勾选则不启用
SSL 加密。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成功的认证服务器在认证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认证服务器的名
称、类型、详细信息、成员信息、引用次数。可以对服务器进行连接测试、
修改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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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手工绑定用户
用户绑定通过将用户名与 IP 地址绑定，可以对这些 IP 地址进行基于用户的
识别，而不必进行 Web 认证。用户绑定生效之后，用户绑定中的 IP 地址所
产生的日志，在日志、监控等功能统计的信息中，将显示为用户绑定中对应
的用户名，而不再是 IP 地址。

添加手工绑定用户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手工绑定”。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手工绑定用户标识参数。

参数

说明

认证服务器

选择认证服务器。对该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进行用户名与
IP 地址绑定。

自定义用户名

启用后，可以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自定义用户名。

用户名

选择用户名或自定义用户名。自定义用户名长度范围为
1~63 个字符。

IP 地址

指定用户绑定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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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用户名在手工绑定用户标识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用户名以及该用
户采用的认证服务器和绑定 IP。可以对用户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当用户、组、角色和认证服务器的关系发生变化时，需单击“同步”，更新用
户、认证服务器、绑定 IP 的信息。

开启强认证
手工绑定用户默认免认证。开启“强认证”后，对手工绑定用户也需要进行
认证。此时用户的地址和密码都必须匹配才能认证成功。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手工绑定”。
步骤 2 选中列表上方的菜单栏中的“强认证”复选框，开启强认证功能。
步骤 3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7.2.5 配置 AD 联动
防火墙支持与 AD 服务器进行联动，将 AD 服务器中的用户列表同步到防火
墙上。对于 AD 服务器认证通过的用户，通过用户名识别后不再进行认证。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AD 联动”。
步骤 2 单击“设置服务器”。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AD 服务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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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AD 服务器的名称。

用户地址映射

选中“启用”，开启用户地址映射功能。
用户地址映射功能启用后，用户列表可以将用户名与 IP
地址关系进行映射。

映射超时时间

用户名与 IP 地址关系的映射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
范围为 30-1440 分钟。超时后用户名与 IP 地址关系需要
重新学习。

安全日志查询
模式

选中“启用”，开启安全日志查询模式。

安全日志查询
间隔

安全日志查询间隔时间，默认为 60 秒，范围为 10-180 秒。

认证服务器地
址

AD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

WMI 用户名

WMI 用户名名称。

WMI 密码

WMI 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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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的服务器在服务器列表中显示。
防火墙与 AD 联动成功之后，会将获取到的用户列表在此处进行显示。单击
“刷新”可以更新用户列表。

7.3 安全认证
安全认证用于对选定的认证服务器下的用户、用户组或用户角色进行认证。
若没有针对某个用户的认证策略，则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外网，不受 Web 认证
策略和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的影响。

7.3.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只有 TCP 的数据才会匹配 Web 认证策略，其它协议不会进行匹配。可以
通过在安全策略中设置源用户字段进行用户过滤控制。



配置了用户绑定的 IP 地址在触发 http、https 访问时，即使开启了 Web
认证，也无需进行 Web 认证。



用户绑定生效之后，用户绑定中的 IP 地址所产生的日志，在系统日志、
监控等功能统计的信息中，将显示为用户绑定中对应的用户名，而不再
是 IP 地址。web 认证记录的日志可以在系统日志下查看。



防火墙默认关闭 Web 认证。只有开启了 Web 认证，内网用户访问外网时
才会去匹配 Web 认证策略。



防火墙默认关闭 URL 重定向。只有开启了 URL 重定向，内网用户访问
外网时才会去匹配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



认证策略在认证列表中的顺序决定认证策略的优先级。认证策略越靠前，
优先级越高。数据流匹配一条认证策略后不会再匹配后面的认证策略。
即若数据流优先匹配了一条 URL 重定向策略则不会再匹配下面的 Web
认证策略。



通过了认证策略的用户会作为认证用户进行记录。下次用户访问外网时
会匹配用户的源 IP 地址和用户名，若用户已经通过认证策略，则不需要
再次进行 Web 认证。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的目的地址不能配置为 any，因为如果目的地址中
包含重定向 URL 的地址，会造成重定向环路，导致重定向页面无法打开。

7.3.2 添加认证策略
认证策略是基于 HTTP 流量触发认证的，当流量匹配认证策略后，先执行用
户认证。认证通过之后，用户的数据就可以根据安全策略中的配置来进行基
于 IP/基于应用等属性的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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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证后用户不是永久有效认证的，强制登录间隔到时后，必须重新进行
认证。重认证机制可以保证用户认证的安全。

添加 Web 认证策略
命中 Web 认证策略后只有通过服务器认证的用户才可以访问外网。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认证 > 认证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动作选择“WEB 认证”。
步骤 4 配置 Web 认证策略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认证策略的名称。

启用

选中“启用”后，认证策略才生效。

动作

Web 认证策略动作为“WEB 认证”。

源安全域

选择认证策略入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

选择认证策略出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源地址

选择认证策略的源地址对象。

目的地址

选择认证策略的目的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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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认证服务器

用于进行 Web 认证。认证服务器可以是本地服务器，也可
以是第三方认证服务器。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用于配置用户进行 HTTP 访问时的重定向 URL 以及重
定向匹配条件。HTTPS 重定向 URL 在 WEB 认证的 HTTPS 配置时设置。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认证 > 认证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动作选择“URL 重定向”。
步骤 4 配置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认证策略的名称。

启用

选中“启用”后，认证策略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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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动作为“URL 重定向”。

源安全域

选择认证策略入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

选择认证策略出接口所属的安全域。

源地址

选择认证策略的源地址对象。

目的地址

选择认证策略的目的地址对象。

重定向 URL

URL 重定向支持用户进行 HTTP 访问时，将重定向页面推
送给用户。URL 重定向的参数在“URL 重定向”页面设置。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调整认证策略顺序
认证策略在认证列表中的顺序决定认证策略的优先级。认证策略越靠前，优
先级越高。若数据流匹配了一条 Web 认证策略/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则不
会继续匹配下面的认证策略。因此必须合理配置认证策略的顺序。
步骤 1 选择一条认证策略。
步骤 2 单击“调序”。
步骤 3 选择调整策略的关键字。
调整策略关键字支持“置顶”、
“之前”、
“之后”和“末尾”。通过这些关键字
可以将认证策略调整到列表顶端、指定策略前、指定策略后和末端。
步骤 4 单击“确定”。

7.3.3 配置 Web 认证
防火墙的 WEB 认证用于对内网用户通过 Web 访问外网的权限进行控制。防
火墙支持通过 HTTP 和 HTTPS 方式对用户进行认证。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认证 > WEB 认证”。
步骤 2 选中“启用”，开启 WEB 认证功能。
默认关闭 WEB 认证功能。开启 Web 认证功能后，内网用户必须通过 Web 认
证后才可以访问外网。防火墙通过 Web 认证策略对用户进行 Web 访问认证。
步骤 3 配置 WEB 认证模式和端口。
防火墙支持通过 HTTP 和 HTTPS 两种方式对用户进行认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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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默认提供的 HTTP 认证端口为 65080；HTTPS 认证端口为 65443。认
证端口的取值范围是 1025~65535，用户可以进行自定义。
步骤 4 禁止用户修改密码。
默认弹出的“Web 认证登录”页面，本地认证用户登录后，会出现“修改密
码”按钮，用户可以通过该按钮对密码进行修改。远程服务器用户不涉及此
问题。
若管理员禁止用户修改密码，请选中“禁止用户修改密码”复选框，此时所
有用户认证成功后将不再显示“修改密码”按钮。
步骤 5 限制相同用户同时登录的个数。
同一用户可能在多个客户端多次登录。防火墙支持根据网络安全性的要求对
用户上网权限进行严格或宽松设置。


只允许同一用户在一个客户端登录。用户再次登录时，支持选择“强制
已登录用户下线”或“禁止同名用户再次登录”。



允许同用户在多个客户端同时登录。对同一用户进行登录数限制或允许
无限制次数登录。限制个数取值范围为 2~100，默认为 10。同一用户同
时在线数达到限制个数后无法再登录。

步骤 6 采用 HTTPS 认证时，配置 HTTPS 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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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客户端证书认证

启用“客户端证书认证”后将会在认证过程中，认证
客户端的证书。

可信 CA

CA 中心的证书。客户端和防火墙认证的 CA 中心必须
相同。

本地证书

防火墙的证书。

高级
NAT 探测

用户使用客户端方式进行认证时，会对客户端是否经
过 NAT 进行探测。

客户端心跳超时

客户端心跳超时时间，超过设置的时间之后客户端仍
然无应答，防火墙认为客户端已经离线。

强制重登录间隔

无论客户端是否有流量，强制重登录间隔时间一到，
均会要求在线的用户重新进行认证。
0 代表不开启强制重登录功能。

重定向 URL

可选配置。
HTTPS 认证通过后，会自动向用户推送重定向 URL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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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自定义中英文背景。
选中“编辑背景图片”的“启用”复选框，进行中英文背景设置。用户可以
自定义背景图片和登录描述信息。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7.3.4 配置 URL 重定向
本功能用于对内网上网用户进行 URL 重定向。对匹配 URL 重定向策略的用
户进行网页推送。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认证 > URL 重定向”。
步骤 2 选中“启用”，开启 URL 重定向认证功能。
默认关闭 URL 重定向认证功能。开启 URL 重定向认证功能后，内网用户上
网时才会去匹配 URL 重定向认证策略。
步骤 3 配置防火墙提供给客户端 URL 重定向的 HTTP 端口。
默认端口号为 65081。
端口取值范围为 1025~65535。用户可以自定义端口号。
步骤 4 配置时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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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用户超时重定向



选择“此时间段内无数据流量”，并设置时间段。在
指定的时间内，如果用户没有数据流量，将向用户推
送重定向 URL。时间段取值范围为 10~1440 分钟。



选择“超过此时间段”，并设置时间段。用户上网超
过此时间段将向用户推送重定向 URL。时间段取值
范围为 10~1440 分钟。

重定向页面保持
时间

指定重定向页面的保持时间，默认为 30 秒。保持时间
内用户无法关闭重定向页面。取值范围为 0~60 秒。

步骤 5 配置推送方式。
推送方式支持手工点击和自动跳转。


手工点击方式下给用户推送重定向 URL，用户点击后进入对应页面。



自动跳转方式给用户推送重定向 URL 并直接跳转到对应页面。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7.4 用户监控
本节介绍了认证通过的用户、VPN 接入的用户以及 802.1x 用户的用户列表以
及如何删除这些用户。

7.4.1 安全认证用户
通过安全认证的用户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用户监控 > 安全认证用
户”页面查看。

查看安全认证用户
安全认证用户列表显示用户名、用户类型、对端地址、本端地址、认证服务
器、已登录数以及在线时长。其中对端地址为安全认证用户的地址，未经过
NAT 设备时，该地址可能为用户的主机 IP 地址，经过 NAT 设备时，该地址
可能为转换后的 IP 地址。
安全认证用户列表中的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不用再次认证。该时间由
Web 认证中配置的“强制重登录间隔”控制。用户超时后必须再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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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安全认证用户
默认对全部安全认证用户进行查询，可以通过第一个下拉框设置仅查询
“WEB 认证”或“URL 重定向”类型的安全认证用户。在查询内容本文框中
输入查询关键字，单击
，查询符合关键字的安全认证用户。
安全认证用户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字段支持用户名、用户类型、对端地址、
本地地址、认证服务器关键字。

删除安全认证用户
通过选中用户后，单击“删除”，可以手工解除用户名和 IP 的关系。从安全
认证用户列表中删除后的用户必须再次进行认证。

7.4.2 SSL VPN
用户远程连入 SSL VPN 隧道之后，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用户监控 >
SSLVPN 用户”中查看到连入 SSP VPN 的用户信息，并可对拨入用户的进行
删除操作。
SSL VPN 用户列表显示 SSL VPN 用户的用户名、本地地址（隧道使用的防
火墙接口 IP 地址）、客户端地址（经过 NAT 设备时，为 NAT 后的公网地址）、
虚拟地址（隧道分配的 IP 地址）、类型、版本号、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在
线时长以及状态（ACTIVE/ INACTIVE：活动/协商中）。
通过选中用户后，单击“删除”，可以手工解除用户名和 IP 的关系。从 SSL VPN
用户列表中删除后的用户必须再次进行认证。
用户可以通过隧道名称过滤查找到对应的 SSL VPN 隧道。

7.4.3 L2TP VPN
当远程客户端拨入 L2TP VPN 隧道之后，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用户
监控 > L2TPVPN 用户”中查看到拨入的用户信息，并可对拨入用户的进行
删除操作。
L2TP VPN 用户列表显示 L2TP VPN 用户的用户名、客户端 IP（经过 NAT 设
备时，为 NAT 后的公网地址）、隧道名称、接收数据、发送数据、在线时长。
通过选中用户后，单击“删除”，可以手工解除用户名和 IP 的关系。从 L2TP
VPN 用户列表中删除后的用户必须再次进行认证。

7.4.4 PPTP VPN
当远程客户端拨入 PPTP VPN 隧道之后，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用户
监控 > PPTPVPN 用户”中查看到拨入的用户信息，并可对拨入用户的进行
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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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P VPN 用户列表显示 PPTP VPN 用户的用户名、客户端 IP（经过 NAT 设
备时，为 NAT 后的公网地址）、隧道名称、接收数据、发送数据、在线时长。
通过选中用户后，单击“删除”，可以手工解除用户名和 IP 的关系。从 PPTP
VPN 用户列表中删除后的用户必须再次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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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防护
相比传统防火墙，智慧防火墙为您提供了更加灵活可调整的配置及全面的攻
击防护功能，包括网络层攻击防护、应用层攻击防护、局域网广播防护、DHCP
防护，这些攻击防护功能用于过滤并阻止非正常报文或攻击报文流入您的内
网。一旦非正常报文或攻击报文流入内网中，不仅会耗尽您服务器的资源，
使服务器无法正常工作，还会影响您的整个网络，引起网络拥塞，这些都是
网络中最常见、最普遍使用的攻击手段。

8.1 黑白名单
8.1.1 地址黑名单
地址黑名单是拒绝某些非法的 IP 地址或 MAC 地址流量的有效手段。
防火墙接口收到数据包后，首先就进行黑名单匹配。当流量中 IP、MAC 地
址命中地址黑名单策略时，数据包会被防火墙直接丢弃。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黑白名单”。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黑名单参数。
指定地址黑名单的 IP 地址或 MAC 地址，并可以指定生效时间。
选中“启用”，该地址黑名单生效，否则不生效。
IP 地址可以是 IPv4 地址也可以是 IPv6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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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域名黑白名单
防火墙支持域名黑白名单。当用户访问加入白名单的域名时，不需要进行 AV、
IPS 等内容安全检测，也不需要进行情报检测。当用户访问加入黑名单的域
名时，直接拒绝流量通过。对于没有命中白名单也没有命中黑名单的流量，
则直接按照正常的防火墙流程处理。
域名白名单的优先级高于域名黑名单。若一个域名已经加入白名单，后又加
入黑名单，则相应的黑名单不生效。

添加域名黑白名单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黑白名单”。
步骤 2 选择“域名黑白名单”。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类型选择“黑名单”，添加一条黑名单规则；类型为“白名单”，添加一条
白名单规则。
步骤 5 输入要添加的域名。
一条域名黑白名单策略仅支持输入一个域名，且不支持通配符“*”。
步骤 6 选中启用，此黑白名单生效，否则不生效。
若未选中启用，也可以在域名黑白名单列表中开启该黑名单或白名单。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启用或禁用一条黑名单或白名单
找到要启用或禁用的白名单或黑名单，通过选中或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
启用或禁用对应的白名单或黑名单。

批量启用或禁用黑白名单
选中多条黑白名单，单击“启用”或“禁用”。

过滤或查询黑白名单
通过右侧的“类型”下拉框，可以设置显示“全部类型”、“黑名单”或“白
名单”，通过“状态”下拉框，可以设置显示“全部状态”、
“启用”或“禁用”
的黑白名单。
在查询框中输入域名关键字可以查询包含该域名的黑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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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攻击防护
防火墙对安全域中的服务器进行攻击防护。防火墙收到数据包后先匹配黑名
单，未命中黑名单的报文继续进行攻击防护的检测，进入攻击防护模块后先
检查报文的目的地址是否加入攻击防护白名单，加入白名单则跳过攻击防护
流程直接进行下一步检查，否则就进行攻击防护检测。若命中攻击则按指定
动作进行处置。当防火墙工作在接口旁路模式时，防火墙会检测攻击并生成
日志，但是不会进行阻断。
防火墙支持对 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IP Flood、Tracert、IP
扫描、端口扫描、IP 欺骗、异常包攻击、HTTP Flood、DNS Flood 进行攻击
防护。用户通过启用并配置攻击防护模块，有效的过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阻
止非正常报文或攻击报文流入用户内网。

8.2.1 攻击防护白名单
加入攻击防护白名单的地址，不进行攻击防护检测。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要开启的攻击防护选项和具体值。
步骤 5 配置白名单。
单击“地址”选择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若没有合
适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单击右侧的添加按钮进行添加。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2 SYN Flood 攻击防护
TCP 报文通过三次握手建立连接，SYN Flood 利用这个原理，大量建立不完
整的 TCP 连接，从而达到耗尽被攻击主机资源的目的。

正常的 TCP 三次握手过程
TCP 协议通过三次握手建立 TCP 连接，建立步骤如下：
步骤 1 客户端发送一个包含 SYN 标志的 TCP 报文，即 SYN 同步报文，该报文会指
明客户端使用的端口以及 TCP 连接的初始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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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服务器在收到客户端的 SYN 报文后，将返回一个 SYN+ACK 的报文，表示
客户端的请求被接受，TCP 序号被加 1。同时在服务器系统中分配一定的资
源，供此链接后续使用。
步骤 3 客户端也返回一个确认报文 ACK 给服务器端，同样 TCP 序列号被加 1，至
此一个 TCP 连接协商完成。
图8-1 TCP 三次握手示意图

SYN Flood 攻击原理
攻击者通过向目标主机发送海量的 SYN 标志的 TCP 报文，目标主机回复
SYN+ACK 标志的 TCP 报文，并等待攻击者回复 ACK 标志的 TCP 后建立三
次握手。而攻击者发送完海量包含 SYN 标志的 TCP 报文之后，不再进行下
一步操作。导致服务器资源被大量占用无法释放，甚至无法再向正常用户提
供服务。

配置 SYN Flood 攻击防护
防火墙支持通过 SYN Flood 警戒值限流和 SYN 代理方式进行 SYN Flood 攻
击防护。推荐同时配置这两种方式，节省连接资源，并可以允许正常用户通
过。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SYN Flood 警戒值。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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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值为每秒允许创建的 TCP 连接的个数。警戒值是针对单个目的 IP 进行
统计的。当检测到访问某个服务器的 TCP 连接超出警戒值后则对请求与该发
服务器建立连接的 SYN 报文进行丢弃或警告处理。选择“警告”处理，仅对
超出警戒值的攻击包记录日志并产生告警，但不会丢弃。
SYN Flood 警戒值默认为 0，即默认不开启该功能。
警戒值的设置非常重要，请根据网络中实际流量情况设置合适的警戒值。
步骤 5 配置 SYN 代理。
SYN 代理方式的原理是在防火墙收到 SYN 包，
代替目的主机发送 SYN+ACK
包，并根据 SYN 包计算出一个 Cookie 值。若攻击者是伪造的 IP 地址，则不
会给防火墙回应 ACK 包。若是正常用户则会回应 ACK 包，防火墙根据 Cookie
值检查这个 ACK 包的合法性，检查通过后，在建立 TCP 连接。
SYN Cookie 方式默认关闭，选中“启用”复选框后开启该功能。命中的 SYN
Flood 攻击将会被丢弃并记录日志。

MSS（Maxitum Segment Size）是指 TCP 传输中的最大传输大小，IPv4 MSS
数值为 MTU 值减去 IP 头部 20 字节和 TCP 头部 20 字节，所以通常为 1460。
IPv6 MSS 数值为 MTU 值减去 IP 头部 40 字节和 TCP 头部 20 字节，所以通
常为 1440。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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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ICMP Flood 攻击防护
ICMP Flood 攻击原理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海量 ping 请求报文，服务器需要占用资源回应这些
海量的 ping 报文，导致服务器无法处理正常数据，甚至无法再向正常用户提
供服务。

配置 ICMP Flood 攻击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ICMP Flood 警戒值。
警戒值为每秒允许的 ICMP 新建会话个数。警戒值是针对单个目的 IP 进行统
计的。当检测到访问某个服务器的 ICMP 报文新建会话数超出警戒值后则对
报文进行丢弃或警告处理。选择“警告”处理，仅对超出警戒值的攻击包记
录日志并产生告警，但不会丢弃。
ICMP Flood 警戒值默认为 0，即默认不开启该功能。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4 UDP Flood 攻击防护
UDP Flood 攻击原理
UDP Flood 属于带宽类攻击，恶意用户通过僵尸网络向目标服务器发起大量
的 UDP 报文，这种 UDP 报文通常为大包，且速率非常快，通常会造成以下
危害：


消耗网络带宽资源，严重时造成链路拥塞。



大量变源变端口的 UDP Flood 会导致依靠会话转发的网络设备性能降低
甚至会话耗尽，从而导致网络瘫痪。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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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UDP Flood 攻击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UDP Flood 警戒值。
警戒值为每秒允许的 UDP 新建会话个数。警戒值是针对单个目的 IP 进行统
计的。当检测到访问某个服务器的 UDP 报文新建会话数超出警戒值后则对报
文进行丢弃、警告或智能防御处理。选择“警告”处理，仅对超出警戒值的
攻击包记录日志并产生告警，但不会丢弃。
UDP Flood 警戒值默认为 0，即默认不开启该功能。

选择“智能防御”处理，可以根据 UDP 报文的特征统计报文数。智能防御处
理依据的规则是：攻击者使用工具生成 UDP Flood 时，大量的 UDP 报文具
有相同的特征，而用户正常发送的 UDP 报文则不会。通过智能防御，可以区
分恶意 UDP Flood 跟正常用户 UDP 请求，从而让用户的正常 UDP 请求穿过
防火墙。
智能防御处理过程是当 1 秒内穿过防火墙的 UDP 报文达到警戒值之后，再接
收到的 UDP 报文会触发智能防御处理，记录新接收到的 UDP 报文的特征。
当接收到的相同特征的 UDP 报文累计达到警戒值后，则认为发生了 UDP
Flood。对超出警戒值的对应特征的 UDP 报文进行丢弃并记录日志。当接收
到的相同特征的 UDP 报文未达到警戒值时，UDP 报文会被放行并记录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5 IP Flood 攻击防护
IP Flood 攻击原理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海量的 IP 报文，服务器需要占用资源回应这些海量
的 IP 报文，导致服务器无法处理正常数据，甚至无法再向正常用户提供服务。

配置 IP Flood 攻击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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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IP Flood 警戒值。
警戒值为每秒允许的 IP 新建会话个数。警戒值是针对单个目的 IP 进行统计
的。当检测到访问某个服务器的 IP 报文新建会话数超出警戒值后则对报文进
行丢弃或警告处理。选择“警告”处理，仅对超出警戒值的攻击包记录日志
并产生告警，但不会丢弃。
IP Flood 警戒值默认为 0，即默认不开启该功能。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6 恶意扫描防护
恶意扫描简介


IP 地址扫描攻击

利用扫描软件，发送大量地址请求的广播报文，扫描网络中的地址。


端口扫描攻击

利用扫描软件，发送大量的端口探测报文，扫描主机上开启的端口，是黑客
攻击时最常进行的准备工作。

配置恶意扫描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恶意扫描防护。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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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禁止 tracert”复选框，禁止 tracert 报文通过该安全域并记录日志。禁
止 tracert 报文可以隐藏网络路径及 IP 地址，从而避免攻击者通过 tracert 获取
IP 地址。
防火墙支持通过限流方式对 IP 地址扫描攻击和端口扫描攻击进行防护。
当检测到的扫描数据包超过警戒值后，则对超出警戒值的扫描数据包进行相
应处理。警戒值为每十个数据包发送时间间隔。0 代表不对该类型的攻击进
行防护设置。
IP 地址扫描攻击防护和端口扫描攻击防护支持丢弃和警告处理。


选择“丢弃”处理，超过警戒值的攻击包被丢弃并记录日志。



选择“警告”处理，超出警戒值后仅记录日志产生告警，但不丢弃报文。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7 欺骗防护
IP 欺骗简介
IP 欺骗，利用 IP 地址并不是在出厂的时候与 MAC 固定在一起的，攻击者通
过自封包和修改网络节点的 IP 地址，冒充某个可信节点的 IP 地址，进行攻
击。IP 欺骗的主要三种后果：
1. 瘫痪真正拥有 IP 的可信主机，伪装可信主机攻击服务器
2. 导致中间人攻击
3. 导致 DNS 欺骗和会话劫持
防火墙支持两种方式防止 IP 欺骗。


通过设备所在的安全域判断 IP 地址是否为伪造
通过配置 IP 安全域关联绑定 IP 地址跟安全域。防火墙对经过的流量 IP
地址进行安全域检测，当该 IP 地址的实际安全域与关联安全域不一致时，
则认为该用户伪造 IP 地址。防火墙会对其访问进行阻断，丢弃数据包并
记录日志。



通过设备的 MAC 地址判断 IP 地址是否为伪造
防火墙对经过的流量 IP 地址进行 MAC 地址检测。当该 IP 地址的 MAC
地址跟 IP-MAC 绑定中的 MAC 地址不一致时，则认为该用户伪造 IP 地
址。防火墙会对其访问进行阻断，丢弃数据包并记录日志。

用户添加的静态 IP-MAC 绑定优先级高于 DHCP 探测到的 IP-MAC 绑定条目。
若未命中 IP-MAC 绑定条目，则执行未绑定策略。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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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欺骗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欺骗防护。

选中“IP 欺骗”复选框，开启 IP 欺骗防护，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欺骗防护。
当防火墙接收到的数据包的源 IP 和源 MAC 地址对应关系在 IP-MAC 绑定列
表中命中时则允许数据包通过；当未命中时则根据 IP-MAC 未绑定策略来判
断，该数据包是拒绝通过还是允许通过。
配置 IP 安全域关联。防火墙对数据流的 IP 地址与安全域进行检测，若不符
合 IP 安全域关联的设置，则认为 IP 欺骗，丢弃报文并记录日志。
选中“DHCP 监控辅助检查”复选框，开启 DHCP 辅助检测。DHCP 会自动
检测的 IP-MAC 对应关系。如果用户开启了 IP-MAC 地址绑定功能，则
IP-MAC 地址绑定功能是优先于 DHCP 监控辅助检查功能的，当防火墙接收
到的数据包的源 IP 和源 MAC 地址对应关系在 IP-MAC 绑定列表及 DHCP 监
控列表中均未命中，则根据 IP-MAC 未绑定策略来判断，该数据包是拒绝通
过还是允许通过。 如果用户没有对 IP-MAC 未绑定策略进行配置，当防火墙
接收到的数据包的源 IP 和源 MAC 地址对应关系在 IP-MAC 绑定列表及
DHCP 监控列表中均未命中，则允许通过防火墙。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 IP 安全域关联
防火墙支持通过绑定 IP 地址/IP 地址段与安全域的关联关系，来防止 IP 欺骗。
在启用 IP 欺骗时，用户需要对 IP 安全域关联进行配置。
在 IP 安全域关联列表中的 IP 地址，如果从非关联的安全域中进行访问，则
防火墙会阻断该数据；
不在 IP 安全域关联列表中的 IP 地址，则不在该功能的生效范围，会允许数
据通过。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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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IP 欺骗设置”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指定 IP 地址和关联的安全域。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指定安全域中包含的 IP 地址段。支持 IPv4 和 IPv6 地
址。

网络掩码/前缀

指定 IPv4 子网的网络掩码或 IPv6 子网的前缀。

安全域

指定所属的安全域。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8 异常包攻击防护
异常包攻击简介


Ping of Death

拒绝服务攻击常用手段之一。由于 IP 数据包的最大长度不能超过 65535 字节，
Ping of Death 通过在最后分段中，改变其正确的偏移量和段长度的组合，使
系统在接收到全部分段并重组报文时总的长度超过 65535 字节，导致目标服
务器内存溢出，最终死机。


Teardro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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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服务攻击常用手段之一。Teardrop 是基于 UDP 的病态分片数据包攻击方
法，其工作原理是向被攻击者发送多个分片的 IP 包，某些操作系统收到含有
重叠偏移的伪造分片数据包时将会出现系统崩溃、重启等现象。


IP 选项

IP 报文头部中含有许多选项，这些选项都是为实现某一种功能而准备。攻击
者通过精心构造 IP 报文头部中选项的数值，已达到攻击目标服务器的目的。
不同的选项可以实现不同的攻击手段。


TCP 异常

TCP 报文头部中含有许多选项，这些选项都是为实现某一种功能而准备。攻
击者通过精心构造 TCP 报文头部中选项的数值，已达到攻击目标服务器的目
的。不同的选项可以实现不同的攻击手段。


Smurf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一个源地址为广播地址的 ping echo 请求报文，目标
服务器应答这个报文时，就会回复给一个广播地址。这样本地网络上所有的
计算机都必须处理这些广播报文。如果攻击者发送的 echo 请求报文足够多，
产生的 replay 广播报文就可能把整个网络淹没。除了把 echo 报文的源地址设
置为广播地址外，攻击者还可能把源地址设置为一个子网广播地址，这样，
该子网所在的计算机就可能受到影响。


Fraggle

Fraggle 攻击是攻击者向广播地址发送 UDP 报文，目的端口号为 7(ECHO)或
19(Chargen)，报文的源 IP 地址伪装成目标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样，广播域
中所有启用了此功能的计算机都会向服务器发送回应报文，从而产生大量的
流量，导致服务器的网络阻塞或受害主机崩溃。


Land

LAND 攻击报文是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一个源 IP 地址和目的 IP 地址都
是目标服务器 IP 的 TCP SYN 报文，这样目标服务器接收到这个 SYN 报文后，
就会向自己发送一个 ACK 报文，并建立一个 TCP 连接控制结构。如果攻击
者发送了足够多的 SYN 报文，则目标服务器的资源可能会耗尽，甚至无法再
向正常用户提供服务。


Winnuke

WinNuke 攻击利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一个漏洞，向 NetBIOS 使用的 139
端口发送一些携带 TCP 带外 OOB 数据报文，这些攻击报文与正常携带 OOB
数据报文不同，其指针字段与数据的实际位置不符，即存在重合，这样
WINDOWS 操作系统在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就会崩溃。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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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异常

利用不符合 RFC 标准规定的 DNS 异常报文进行的攻击。防火墙会放通符合
RFC 标准的 DNS 报文，不符合的则丢弃。


IP 分片

一种基于数据碎片的攻击手段，通过恶意操作，发送极小的分片来绕过包过
滤系统或者入侵检测系统的一种攻击手段。攻击者通过恶意操作，可将 TCP
报头(通常为 20 字节)分布在 2 个分片中，这样一来，目的端口号可以包含在
第二个分片中。
对于检测机制不完善的安全设备来说，首先通过判断目的端口号来采取允许/
禁止措施。但是由于通过恶意分片使目的端口号位于第二个分片中，因此通
过判断第一个分片,决定后续的分片是否允许通过。但是这些分片在目标主机
上进行重组之后将形成各种攻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迂回绕过一些入侵检测
系统及一些安全过滤系统。

配置异常包攻击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异常包攻击防护。

针对异常包攻击，防火墙会根据数据包结构，对异常包进行识别。异常包攻
击防护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选中异常包类型对应的复选框将会开启相应的异常包识别功能，命中的异常
包将被丢弃并记录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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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ICMP 管控
ICMP 管控简介


ICMP 分片

基于 ICMP 分片的攻击手段，通常情况下，由于各个设备接口限制了 MTU
的大小，一般为 1492 或 1500 字节，而正常的 ICMP 报文的长度都不会超过
1500 字节，因此不会被分片。


路由重定向报文

利用 ICMP 重定向技术，对网络进行攻击和网络窃听。如果主机 A 支持 ICMP
重定向，那么主机 B 发送一个 ICMP 重定向给主机 A，以后主机 A 发出的所
有到指定地址的报文都会转发主机 B，这样主机 B 就可以达到窃听目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会对 ICMP 报文进行检查，如果这个重定向不是网关发送
的，会被直接丢弃。不过伪造一个网关的数据包很容易。如果刻意伪造许多
虚假的 ICMP 重定向报文，主机路由表就可能被改的乱七八糟。


ICMP 超大报文

ICMP 报文长度限制。超过指定长度的 ICMP 报文会被防火墙丢弃。

配置 ICMP 管控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ICMP 管控。

针对 ICMP 报文攻击，防火墙会根据 ICMP 报文结构，禁止 ICMP 报文分片、
禁止路由重定向报文、禁止不可达报文、禁止超时报文、并限制 ICMP 报文
大小。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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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P 报文大小包括 ICMP 报文数据部分+ICMP 报文头部部分+IP 头部，低
于及等于 ICMP 报文大小限制的 ICMP 报文可以穿过防火墙，而大于 ICMP
报文大小限制的 ICMP 报文会被丢弃并记录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10 ICMPv6 管控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 ICMPv6 管控。

针对 ICMPv6 报文攻击，防火墙会根据 ICMPv6 报文结构，禁止 ICMPv6 不
可达报文、禁止数据包太大报文、禁止超时报文、禁止参数问题报文、禁止
报文分片、并限制 ICMP 报文大小。
ICMPv6 报文大小包括 ICMPv6 报文数据部分+ICMPv6 报文头部部分+IPv6
头部，低于及等于 ICMPv6 报文大小限制的 ICMP 报文可以穿过防火墙，而
大于 ICMPv6 报文大小限制的 ICMPv6 报文会被丢弃并记录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11 IPv6 扩展头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开启 IPv6 扩展头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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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扩展头防护支持扩展头顺序检测、扩展头次数检测、扩展头个数检测（默
认不超过 5 个，最大不超过 255 个）和禁止某些扩展头类型。可设置禁止的
扩展头类型包括逐跳选项、目的地址选项、路由选项、分片选项、ESP 选项、
AH 选项和 None 选项。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2.12 应用层 Flood 攻击防护
应用层 Flood 攻击简介


DNS Flood

向被攻击的服务器发送大量的域名解析请求，通常请求解析的域名是随机生
成或者是网络上根本不存在的域名，被攻击的 DNS 服务器在接收到域名解析
请求的时候首先会在服务器上查找是否有对应的缓存，如果查找不到并且该
域名无法直接由服务器解析的时候，DNS 服务器会向其上层 DNS 服务器递
归查询域名信息。域名解析的过程给服务器带来了很大的负载，每秒钟域名
解析请求超过一定的数量就会造成 DNS 服务器拒绝服务。


HTTP Flood

专门针对 HTTP 服务的应用层攻击，攻击者通过模拟大量用户，不停的进行
访问 HTTP 页面，甚至是不停访问那些需要大量数据操作，需要消耗大量 CPU
的页面，最终导致 HTTP 服务器超负荷工作，拒绝服务。

配置应用层 Flood 攻击防护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攻击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选择安全域。
攻击防护策略是基于安全域的。用户可以为每一个安全域配置攻击防护策略。
步骤 4 配置应用层 Flood 攻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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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Flood 防护动作

告警：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DNS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仅会产生告警日志。
丢弃：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DNS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不仅会产生告警日
志，还会被防火墙丢弃。
普通防护：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DNS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会采取首包
丢弃技术进行防护。适用场景为大量随机源发起的大量随机 DNS 请求。
增强防护：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DNS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会采取 TC
反弹技术进行防护。增强防护能细粒度分离攻击者与正常用户，但可能需要
占用更多的 DNS 服务器资源。
授权服务器防护：专门针对授权服务器进行防护，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DNS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会采取 ns 重定向技术进行防护。


HTTP Flood 防护动作

告警：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HTTP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仅会产生告警日
志。
丢弃：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HTTP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不仅会产生告警
日志，还会被防火墙丢弃。
普通防护：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HTTP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会采取自
动重定向技术进行防护。适用于攻击方未完全实现 HTTP 协议栈，而是用攻
击工具制造大量 HTTP get 请求，无法响应重定向。
增强防护：达到警戒值后，命中 HTTP Flood 防护策略的数据包，会采取手
动确认技术进行防护。完全区分攻击者与用户，需要用户手动确认访问。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3 局域网广播防护
防火墙支持全局配置的局域网广播防护及基于二层接口的局域网广播防护，
可以防止局域网内广播和多播数据包泛滥，保障网络正常通信。
用户可以通过全局设置或者接口设置来限定每秒穿过防火墙的多播及广播包
阈值，并对超过阈值的部分进行处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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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局域网广播防护”。
步骤 2 配置全局局域网广播防护。

参数

说明

启用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全局设置功能，所有穿过
防火墙的多播及广播，无论是哪个接口接收到的，都
累计。
全局配置可以对二层物理接口和聚合接口进行快捷设
置，在当前 vsys 上生效。

阈值

防火墙每秒钟允许转发多少个多播及广播包，配置为
100 时，代表每秒钟防火墙可以转发 100 个多播及广播
包。超过阈值的部分将按照处理中选择的行为进行处
理。

处理



丢弃，超过阈值的部分将产生告警日志并丢弃。



警告，超过阈值的部分将产生告警日志并放行。



阻断，在阻断时间内禁止广播和多播数据包转发，并
输出告警信息。

阻断时间

处理选择为“阻断”时，用户需要指定阻断时间。超
过阻断时间之后将恢复转发。取值范围为 1-600 秒。

步骤 3 配置基于接口的局域网广播防护。
针对每一个工作在二层的接口设置单独的局域网广播防护。基于接口的局域
网广播防护配置的参数与全局配置的参数一致。配置仅对对应接口生效。

说明
接口设置未做配置时，全局配置生效。接口配置与全局配置同时存在时接口
设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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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8.4 DHCP 防护
DHCP 防护
当防火墙工作在二层，并位于 DHCP 服务器与 DHCP 客户端之间时，用户可
以开启防火墙的 DHCP 功能，通过 DHCP 防护中的 DHCP 服务器检查、DHCP
请求检查功能为 DHCP 提供防护，防火墙同时支持用户对网络中的 DHCP 请
求报文进行限速。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防护 > DHCP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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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中“启用”复选框，启用 DHCP 防护。
步骤 3 配置 DHCP 服务器检查。
防火墙监听到 DHCP 请求时，会对 DHCP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进行检查，如果
DHCP 服务器应答报文中的 DHCP 服务器地址不是信任 DHCP 服务器中的地
址时，将会重置 DHCP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
1.

选中“DHCP 服务器检查”复选框，开启 DHCP 服务器检查。

2.

单击“添加”，增加信任的 DHCP 服务器。
最多可以添加 16 个 DHCP 服务器。

3.

配置信任服务器地址，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服务器地址为 IPv4 地址，点分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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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 DHCP 请求检查。
选中“DHCP 请求检查”复选框，开启 DHCP 请求检查。
防火墙会对监听到的 DHCP 请求报文进行检查，主要检查 DHCP 请求中客户
端的 MAC 与 DHCP 请求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重
置 DHCP 请求报文。
步骤 5 配置 DHCP 请求限速。
对 DHCP 请求发送的速度进行限制，用户可以指定每秒允许通过多少个
DHCP 请求报文。默认为 0，代表不对 DHCP 请求报文进行限速，填写为 50，
代表每秒允许通过 50 个 DHCP 请求报文，范围为 0-5000 包/秒。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DHCP 防护信息
当防火墙工作在二层，并位于 DHCP 服务器与 DHCP 客户端之间时，防火墙
支持监控 DHCP 地址分配信息。用户可以在 DHCP 防护信息列表中查看到
DHCP 地址分配的客户端 IP、客户端 MAC、客户端所属的 VLAN、租约时
间以及 DHCP 服务器 IP 地址信息。
参数

说明

清除

点击清除按钮将会清空 DHCP 监控信息列表中当前显
示的全部内容。

刷新

刷新 DHCP 监控信息列表。

客户端 IP

DHCP 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

客户端 MAC

客户端 IP 地址所对应的客户端 MAC 地址。

VLAN

客户端所属的 VLAN。

租约

客户端所获取的 IP 地址的租约时间。

服务器 IP

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的 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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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命中数

该条 DHCP 监控信息被命中的次数。

8.5 IP-MAC 绑定
地址绑定是防止 IP 欺骗和防止盗用 IP 地址的有效手段。目前防火墙支持手
动添加基于安全域的 IP-MAC 绑定，同时支持用户将 ARP 表中学习到的和
IP-MAC 探测中探测到的 IP-MAC 对应关系直接进行绑定。也可以从邻居表
中将学习到的 IPv6 邻居及 MAC 地址对应关系直接进行绑定。
防火墙接口收到数据包后先进行黑名单检测、攻击防护检测，然后进行
IP-MAC 绑定检查。

8.5.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IP 既支持绑定单播 MAC 地址，也支持绑定组播 MAC 地址。

8.5.2 手工绑定 IP 和 MAC
用户可以手动添加 IP-MAC 地址对，进行手动绑定，在绑定时需注意，同一
个 MAC 地址，可以同时对应多个 IP 地址；但是同一个 IP 地址，不能同时
对应多个 MAC 地址。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IP-MAC 绑定 > 绑定列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添加绑定列表项。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IP-MAC 绑定条目中所要绑定的 IP 地址。

描述

增加对该 IP 与绑定 MAC 的描述，帮助用户识别。

MAC 地址

所绑定的 IP 地址对应的 MAC 地址。IP 既支持绑定单
播 MAC 地址，也支持绑定组播 MAC 地址。

安全域

IP-MAC 绑定条目所属的安全域。安全域可以设置为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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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IP-MAC 绑定条目在 IP-MAC 绑定列表中显示。用户可以查看绑定
的 IP-MAC 地址对命中数，当实际数据包的 IP-MAC 地址对应关系与 IP-MAC
绑定中的条目不一致时，会命中该条 IP-MAC 绑定策略，命中数增加，数据
包被丢弃；反之，不会匹配 IP-MAC 策略，数据包被放行。

8.5.3 解除 IP-MAC 绑定
在 IP-MAC 列表中找到要解除绑定的 IP-MAC 条目，单击“删除”。该条目从
IP-MAC 列表中删除，IP-MAC 也自动解除绑定。

8.5.4 配置未绑定 IP-MAC 策略
对于未绑定到 IP-MAC 绑定列表中的 IP 地址，用户可以自定义未绑定的 IP
地址是允许访问还是禁止访问。
IP-MAC 未绑定策略需要基于安全域来进行添加。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IP-MAC 绑定 > 未绑定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未绑定策略的行为和 IP 类型。

参数

说明

安全域

选择启用 IP-MAC 未绑定策略的安全域。必须为具体
的安全域，不能为 any。

动作



动作为“允许”，未绑定的 IP-MAC 地址会被允许访
问。



动作为“拒绝”，未绑定的 IP-MAC 地址会被拒绝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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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类型

选择未绑定策略的 IP 类型，分为 IPv4、IPv6。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IP-MAC 未绑定策略在 IP-MAC 为绑定策略列表中显示。用户可以
查看未绑定 IP-MAC 策略的命中数。
单击“编辑”，可以修改策略的行为。

8.5.5 IP-MAC 探测
防火墙支持基于指定范围的 IP-MAC 探测功能，通过工作在路由模式（layer3）
的接口，用户可以探测与接口在同一网段的活动 IP 与 MAC 地址对应关系。
此时接口必须加入特定的安全域，若安全域为 any 则无法探测。
探测范围支持 IPv4 地址范围也支持 IPv6 地址范围。用户可以在探测结果中
直接进行 IPv4/IPv6 地址绑定操作。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IP-MAC 绑定 > 主动探测”。
步骤 2 在“IP-MAC 探测”页面中可以看到所有工作模式为路由模式（Layer3）的
接口。
可以看到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MAC 地址、安全域、工作模式、探测进
度等参数。
步骤 3 单击某个接口对应的操作下的 ，设置探测的 IP 地址范围。
用户需要指定与三层接口 IP 地址处于同网段的地址范围进行探测。指定完探
测范围之后，用户可以在操作中的进度条中查看到探测进度，探测完毕之后，
用户可以单击操作下的

查看探测结果。

点击操作中的 按钮，停止 IP-MAC 地址探测。

8.5.6 IP-MAC 批量绑定
探测结束之后，用户可以在探测结果中查看探测到的 IP-MAC 条目，并可以
选择将探测到的 IP-MAC 地址对进行批量绑定。
同时，IP-MAC 探测结果中，可以查看探测到网络中的活动主机是否存在
IP-MAC 地址冲突。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IP-MAC 绑定 >主动探测”。
步骤 2 单击“探测结果”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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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中要绑定的 IP-MAC 地址。
步骤 4 单击“批量绑定”。
绑定状态分为三种：


已绑定
该 IP-MAC 地址对已经在 IP-MAC 绑定中进行了绑定。



未绑定
该 IP-MAC 地址对未在 IP-MAC 绑定中进行绑定。



绑定冲突
该 IP-MAC 地址对与已经在 IP-MAC 绑定中进行绑定的 IP-MAC 地址对存在
冲突。

步骤 5 若要结束绑定关系，从绑定列表中删除对应条目。
步骤 6 若要清除探测结果，选中对应条目后，单击“清除”。

8.6 会话限制
8.6.1 简介
会话限制是防火墙基于安全域来限制并发及新建连接数的功能。防火墙即支
持 IPv4 也支持 IPv6 会话限制。虚拟系统下支持会话限制。

场景说明
目前最常见的两个应用场景为：


限制 P2P 流量的并发连接数。通过限制单个 IP 的连接数上限，让使用
P2P 下载的用户在达到阈值时也不会对其它用户造成影响。



限制来自外网或者内网的高新建高并发的攻击行为，保护连接表不被
DoS 攻击填满。

术语说明
在配置连接限制功能时，需要先了解以下内容：


会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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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连接表、状态表。是基于状态检测防火墙的核心表项，每条数据流都
会有一个会话表，记录了报文的转发状态和转发报文的一些必要信息，这个
表项用来指导报文转发。


最大并发连接数

由于防火墙是针对连接进行处理报文的，并发连接数目是指的防火墙可以同
时容纳的最大的连接数目，一个连接就是一个 TCP/UDP 的访问。


每秒新建连接数

指每秒钟可以通过防火墙建立起来的完整 TCP/UDP 连接。该指标主要用来
衡量防火墙在处理过程中对报文连接的处理速度，如果该指标低会造成用户
明显感觉上网速度慢，在用户量较大的情况下容易造成防火墙处理能力急剧
下降，并且会造成防火墙对网络攻击防范能力差。

8.6.2 添加会话限制策略
会话限制规则基于安全域，主要针对安全域中的 IP 地址进行连接数限制。安
全域上限制的方向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双向、出域、入域。会话限制规则支
持对单个 IP 地址设置并发和新建限制，也可以对网段内的所有 IP 设置总计
的并发和新建限制，限制数配置为 0 时，代表不限制。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会话限制”。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会话限制策略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是否启用该会话限制策略和是否记录日志。
选中“日志”复选框后会开启会话限制日志记录功能。当达到会话限制新建
或并发限制时会生成日志。
选中“启用”复选框后该会话限制策略才生效。
步骤 5 配置会话限制策略的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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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方向

会话限制支持三个方向：


出域
对从指定安全域出去的会话启用会话限制。



入域
对从指定域进入的会话启用会话限制。



双向
对出域与入域同时启用会话限制。

安全域
IP 地址

选择会话限制所要生效的安全域名称。
选择会话限制所需要命中的目的地址/地址组对象。若
需要添加新的地址或地址组对象，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添加地址”或“添加地址组”。
IP 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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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应用

单击对应文本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应用/应用组对象。
需要添加新的应用/应用组，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
应用”或“添加应用组”。

每 IP 并发

会话限制针对每个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并发连接数所
设置的阈值，超过的部分将会丢弃。
0 代表不做限制。

每 IP 新建

会话限制针对每个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新建连接数所
设置的阈值，超过的部分将会丢弃。
0 代表不做限制。

所有 IP 并发

会话限制针对所有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并发连接数的
总和所设置的阈值，超过的部分将会丢弃。
0 代表不做限制。

所有 IP 新建

会话限制针对所有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新建连接数的
总和所设置的阈值，超过的部分将会丢弃。
0 代表不做限制。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6.3 调整会话限制策略的顺序
会话限制策略在列表中的顺序决定会话限制策略的优先级。策略越靠前，优
先级越高。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下发的会话限制策略优先级高于防火墙本地的会话限制策
略。仅可以调整防火墙本地会话限制策略的顺序。
步骤 1 选择一条会话限制策略。
步骤 2 单击“调序”。
步骤 3 选择调整策略的关键字。
调整策略关键字支持“置顶”、
“之前”、
“之后”和“末尾”。通过这些关键字
可以将会话限制策略调整到列表顶端、指定策略前、指定策略后和末端。
步骤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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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AT 策略

9.1 传统 NAT
9.1.1 简介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是一种地址转换技术。通过将私有地址
转换为公网地址可以实现私有网络访问公共网络的功能。通过将私有地址映
射为公有地址可以允许外网用户访问内网服务器，外网用户访问的公有地址
经过 NAT 后变为内网服务器私有地址，从而实现正确访问。
NAT 技术通过使用私有地址，并将大量私有地址转换为少量公有地址的方式，
可以有效缓解 IPv4 地址资源枯竭的问题。

说明
私有 IP 地址是指内部网络或主机的 IP 地址，公有地址是指在因特网上全球
唯一的 IP 地址。RFC 1918 为私有网络预留出三个 IP 地址块，这三个地址块
内的地址不会在因特网上被分配，因此可以不必向 ISP 或注册中心申请而在
公司或企业内部自由使用。三个地址段如下：
A 类：10.0.0.0~10.255.255.255
B 类：172.16.0.0~172.31.255.255
C 类：192.168.0.0~192.168.255.255

9.1.2 应用场景
内网 PC 访问 Internet
IPv4 内网用户使用私有 IPv4 地址是无法访问外网的。可以通过 NAT 将内网
PC 的源 IP 地址由内部网络 IP 转换为公有 IP 实现访问 Internet 的目的。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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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有 IPv4 数量有限，一般采取动态端口 NAT 方式随机分配公有 IP。
如图 9-1 所示，PC 要访问公网的服务器，通过源 NAT 转换将报文的源地址
由 PC 的私有 IP 转换为公有 IP 中的一个，实现了访问公网 Server 的目的。
图9-1 内网 PC 通过源 NAT 访问 Internet

公网用户访问内网服务器
位于内部网络的服务器要对外提供服务，但外部用户无法访问内网服务器的
私有地址。此时可以通过将内网服务器的私有地址映射为公有地址，实现外
部用户访问内网服务器。
如图 9-2 所示，内网服务器 Server 对外提供服务，对外公布的 IP 地址为 2.1.1.1，
外网用户通过这个公有 IP 访问内网服务器。经过 NAT 网关时将公网 IP 转换
为私网 IP，从而正确访问到了 Server。
图9-2 公网用户访问内网服务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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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 PC 通过公网 IP 访问内网服务器
为保证内网服务器的安全，同一内网的用户也通过服务器对外公布的公有 IP
访问该服务器。
如图 9-3 所示，内网 PC 访问内网 Server，通过目的 NAT 转换跟源 NAT 转换
报文成功到达 Server。
图9-3 内网 PC 通过公网 IP 访问内网服务器

服务器负载均衡
在数据中心等组网环境下，存在多个内网服务器负载均衡的情况，此时可以
选择服务器地址，在服务器地址对象中配置服务器负载均衡。通过服务器负
载均衡可以将网络服务分担给多台服务器进行处理，提高数据中心的业务处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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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通过目的 NAT 实现服务器负载均衡

S erver1
10.1.1.1

IP packet1
S ource IP ：1.1.1.1
D estination IP ：10.1.1.1

IP packet1
S ource IP ：1.1.1.1
D estination IP ：1.1.1.2

PC
1.1.1.1

S erver2
10.1.1.2

IP packet2
S ource IP ：1.1.1.1
D estination IP ：10.1.1.2

说明：通过负载均衡算法确
定由哪台服务器提供服务

IP packet2
S ource IP ：1.1.1.1
D estination IP ：1.1.1.2

转换前目的IP
1.1.1.2
转换后引用服务器对象

PC 发送服务请求报文，防火墙（LB 设备）收到请求报文后，借助负载均衡
算法判断出应该将请求发给哪台服务器，防火墙使用 DNAT 技术分发报文，
服务器接受请求并处理请求报文，返回响应报文。防火墙收到相应报文后，
转换源 IP 后，发给 PC。

9.1.3 配置源 NAT
源 NAT 是将 IP 报文头中的源地址由私网地址转换为公网地址，从而实现内
网用户访问外网。源 NAT 支持动态端口 NAT、动态地址 NAT 和静态地址
NAT。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NAT 策略 > 源 NAT”。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源 NAT 的名称和描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源 NAT 策略的名称。

描述

为该策略添加必要的备注信息。

步骤 4 设置是否启用 NAT 策略。选中“启用”后，源 NAT 策略才生效。
步骤 5 配置转换前匹配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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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源地址类型

源地址类型选择地址对象或 IP 地址。

源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

目的地址



当存在多个源 IP 地址需要进行转换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源 IP 地址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源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
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或“IPv4_any”代表所有的 IPv4 源地址。



类型为“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4 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支持地址对象和 IP 地址两种。


当需要匹配的目的地址为多个地址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目的 IP 地址需要匹配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目的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
组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或“IPv4_any”代表所有 IPv4 目的地址。



类型为 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4 地址。

服务

选择该 NAT 策略使用的服务。若需要添加新的服务，请单
击 ，选择“服务”或“服务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表示不对服务进行限制。

出接口

选择源 NAT 的出接口。

步骤 6 源地址类型选择“地址对象”或“IP 地址”时，配置转换动作。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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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址类型为“地址对象”或“IP 地址”时，支持动态端口 NAT、动态地址
NAT 和静态 NAT。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换模式：


动态端口 NAT

进行地址和端口转换选择动态端口 NAT。转换后公网地址与私网地址之间为
“一对多”的关系。一个公网 IP 地址可以被分配给多个内网 PC 使用。通过
端口转换，大量主机均可共享一个公网 IP 实现对 Internet 访问，从而可以最
大限度的节约 IP 地址资源。
参数

说明

类型

地址模式为“动态端口 NAT”时，支持如下类型：


地址对象
选择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



IP
设置转换后的 IP 地址。仅一个公网 IP 时使用。



BY_ROUTE
类型为 BY_ROUTE 时，不需要配置转换后的地址。此时
NAT 转换后的地址为出接口的 IP 地址。



不转换

选择此类型，命中规则的数据不会做源地址转换。通常在需
要放行 IPSec VPN 流量的时候使用，因为 IPSec VPN 的流
量在发送端发送用户数据时，源地址是不能被转换的。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若需
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选择“添加地址”
或“添加地址组”，进行设置。



类型为 IP 时，输入转换后的 IPv4 公网地址。

动态地址 NAT

多个公网 IP 地址对应多个私网 IP 地址的地址转换选择动态地址 NAT。转换
后公网 IP 地址与私网 IP 地址之间为“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公网 IP 地址同
一个时间段只能被分配给同一个内网 PC 使用，只有该公网 IP 被释放后才能
再次分配。当 ISP 提供的合法 IP 略少于网络内部主机数量时，可以采用动态
地址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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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类型

地址模式为“动态地址 NAT”时，支持如下类型：


地址对象
选择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



IP
设置转换后的 IP 地址。仅一个公网 IP 时使用。



不转换

选择此类型，命中规则的数据不会做源地址转换。通常在需
要放行 IPSec VPN 流量的时候使用，因为 IPSec VPN 的流
量在发送端发送用户数据时，源地址是不能被转换的。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若需
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选择“添加地址”
或“添加地址组”，进行设置。



类型为 IP 时，输入转换后的 IPv4 公网地址。

静态 NAT

一对一的 NAT 转换请选择静态 NAT。公网 IP 与私网 IP 是一对一的固定绑定
关系。静态 NAT 可以实现外部网络对内部网络某些特定设备的访问。
参数

说明

类型

地址模式为“静态 NAT”时，支持如下类型：


地址对象
当需要对多个源 IP 地址都进行一对一的转换时选择“地
址对象”。



IP
设置转换后的 IPv4 地址。源地址为单个 IP，目的地址也
为 IP。



不转换

选择此类型，命中规则的数据不会做源地址转换。通常在需
要放行 IPSec VPN 流量的时候使用，因为 IPSec VPN 的流
量在发送端发送用户数据时，源地址是不能被转换的。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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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单击下拉按钮，选择地址或地址组。
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选择“添加地
址”或“添加地址组”，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转换前源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中的 IP
地址必须与转换后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中的 IP 地址
按顺序一一对应。若转换前源地址为 any 时，源 NAT 静
态地址转换不生效；若转换前源地址个数超过转换后的 IP
地址个数，则转换前源地址超过静态地址个数的部分将转
换失败。



类型为 IP 时，输入转换后的公网 IPv4 地址。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源 NAT 策略在源 NAT 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源 NAT 策略的
名称、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出接口、转换后 IP 地址、命中数、是否启
用等。用户可以单击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
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可以对配置好的源 NAT 策略进行删除、调序、清除命中数、刷新、查询、
修改等操作。

9.1.4 添加目的 NAT
目的 NAT 主要是将访问的目的 IP 转换为内部服务器的 IP。一般用于外部网
络到内部服务器的访问，内部服务器可使用保留 IP 地址。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NAT 策略 > 目的 NAT”。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目的 NAT 的名称和描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目的 NAT 策略的名称。

描述

为该策略添加必要的备注信息。

步骤 4 选择是否启用该目的 NAT 策略。选中“启用”后，目的 NAT 策略才生效。
步骤 5 配置转换前匹配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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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源地址类型

源地址类型支持地址对象和 IP 地址两种。

源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

目的地址



当源 IP 地址为多个地址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源 IP 地址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源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
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或“IPv4_any”代表所有的 IPv4 源地址。



类型为 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4 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支持地址对象和 IP 地址两种。


当需要转换的目的地址为多个地址、地址段或 IPv6 地址
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 IPv4 目的 IP 地址需要转换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目的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
组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或“IPv4_any”代表所有的 IPv4 目的地址。



类型为 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4 地址。

服务

选择该 NAT 策略使用的服务。若需要添加新的服务，请单
击 ，选择“服务”或“服务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表示不对服务进行限制。

入接口

选择应用目的 NAT 策略的入接口。

步骤 6 配置目的地址转换动作（即转换后匹配的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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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地址类型



IPv4 地址

目的 NAT 转换后使用 IPv4 地址。输入转换后使用的 IPv4
地址。


地址对象
指定目的 NAT 转换后使用的目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类
型为“地址对象”时，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若
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选择“添加地址”
或“添加地址组”，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转换前目的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中的
IP 地址必须与转换后目的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
中的 IP 地址按顺序一一对应。若转换前目的地址为 any
时，目的 NAT 转换不生效；若转换前目的地址个数超过
转换后的 IP 地址个数，则转换前目的地址超过转换后目
的地址个数的部分将转换失败。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负载均衡场景下选择对应的服务器对象。类型为

“服务器地址”时，单击 ，选择服务器地址。若需要添
加新的服务器地址，请选择“添加服务器地址”，进行设
置。


不转换
命中目的 NAT 规则的数据不做目的地址转换，保持原来
的目的地址。

端口

探测



类型为端口时，指定目的 NAT 转换后使用的目的端口。



类型为不转换时，命中目的 NAT 规则的数据不做目的端
口转换，保持原来的目的端口。

当 IP 地址类型选择服务器地址时，可以勾选启用探测功能，
探测功能使用 ICMP 方式进行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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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目的 NAT 策略在目的 NAT 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目的 NAT
策略的名称、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入接口、转换后 IP 地址、转换后端
口、命中数、是否启用等。用户可以单击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
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
该参数。
可以对配置好的目的 NAT 策略进行删除、调序、清除命中数、刷新、查询、
修改等操作。

9.1.5 调整 NAT 策略顺序
源 NAT 策略或目的 NAT 策略在 NAT 策略列表中的顺序跟源 NAT 策略或目
的 NAT 策略的优先级有关。最上面的源 NAT 策略或目的 NAT 策略优先级最
高，优先进行匹配。可以通过调整源 NAT 策略或目的 NAT 策略在列表中的
位置调整 NAT 策略的执行顺序。
步骤 1 选中一条源 NAT 策略或目的 NAT 策略。
步骤 2 单击“调序”。
步骤 3 选择调整策略的关键字。
调整策略关键字支持“置顶”、
“之前”、
“之后”和“末尾”。通过这些关键字
可以将源 NAT 策略或目的 NAT 策略调整到列表顶端、指定策略前、指定策
略后和末端。
步骤 4 单击“确定”。

9.2 NAT 过渡技术
9.2.1 NAT64
简介
NAT64 用于将 IPv6 地址转换为 IPv4 地址，从而实现 IPv6 主机访问 IPv4 网
络中的资源。NAT64 通常跟 DNS64 一起配合使用。
当 IPv6 用户需要通过域名访问某一个地址时，需要向 DNS 服务器发送请求，
这个设备就是 DNS64 服务器。如果目标域名的地址类型是 IPv6 地址，那么
DNS64 服务器会向 IPv6 用户返回目标域名对应的 IPv6 地址。如果目标域名
的地址类型是 IPv4 地址，那么 DNS64 服务器使用其指定的前缀将 IPv4 地址
转换为 IPv6 地址，再返回给 IPv6 用户。IPv6 用户进行访问时，再经过 NAT64，
访问目标域名实际的 IPv4 地址。
奇安信集团

9-11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NAT64 典型场景
IPv6 用户要访问 IPv4 公网资源，通过配置 NAT64 和 DNS64 实现 IPv6 客户
端访问 IPv6 地址。NAT64 需要为 IPv4 网络指定固定的 96 为 NAT64 前缀。
IPv6 用户访问 IPv4 服务器时，源地址为 IPv6 用户的 IPv6 地址，目的地址
NAT64 前缀+IPv4 服务器的 IP 地址，流量通过 DNAT 和 SNAT 后访问 IPv4
服务器。
DNAT：源 IP 2008::10，目的 IP prefix+8.8.8.8，转换后目的 IP 8.8.8.8；
SNAT：源 IP 2008::10，目的 8.8.8.8，转换后源 1.1.1.1（默认为 by-route 方
式，转换为出接口地址）。
图9-5 IPv6 网络用户访问 IPv4 服务器

GE1
2008::1

Client1
2008::10

GE2
1.1.1.1

FW1

server
8.8.8.8
www.a.com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NAT64 策略优先级低与 SNAT 策略，配置了 SNAT 时则执行 SNAT 策略，
不再执行 NAT64 默认的 SNAT 动态端口的 by-route。



NAT64 策略配合 SNAT 策略时不支持 SNAT 的“动态地址 NAT”模式。

配置 NAT64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NAT 策略”。
步骤 2 单击“NAT64”页签。
步骤 3 配置 NAT64 地址前缀。
IPv6 用户访问 IPv4 服务器时，自动执行 DNAT 和 SNAT，无需配置 DNAT
和 SNAT。
步骤 4 选中“DNS64”复选框后，开启 DNS64。
步骤 5 单击“应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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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NAT-PT
简介
NAT-P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Protocol Translation，带协议转换的网
络地址转换）可以实现 IPv4 网络和 IPv6 网络之间的互访。NAT-PT 结合了
NAT 和 PT 协议转换。NAT-PT 不需要双栈技术支持。
NAT-PT 将用于单独的 IPv6 节点与单独的 IPv4 节点通信。当可以应用 IPv6
或其他隧道技术时一般不使用 NAT-PT。

应用场景
NAT-PT 可以实现 IPv6 内网 PC 访问 IPv4 公网，也可以实现 IPv4 公网用户访
问 IPv6 内网服务器。
如图 9-6 所示，IPv6 内网 PC 访问 IPv4 服务器，先配置 DNAT 策略，目的 IPv6
地址转换为 IPv4 地址；再匹配 SNAT 策略。
图9-6 IPv6 内网 PC 访问 IPv4 服务器

IPv4 公网访问 IPv6 内网服务器与之类似。

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项


SNAT 的“动态地址 NAT”转换模式下不支持 IPv6。



SNAT 动态端口 NAT full-cone 模式（仅支持命令行下配置）不支持 IPv6。

配置 NAT-PT
实现 NAT-PT 配置需要配置目的 NAT 和源 NAT。源 NAT 可不配置，此时默
认进行 by route 转换。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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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内网用户访问 IPv4 公网时，配置目的 NAT，转换前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都为 IPv6 地址。转换后的地址为 IPv4 地址。源 NAT 不配置则默认动作为“by
route”。配置源 NAT 时，需要注意，转换前源地址为 IPv6 地址，目的地址为
IPv4 地址（目的 NAT 转换后的地址）。转换后的地址为 IPv4 地址。
IPv4 用户访问 IPv6 网络时，配置目的 NAT，转换前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都为
IPv4 地址。转换后的地址为 IPv6 地址。源 NAT 不配置则默认动作为“by route”。
配置源 NAT 时，需要注意，转换前源地址为 IPv4 地址，目的地址为 IPv6 地
址（目的 NAT 转换后的地址）。转换后的地址为 IPv6 地址。

9.3 NAT66
9.3.1 配置 IP 地址转换的 NAT66
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项


配置 NAT66 时不支持 SNAT 下的“动态地址 NAT”转换模式，仅支持“动
态端口 NAT”和“静态 NAT”模式。



SNAT 动态端口 NAT full-cone 模式（仅支持命令行配置）不支持 IPv6。



IPv6 类型的地址对象下只能存在 IPv6 地址，当存在 IPv4 地址时则认为
是 IPv4 类型的地址对象，此时其中的 IPv6 地址不下发，导致 IPv6 地址
无效。

配置要点
通过地址转换实现 NAT66 与传统 NAT 实现方法一致，都通过“源 NAT”或
“目的 NAT”页面进行配置。
源 NAT66 配置的转换前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以及转换后的源地址都是 IPv6
地址。
目的 NAT66 配置的转换前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以及转换后的目的地址都是
IPv6 地址。

9.3.2 配置前缀转换的 NAT66
源 NAT66
前缀转换的源 NAT66 支持静态源 NAT66 和源 NPTv6。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NAT 策略 > 源 NAT”。
步骤 2 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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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源 NAT 的名称和描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源 NAT 策略的名称。

描述

为该策略添加必要的备注信息。

步骤 4 设置是否启用 NAT 策略。选中“启用”后，源 NAT 策略才生效。
步骤 5 配置转换前匹配参数。

参数

说明

源地址类型

源地址类型选择 IPv6 前缀。

源地址

类型为“IPv6 前缀”时，输入 IPv6 前缀或前缀长度。
“静态 NAT66”支持的前缀长度范围为 4~128；“NPTv6”
支持的前缀长度范围为 48~64。配置的转换前和转换后的前
缀长度必须一致。

目的地址类型

目的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支持地址对象和 IP 地址两种。


当需要匹配的目的地址为多个地址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目的 IP 地址需要匹配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目的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
组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IPv6_any”
代表所有 IPv6 目的地址。



类型为 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6 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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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服务

选择该 NAT 策略使用的服务。若需要添加新的服务，请单
击 ，选择“服务”或“服务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表示不对服务进行限制。

出接口

选择源 NAT66 的出接口。

步骤 6 源地址类型为“IPv6 前缀”时，配置转换动作。
参数

说明

转换模式

两种转换模式转换地址的方式有所不同：


NPTV6 转换方式是除了替换源地址的 IPv6 网络前缀外，
同时 IPv6 地址的子网 ID 部分会根据 RFC6296 规定算法
进行调整。



静态 NAT66 转换则只是替换源地址的 IPv6 网络前缀，
IPv6 地址的子网 ID 部分不会发生改变。

类型

支持 IPv6 前缀。

地址

输入转换后的 IPv6 前缀或前缀长度。“静态 NAT66”支持
的前缀长度范围为 4~128；“NPTv6”支持的前缀长度范围
为 48~64。配置的转换前和转换后的前缀长度必须一致。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源 NAT 策略在源 NAT 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源 NAT 策略的
名称、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出接口、转换后 IP 地址、命中数、是否启
用等。用户可以单击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
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可以对配置好的源 NAT 策略进行删除、调序、清除命中数、刷新、查询、
修改等操作。

目的 NAT66
前缀转换的目的 NAT66 支持静态目的 NAT66 和目的 NPTv6。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NAT 策略 > 目的 NAT”。
步骤 2 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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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目的 NAT 的名称和描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目的 NAT 策略的名称。

描述

为该策略添加必要的备注信息。

步骤 4 选择是否启用该目的 NAT 策略。选中“启用”后，目的 NAT 策略才生效。
步骤 5 配置转换前匹配参数。

参数

说明

源地址类型

源地址类型支持地址对象和 IP 地址两种。

源地址



当源 IP 地址为多个地址时请选择“地址对象”。



只有一个源 IP 地址时选择“IP 地址”。



类型为“地址对象”时，选择源地址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
对象。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请单击
，选择“地址”或“地址组”，进行设置。选择“IPv6_any”
代表所有 IPv6 源地址。



类型为 IP 地址时，输入对应的 IPv6 地址。

目的地址类型

目的地址类型选择 IPv6 前缀。

目的地址

类型为“IPv6 前缀”时，输入 IPv6 前缀或前缀长度。

服务

选择该 NAT 策略使用的服务。若需要添加新的服务，请单
击 ，选择“服务”或“服务组”，进行设置。选择“any”
表示不对服务进行限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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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入接口

选择应用目的 NAT66 策略的入接口。

步骤 6 配置目的地址转换动作（即转换后匹配的地址）。

参数

说明

转换模式

两种转换模式转换地址的方式有所不同：


NPTV6 转换方式是除了替换目的地址的 IPv6 网络前缀
外，同时 IPv6 地址的子网 ID 部分会根据 RFC6296 规定
算法进行调整。



静态 NAT66 转换则只是替换目的地址的 IPv6 网络前缀，
IPv6 地址的子网 ID 部分不会发生改变。

类型

支持 IPv6 前缀。

地址

输入转换后的 IPv6 前缀或前缀长度。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目的 NAT 策略在目的 NAT 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目的 NAT
策略的名称、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入接口、转换后 IP 地址、转换后端
口、命中数、是否启用等。用户可以单击列表左侧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
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
该参数。
可以对配置好的目的 NAT 策略进行删除、调序、清除命中数、刷新、查询、
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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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PN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私有网络）技术是通过隧道技术，在 Internet
上建立一个虚拟的安全通道，实现总部和分支之间网络安全互访或实现外地
员工安全的访问公司网络。
目前常用的几种 VPN 技术为 PPTP、L2TP、IPSec、GRE、SSL 及应用于 IPv6
环境的 6to4、isatap，通过这些技术可以为您搭建工作在不同网络层次的网关
到网关、客户端到网关的虚拟专用隧道，以满足各类环境需求。

10.1 VPN 地址池
VPN 地址池用于为 VPN 分配 IP 地址。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VPN 地址池”。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VPN 地址池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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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VPN 地址池的名称。

起始地址

配置地址池的起始地址。点分十进制。

结束地址

配置地址池的结束地址。点分十进制。

子网掩码

配置地址池地址的子网掩码。

DNS

指定下发给客户端地址时，连同 IP 地址一起下发的 DNS 地
址。

WINS

指定下发给客户端地址时，连同 IP 地址一起下发的 WINS
地址。

VPN 隧道

选择地址池所绑定的 VPN 隧道名称，需提前在 VPN 隧道中
添加隧道。
也可以在 VPN 隧道中选择 VPN 地址池。此两处的操作是同
样的效果。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地址池在地址池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该地址池的名称、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子网掩码和 VPN 隧道。
单击操作下的编辑图标，可以对地址池参数进行修改。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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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IPSec 原理描述
10.2.1 IPSec 简介
IPSec（IP Security，网际协议安全）VPN 是一种三层隧道协议。三层隧道协
议是把各种网络协议直接装入隧道协议中，形成的数据包依靠第三层协议进
行传输。同时提供安全协议选择、安全算法，确定服务所使用密钥等服务，
从而在 IP 层提供安全保障。
IPSec VPN 包括网络认证协议 AH、ESP、IKE 和用于网络认证及加密的一些
算法等。其中，AH 协议和 ESP 协议用于提供安全服务，IKE 协议用于密钥
交换。
密钥管理技术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公用数据网上安全地传递密钥而不被窃取。
现行密钥管理技术又分为 SKIP 与 ISAKMP/OAKLEY 两种。SKIP 主要是利
用 Diffie-Hellman 的演算法则，在网络上传输密钥；在 ISAKMP 中，双方都
有两把密钥，分别用于公用、私用。
IPSec VPN 提供了三种安全机制：认证、加密和数据完整性。


认证机制。使 IP 通信的数据接收方能够确认数据发送方的真实身份以及
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遭篡改。



加密机制。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来保证数据的机密性，以防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被窃听。



数据完整性。使 IP 通信的数据接收方能够确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遭
篡改。

10.2.2 IPsec 协议的实现
IPsec 协议不是一个单独的协议，它给出了应用于 IP 层上网络数据安全的一
整套体系结构，包括网络认证协议 AH（Authentication Header，认证头）、ESP
（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封装安全载荷）、IKE（Internet Key Exchange，
因特网密钥交换）和用于网络认证及加密的一些算法等。其中，AH 协议和
ESP 协议用于提供安全服务，IKE 协议用于密钥交换。
IPsec 提供了两种安全机制：认证和加密。认证机制使 IP 通信的数据接收方
能够确认数据发送方的真实身份以及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遭篡改。加密机
制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来保证数据的机密性，以防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
窃听。
IPsec 协议中的 AH 协议定义了认证的应用方法，提供数据源认证和完整性保
证；ESP 协议定义了加密和可选认证的应用方法，提供数据可靠性保证。两
者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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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AH 协议

ESP 协议

协议号

51

50

基本功能



数据源认证



数据加密



数据完整性校验



数据源认证



防报文重放功能



数据完整性校验



防报文重放功能

适用场景

能保护通信免受篡改，但不能 能保护通信免受篡改，也能防
防止窃听，适合用于传输非机 止窃听，适合用于传输机密数
密数据
据

加密算法

无

认证算法

MD5、SHA-1、SHA-256、SM3 MD5、SHA-1、SHA-256、SM3

DES、3DES、AES、SM1、
SM4

10.2.3 IPsec 基本概念
SA
IPsec 在两个端点之间提供安全通信，端点被称为 IPsec 对等体。
SA（Security Association，安全联盟）是 IPsec 的基础，也是 IPsec 的本质。
SA 是通信对等体间对某些要素的约定，例如，使用哪种协议（AH、ESP 还
是两者结合使用）、协议的封装模式（传输模式和隧道模式）、加密算法（DES、
3DES 和 AES）、特定流中保护数据的共享密钥以及密钥的生存周期等。建立
SA 的方式有手工配置和 IKE 自动协商两种。
SA 是单向的，在两个对等体之间的双向通信，最少需要两个 SA 来分别对两
个方向的数据流进行安全保护。同时，如果两个对等体希望同时使用 AH 和
ESP 来进行安全通信，则每个对等体都会针对每一种协议来构建一个独立的
SA。
SA 由一个三元组来唯一标识，这个三元组包括 SPI（Security Parameter Index，
安全参数索引）、目的 IP 地址、安全协议号（AH 或 ESP）。
SPI 是用于唯一标识 SA 的一个 32 比特数值，它在 AH 和 ESP 头中传输。在
手工配置 SA 时，需要手工指定 SPI 的取值。使用 IKE 协商产生 SA 时，SPI
将随机生成。
通过 IKE 协商建立的 SA 具有生存周期，手工方式建立的 SA 永不老化。IKE
协商建立的 SA 的生存周期有两种定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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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的生存周期，定义了一个 SA 从建立到失效的时间。



基于流量的生存周期，定义了一个 SA 允许处理的最大流量。

生存周期到达指定的时间或指定的流量，SA 就会失效。SA 失效前，IKE 将
为 IPsec 协商建立新的 SA，这样，在旧的 SA 失效前新的 SA 就已经准备好。
在新的 SA 开始协商而没有协商好之前，继续使用旧的 SA 保护通信。在新
的 SA 协商好之后，则立即采用新的 SA 保护通信。

封装模式
IPsec 有如下两种封装模式：


隧道（tunnel）模式：用户的整个 IP 数据包被用来计算 AH 或 ESP 头，
AH 或 ESP 头以及 ESP 加密的用户数据被封装在一个新的 IP 数据包中。
通常，隧道模式应用在两个安全网关之间的通讯。

隧道模式下的数据封装模式如图 10-1 和图 10-2 所示。
图10-1 隧道模式封装示意图（AH 验证）

图10-2 隧道模式封装示意图（ESP 验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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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transport）模式：只是传输层数据被用来计算 AH 或 ESP 头，AH
或 ESP 头以及 ESP 加密的用户数据被放置在原 IP 包头后面。通常，传
输模式应用在两台主机之间的通讯，或一台主机和一个安全网关之间的
通讯。

传输模式下的数据封装模式如图 10-3 和图 10-4 所示。
图10-3 传输模式封装示意图（AH 验证）

图10-4 传输模式封装示意图（ESP 验证）

认证算法
认证算法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杂凑函数。杂凑函数是一种能够接受任意长的消
息输入，并产生固定长度输出的算法，该输出称为消息摘要。IPsec 对等体计
算摘要，如果两个摘要是相同的，则表示报文是完整未经篡改的。防火墙使
用四种认证算法如表 10-1 所示。
表10-1 认证算法说明

名称

说明

MD5

通过输入任意长度的消息，产生 128bit 的消息摘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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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SHA-1

通过输入长度小于 2 的 64 次方 bit 的消息，产生 160bit 的消
息摘要

SHA-256

SHA-256 是 SHA-1 的加强版本，SHA-256 算法相对于 SHA-1
加密数据长度有所上升，安全性能要远远高于 SHA-1。

SM3

国密算法，通过输入长度小于 2 的 64 次方 bit 的消息，产生
256bit 的消息摘要

加密算法
认加密算法实现主要通过对称密钥系统，它使用相同的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
和解密。防火墙使用的五种加密算法如表 10-2 所示。
表10-2 加密算法说明

名称

说明

DES

使用 56bit 的密钥对一个 64bit 的明文块进行加密

3DES

使用三个 56bit 的 DES 密钥（共 168bit 密钥）对明文进行
加密

AES

使用 128bit、192bit 或 256bit 密钥长度的 AES 算法对明文
进行加密

SM1、SM4

国密算法。SM4 使用 128bit 秘钥长度的算法对明文进行
加密。SM1 加密强度与 AES 相当。

协商方式
有如下两种协商方式建立 SA：


手工方式：配置比较复杂，创建 SA 所需的全部信息都必须手工配置，
而且不支持一些高级特性（例如定时更新密钥），但优点是可以不依赖
IKE 而单独实现 IPsec 功能。



IPSec 自动协商：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配置好 IKE 协商安全策略的信息，
由 IKE 自动协商来创建和维护 SA。

当通信的对等体设备数量较少时，或是在小型静态环境中，手工配置 SA 是
可行的。对于中、大型的动态网络环境中，推荐使用 IKE 协商建立 SA。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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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隧道
安全隧道是建立在本端和对端之间可以互通的一个通道，它由一对或多对 SA
组成。

10.2.4 IKE
IKE 简介
在实施 IPsec 的过程中，可以使用 IKE（Internet Key Exchange，因特网密钥
交换）协议来建立 SA，该协议建立在由 ISAKMP（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互联网安全联盟和密钥管理协议）定义的框架
上。IKE 为 IPsec 提供了自动协商交换密钥、建立 SA 的服务，能够简化 IPsec
的使用和管理，大大简化 IPsec 的配置和维护工作。
IKE 不是在网络上直接传输密钥，而是通过一系列数据的交换，最终计算出
双方共享的密钥，并且即使第三者截获了双方用于计算密钥的所有交换数据，
也不足以计算出真正的密钥。

IKE 的安全机制
IKE 具有一套自保护机制，可以在不安全的网络上安全地认证身份、分发密
钥、建立 IPsec SA。


数据认证

数据认证有如下两方面的概念：



−

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确认通信双方的身份。支持两种认证方法：预共
享密钥（Pre-Shared-Key）认证和基于 PKI 的数字签名（Rsa-Signature）
认证。

−

身份保护：身份数据在密钥产生之后加密传送，实现了对身份数据的
保护。

DH

DH（Diffie-Hellman，交换及密钥分发）算法是一种公共密钥算法。通信双
方在不传输密钥的情况下通过交换一些数据，计算出共享的密钥。即使第三
者（如黑客）截获了双方用于计算密钥的所有交换数据，由于其复杂度很高，
不足以计算出真正的密钥。所以，DH 交换技术可以保证双方能够安全地获
得公有信息。


PFS

PFS（Perfect Forward Secrecy，完善的前向安全性）特性是一种安全特性，
指一个密钥被破解，并不影响其他密钥的安全性，因为这些密钥间没有派生
关系。对于 IPsec，是通过在 IKE 阶段 2 协商中增加一次密钥交换来实现的。
PFS 特性是由 DH 算法保障的。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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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的交换过程
IKE 使用了两个阶段为 IPsec 进行密钥协商并建立 SA：


第一阶段，通信各方彼此间建立了一个已通过身份认证和安全保护的通
道，即建立一个 ISAKMP SA。第一阶段有主模式（Main Mode）和野蛮
模式（Aggressive Mode）两种 IKE 交换方法。

说明
野蛮模式交换与主模式交换的主要差别在于，野蛮模式不提供身份保护，只
交换 3 条消息。在对身份保护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交换报文较少的野蛮模
式可以提高协商的速度；在对身份保护要求较高的场合，则应该使用主模式。



第二阶段，用在第一阶段建立的安全隧道为 IPsec 协商安全服务，即为
IPsec 协商具体的 SA，建立用于最终的 IP 数据安全传输的 IPsec SA。

图10-5 主模式交换过程

如图 10-5 所示，第一阶段主模式的 IKE 协商过程中包含三对消息：


第一对叫 SA 交换，是协商确认有关安全策略的过程。



第二对消息叫密钥交换，交换 Diffie-Hellman 公共值和辅助数据（如：随
机数），密钥材料在这个阶段产生。



最后一对消息是 ID 信息和认证数据交换，进行身份认证和对第一阶段内
容的认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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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在 IPsec 中的作用


因为有了 IKE，IPsec 很多参数（如：密钥）都可以自动建立，降低了手
工配置的复杂度。



IKE 协议中的 DH 交换过程，每次的计算和产生的结果都是不相关的。
每次 SA 的建立都运行 DH 交换过程，保证了每个 SA 所使用的密钥互不
相关。



IPsec 使用 AH 或 ESP 报文头中的序列号实现防重放。此序列号是一个
32 比特的值，此数溢出后，为实现防重放，SA 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
程需要 IKE 协议的配合。



对安全通信的各方身份的认证和管理，将影响到 IPsec 的部署。IPsec 的
大规模使用，必须有 CA（Certificate Authority，认证中心）或其他集中
管理身份数据的机构参与。



IKE 提供端与端之间动态认证。

10.3 IPSec 应用场景
10.3.1 Site-to-Site IPSec VPN
Site-to-Site 模式，即站点到站点模式，又称为网关到网关模式
（Gateway-to-Gateway 模式），适用于两个网络之间建立 IPSec VPN 的场景。
例如：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政府机关之间构建 VPN。如图 10-6 所示。
图10-6 Site-to-Site 组网场景（站点到站点模式）

此组网中必须有一个 IPSec 网关的 IPSec 地址是静态地址，另一端 IPSec 网关
可以是静态地址也可以是动态地址。动态地址一端只能发起 IPSec 协商，不
能作为响应端。
IPSec 网关前面可能存在 NAT 设备，此时需要开启 NAT 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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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Hub-to-Spoke IPSec VPN
Hub-to-Spoke 模式，即点到多点模式，是指一个网关与多个网关建立 IPSec
VPN，适用于总部与多个分支之间连接 IPSec 隧道的场景。例如总部与三个
分支建立 IPSec VPN，如图 10-7 所示。
图10-7 Hub-to-Spoke 组网场景（点到多点模式）

总部 IPSec 网关的 IP 地址必须固定，分支的 IP 地址可以不固定。总部作为
响应端，由分支发起连接。可以通过配置实现分支之间互相通信。

10.3.3 Client-to-Site IPSec VPN
L2TP over IPSec
PC 通过 Windows 自带的软件进行 L2TP over IPSec 拨号。通过 L2TP VPN 地
址池分配 IP 地址。通过 IPSec 封装 L2TP 数据。

10.4 配置 IPSec 自动协商
IPSec 自动协商采用 IKE 方式协商 IPSec 隧道，通过 IKE 协商 IPSec 隧道使
用的密钥参数，从而减少了用户手工指定 IPSec 密钥参数的工作，并提高了
安全性。IPSec VPN 配置一般都采用 IPSec 自动协商方式，仅在非常小型静
态的网络中使用手工隧道。
通过 IKE 方式协商 IPSec 隧道，既支持通过安全策略引流（即基于安全策略
的 IPSec），也支持通过路由引流（即基于路由的 IPSec）。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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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IPv4 IPSec 和 IPv6 IPSec。

10.4.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IPSec 隧道两端都是 IPSec 网关设备时，默认采用隧道模式，无需配置。



客户端拨号模式下，IPSec 网关自动转换为传输模式，无需配置。



防火墙仅支持 IKEv1。



双机环境下开启非对称模式时，必须关闭防重放，否则会导致业务不通。

10.4.2（可选）添加 IKE 提议
IKE 提议用于定义 IPSec 协商第一阶段 SA（通常称为“IKE SA”或“ISAKMP
SA”）使用的参数，包括采用的认证类型（预共享密钥或证书）、加密算法、
验证算法、DH 组、生存周期等。
防火墙上预置了多条 IKE 提议，用户可以直接在配置 IKE 网关时引用。
当预定义的 IKE 提议无法满足需求时，可以自定义添加 IKE 提议。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自动隧道”。
步骤 2 单击“IKE 提议”。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IKE 提议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IKE 提议的名称。

认证类型

认证类型分为预共享密钥、证书两种。

加密算法



选择“预共享密钥”时，用户需要指定预共享密钥。
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时，协商隧道的 IKE 网关必须
配置相同的预共享密钥。



选择“证书”时，用户需要指定可以证明网关身份的
证书。

加密算法支持 DES、3DES、AES-128、AES-256 及国
密算法 SM1、SM4。默认采用 AES-128 算法进行加密。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推荐使用 DES 算法。安全性
AES-256 > AES-128 > 3DES > DES。
当配置了多种加密算法时，按算法配置的先后顺序与
对端进行匹配，匹配到相同算法后则使用该算法进行
加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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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验证算法

验证算法支持 MD5、SHA1 及国密算法 SM3。默认采
用 SHA-1 算法。
当配置了多种验证算法时，按算法配置的先后顺序与
对端进行匹配，匹配到相同算法后则使用该算法进行
验证。

DH 组

DH 组支持 Group1、Group2 和 Group5 三种，默认采
用 Group2。
两端此处配置需保持一致。DH 密钥交换组安全级别由
高到低的顺序是 group5 > group2 > group1。
网关协商模式为野蛮模式时，只支持选定 1 个 DH 组
算法。主模式时支持选择多个 DH 算法。配置多个 DH
算法时，按配置的先后顺序进行 DH 组匹配，匹配到
相同 DH 组后使用该 DH 组。
采用国密算法协商时，可忽略此项配置。

生存周期（时间） IKE 协商成功后的生存时间，超时前 10s，作为发起者
的防火墙将会发起 IKE 协商请求，再次建立 IKE 连接。
生存时间默认为 86400 秒（24 小时），支持用户自定
义，范围为 300-86400。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IKE 提议在 IKE 提议列表中显示。可以对 IKE 提议进行编辑、删除
等操作。

10.4.3（可选）添加拨号用户组
Windows 自带 VPN 客户端 L2TP over IPSec 或移动终端 L2TP over IPSec 接入
VPN 网关场景下，需要添加拨号用户组。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自动隧道”。
步骤 2 单击“拨号用户组”。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用户组名称。
步骤 5 单击“添加”，添加拨号用户组成员。
步骤 6 配置成员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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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对端 ID

说明
选择对端 ID 类型。对端 ID 类型支持“IP 地址”、
“U-FQDN（电子邮件）”、
“FQDN（域名）”、
“ASN1DN
（证书主题）”和“接收任意对端 ID”。
当对端 ID 为“接收任意对端 ID”时，不对对端 ID 进
行验证。

对端 ID 值

对端 ID 类型为“U-FQDN（电子邮件）”、“FQDN
（域名）”和“ASN1DN（证书主题）”时，指定对端
ID 值。此值必须与对端配置的“本端 ID”值一致。
对端 ID 类型为 ASN1DN(证书主题)、U-FQDN(电子邮
件)、FQDN(域名)时，配置“*”，表示匹配所有取值。

对端 IP 地址

对端 ID 类型为“IP 地址”时，指定对端 IP 地址。对
端 IP 地址为对端 IKE 网关的接口用于建立隧道的 IP
地址。既支持 IPv4 地址，也支持 IPv6 地址。
对端 ID 类型为 IP 时，配置“*”，表示匹配所有取值。

预共享配置

可信 CA 配置

当对端 ID 为“IP 地址”、“U-FQDN（电子邮件）”、
“FQDN（域名）”时，显示该参数。


预共享密钥选择缺省配置时，将使用 IKE 网关中配
置的预共享密钥。此时所有接入用户都使用同样的预
共享密钥。



选择自定义配置时，用户可为拨号用户组单独配置预
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为字符串形式，取值范围为
6~31 位字符。IPSec 隧道两端的预共享密钥必须一
致。

当对端 ID 为“ASN1DN(证书主题)”时，显示该参数。


可信 CA 选择缺省配置时，将使用 IKE 网关中配置的
可信 CA。



选择自定义配置时，用户需要重新指定新的可信 CA。
单击下拉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可信 CA。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支持添加多个成员。可以重复上面的操作添加新的成员。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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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拨号用户组在拨号用户组列表中显示。单击名称或编辑按钮，可以
对拨号用户组配置进行修改。

10.4.4 添加 IPSec IKE 网关
配置 IPSec 自动隧道时，需要指定 IKE 网关。IKE 网关定义了进行 IPSec 协
商的本端接口、IP 地址、协商采用的协商模式、对端类型、对端地址、本端
类型、IKE 提议等参数。
总部的 IP 通常为静态 IP 地址，可以与一个或多个 IPSec 网关或拨号用户建
立 IPSec 隧道。对端 IP 地址可以是静态 IP，也可以是动态 IP。
分支的 IP 通常为动态 IP 地址或 NAT 后的内网 IP 地址。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自动隧道”。
步骤 2 单击“IPSec IKE 网关”。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IKE 网关的名称、地址类型、接口和本端地址。
接口支持 3 层物理接口、物理子接口、VLAN 接口、桥接口、聚合接口、聚
合子接口、回环接口、ADSL 接口、虚拟系统接口、3G 接口、4G 接口。


接口选择用来建立 IPSec VPN 隧道的接口。



本端地址选择接口的 IPv4 或 IPv6 地址。接口 IP 地址不固定时选择 auto。
选择 auto 时，作为发起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第一个 float 类型的地址；作
为接收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的任意一个 float 类型的 IP 地址。

步骤 5 配置 IKE 网关的协商模式。
IKEv1 第一阶段协商支持主模式、野蛮模式和国密模式。国密模式下防火墙
必须安装国密加密卡，加密算法和验证算法必须采用国密算法。
步骤 6 配置协商参数。


配置主模式或野蛮模式下的协商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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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对端接入模式



静态

对端 IKE 网关地址为静态固定 IP 地址时，选择“静态”。


动态

对端 IKE 网关地址为不固定的动态地址时，选择“动
态”。


拨号用户组

Windows 自带 VPN 客户端 L2TP over IPSec 或移动终
端 L2TP over IPSec 接入 VPN 网关场景下，选择“拨
号用户组”。
对端地址

选择“静态”时，需要指定对端 IKE 网关的 IPv4 或 IPv6
地址。对端地址支持 IP 或域名。

本端 ID 类型与对
端 ID 类型

本端 ID 用于标识本端设备的身份，供对端设备认证自
身的合法性。本端设备上的“本端 ID 类型”需要与对
端设备上设置的“对端 ID 类型”参数保持一致或对端
ID 类型为“接收任意对端 ID”。
对端 ID 类型为“接收任意对端 ID”时，不验证对端
的 ID。

说明
地址模式为“拨号用户组”时，对端 ID 类型与对端 ID 值在创
建拨号用户组时配置。IKE 网关下只需要配置本端 ID 类型和本
端 ID 的值。

本端 ID 值与对端
ID 值



本端 ID 类型为“IP 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本地 ID
的值。本地 ID 默认为本端 IP 地址。对端 ID 值为对
端设备的“本端 IP 地址”。仅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
时支持选择“IP 类型”。

本端 ID 类型选择“U-FQDN”、“FQDN 类型”时，
本地 ID 为域名。仅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时支持选择
“U-FQDN”、“FQDN 类型”。





拨号用户组

本端 ID 类型选择“ASN1DN 类型”时，本地 ID 值
使用证书中“Subject”字段的值，不需要指定。对端
ID 值指定对端证书中“Subject”字段的值。仅证书
类型时支持选择“ASN1DN 类型”。
选择“拨号用户组”时，需配置。在下拉框中选择“添
加拨号用户组”或选择已经配置好的拨号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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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KE 提议（P1 提
议）

单击 IKE 提议（P1 提议）下拉框，选择一种 IKE 提议。
从下拉框中可以选择所有防火墙预定义的 IKE 提议。
但需要添加新的 IKE 提议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添
加 IKE（p1）提议”。

预共享密钥

选择的 IKE 提议选择“预共享密钥”时，指定预共享
密钥。预共享密钥为字符串形式，取值范围为 6~31 位
字符。IPSec 隧道两端的预共享密钥必须一致。

对端可信 CA

选择的 IKE 提议的认证类型为“证书”时，指定对端
可信 CA。

本地证书

选择的 IKE 提议的认证类型为“证书”时，指定本地
证书。



配置国密模式下的协商参数。

参数

说明

对端接入模式



静态

对端 VPN 接入用户地址为静态固定 IP 地址时，选择
“静态”。


动态

对端 VPN 接入用户地址为不固定的动态地址时，选择
“动态”。
对端地址

选择“静态”时，需要指定对端 IKE 网关的 IP 地址。
对端地址支持 IP 或域名。

本端 ID 类型与对
端 ID 类型

默认为 ASN1DN（证书主题），不可修改。

对端 ID 值

本端 ID 类型选择“ASN1DN 类型”时，本地 ID 值使
用证书中“Subject”字段的值。对端 ID 值使用对端证
书中“Subject”字段的值。

本地加密证书

可选择“证书管理>证书列表”下的证书。证书可以
在防火墙上生成，也可以通过第三方设备生成后导入
防火墙。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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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本地签名证书

IKE 提议（P1 提
议）

可选择“证书管理>证书列表”下的证书。证书可以
在防火墙上生成，也可以通过第三方设备生成后导入
防火墙。
单击 IKE 提议（P1 提议）下拉框，选择一种 IKE 提议。
从下拉框中可以选择所有防火墙预定义的 IKE 提议。
但需要添加新的 IKE 提议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添
加 IKE（p1）提议”。

对端可信 CA

选择的 IKE 提议的认证类型为“证书”时，指定对端
可信 CA。

步骤 7 高级配置。
参数

说明

连接类型



双向

防火墙既可以 IKE 阶段协商时的发起者，主动发起协
商请求；也可以是 IKE 阶段协商时的响应者，接收协
商请求。
作为发起者，要求对端接口 IP 地址或域名必须固定，
作为响应者，本端接口 IP 地址或域名必须固定。


发起者

防火墙是 IKE 阶段协商时的发起者，主动发起协商请
求。IP 地址为动态地址的 IPSec 网关或拨号用户作为
隧道发起者。
作为发起者，要求对端接口 IP 地址或域名必须固定。


响应者

防火墙是 IKE 阶段协商时的响应者，被动接收协商请
求。隧道响应者的接口 IP 地址或域名必须固定。
NAT 穿越

本端 IKE 网关或者对端 IKE 网关、对端客户端中，其
中一方前面存在 NAT 设备时，需要启用 NAT 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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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对端存活检测

探测对端网关或者客户端是否存活。选中“对端存活
检测”复选框，启用此功能。若本端可以收到对端发
来的 IPSec 流量，则认为对端处于活动状态；只有当
一定时间间隔内没有收到对端发来的 IPSec 流量时，
才会发送 DPD 报文探测对端的状态。若发送几次 DPD
报文后一直没有收到对端的回应，则认为对端不可达，
此时将删除 IKE 对等体间的安全联盟（IKE SA 和 IPSec
SA）。

DPD 间隔

指定隔间多长时间发送一次 DPD 探测报文。

DPD 重试

指定 DPD 探测重传次数。达到重传次数后 DPD 探测
无回应，则认为对端故障。

启用扩展认证

地址模式选择“拨号用户组”时，可配置。选中“启
用”复选框后，启用扩展认证。开启扩展认证后，第
一阶段 IKE SA 协商完成后，IPSec 网关会对 IPSec 客
户端拨号用户发起扩展认证，验证用户的用户名和密
码，扩展认证通过后再进行第二阶段的协商。

认证服务器

选择对拨号用户进行认证的认证服务器。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0.4.5（可选）添加 IPSec 提议
IPSec 提议用于配置第二阶段的协商参数。IPSec 提议支持 ESP 协议、AH 协
议，加密算法 DES、3DES、AES128、AES256 及国密加密算法 SM1、SM4，
验证算法 MD5、SHA1、SHA-256 及国密验证算法 SM3，DH 组 Group1、2、
5，完美向前保护（PFS），以及 300-86400 秒的生存时间和基于流量的 IPSec
隧道更新控制。
防火墙上预置了多条 IPSec 提议，用户可以直接在配置 IPSec 隧道时引用。
当预定义的 IPSec 提议无法满足需求时，可以添加自定义 IPSec 提议。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自动隧道”。
步骤 2 单击“IPSec 提议”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IPSec 提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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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IPSec 提议的名称。

协议

协议分为 ESP、AH 两种。

加密算法



ESP 协议可以对数据流进行验证和加密。需要用户指
定加密算法、验证算法。



AH 协议仅对数据流进行验证，不支持加密。需要用
户指定验证算法。

加密算法支持 DES、3DES、AES-128、AES-256 及国
密算法 SM1、SM4 两种。处于安全性的考虑，建议用
户尽量不要使用 DES、3DES 算法。
当配置了多种加密算法时，按算法配置的先后顺序与
对端进行匹配，匹配到相同算法后则使用该算法进行
加密。

验证算法

验证算法支持 MD5、SHA-1、SHA-256 及国密算法
SM3。
当配置了多种验证算法时，按算法配置的先后顺序与
对端进行匹配，匹配到相同算法后则使用该算法进行
验证。

压缩算法

选择“不压缩”，不采用压缩算法。选择“DEFLATE”，
采用 Deflate 数据压缩算法。
两端此参数配置需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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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FS 组

PFS，完美向前保护功能，此功能默认关闭。开启此功
能后在阶段 2 协商中会进行一次附加的 DH 交换，保
证 IPSec SA 密钥的安全，以提高通信的安全性。
DH 组支持 Group1、Group2、Group5 三种。No PFS
表示关闭 PFS 功能。
支持选择多种 DH 组。配置 DH 算法时，按配置的先
后顺序进行 DH 组匹配，匹配到相同 DH 组后使用该
DH 组。
采用国密协商时，可忽略此项配置。

生存周期（时间） 基于时间控制 IPSec SA 的生存周期。超时之后，IPSec
SA 失效。如果防火墙开启了自动连接功能，超时前
30S，防火墙将会再次发起 IPSec 协商请求，建立 IPSec
连接。
生存时间默认为 86400 秒，支持用户自定义，范围为
300-86400。
生存周期（流量） 基于数据流对 IPSec SA 的生存周期进行控制。同时基
于流量和时间对 IPSec SA 的生存周期进行控制。只要
满足其中一个值，IPSec SA 失效。
指定生存周期的流量上限值。超过上限值之后，IPSec
SA 失效。如果防火墙开启了自动连接功能，将会再次
发起 IPSec 协商请求，建立 IPSec 连接。
生存周期（流量）计算的是接收数据与发送数据总和。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IPSec 提议在 IPSec 列表中显示。可以通过名称或编辑按钮修改配
置好的 IPSec 提议。

10.4.6 添加 IPSec 隧道
IPSec 隧道用于 IPSec 第二阶段 SA 的协商参数。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自动隧道”。
步骤 2 在“IPSec 隧道”页面，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IPSec 隧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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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IPSec 隧道的名称。

IPSec (P2)提议

单击 IPSec 提议（P2 提议）下拉框，选择一种 IPSec
提议。
从下拉框中可以选择所有防火墙预定义和用户自定义
的 IPSec 提议。从预定义 IPSec 提议的名称可以看出该
提议采用的协议、加密算法、验证算法和 PFS 组。
需要添加新的 IPSec 提议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添
加 IPSec 提议（p2 提议）”。

IKE 网关

选择需要与 IPSec 协商阶段配合使用的 IKE 网关名称。
通过 IKE 协商 IPSec 阶段使用的密钥。

地址类型

选择保护数据流的地址类型。地址类型支持 IPv4 和
IPv6。选择 IPv4 时，保护数据流的源和目的地址都为
IPv4 地址，选择 IPv6 时，保护数据流的源和目的地址
都为 IPv6 地址。

启用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IPSec 隧道协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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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保护数据流

指定 IPSec 隧道要保护的数据流。地址类型为 IPv4 时，
添加 IPv4 数据流；地址类型为 IPv6 时，添加 IPv6 数
据流。
单击“添加”，配置数据流标识、IPv4 源地址/掩码、
IPv4 目的地址/掩码或 IPv6 源地址/前缀长度、IPv6 目
的地址/前缀长度、协议。数据流标识是用户自定义的，
用于区分不同数据流。数据流标识取值范围为数字、
小写字母、大写字母、@等 1~63 个字符。
支持添加多个保护数据流，支持同时添加 IPv4 和 IPv6
数据流。默认源地址/掩码、目的地址/掩码、协议都为
any，表示可以保护任意流量。推荐用户配置更加精细
的源和目的地址。
IPv4 掩码支持数字形式或点分十进制形式。例如可以
指定源地址/掩码为“10.0.0.1/24”或
“10.0.0.1/255.255.255.0”。

防重放

防重放，即防止攻击者重复发送已经发送过得报文欺
骗防火墙。当检测到重复报文时，则丢弃此报文。
默认关闭放重放。放重放窗口可配置为 32、64、128、
256、512。窗口越大，防重放检测的范围越大。

自动连接

选中“自动连接”复选框后，IPSec 网关会在 IPSec SA
未建立时或失效后自动发起连接，触发 IPSec 协商。
不开启自动连接时，会在发起端发送数据时触发协商
建立 IPSec 隧道。自动连接方式可以在没有数据时建
立隧道，从而允许响应端主动访问发起端（例如网关
侧用户访问客户端用户），而不用被动等待发起端发
起连接建立隧道后才能进行访问。

DHCP over IPSec

选中“DHCP over IPSec”复选框，启用 DHCP over IPSec
功能。
该功能需配合客户端地址池使用。

VPN 地址池

选中“DHCP over IPSec”时，需要配置此参数。选择
配置好的 VPN 地址池。使用 VPN 地址池中的地址为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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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IPSec 数据流引流
IPSec 不仅支持通过添加保护子网指定数据流，还支持通过安全策略和路由
引流。通过路由引流时只能将 IPSec 策略应用到 Tunnel 接口。
同时指定保护子网和通过安全策略引流时，进入 IPSec 隧道的流量必须为安
全策略允许的保护子网内的流量。
通过 Tunnel 引流时，建议保护子网配置为默认的取值都为 any 的子网。此时
对 Tunnel 引流的数据流进行 IPSec 保护。

通过安全策略进行 IPSec 数据流引流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通过安全策略引流。
动作选择“安全连接（隧道）”，指定进行数据封装的隧道。当数据为隧道报
文时，还需要指定数据来自哪个隧道。
其他参数的配置跟普通安全策略一致。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通过路由引流进行 IPSec 数据流引流
基于路由的 IPSec 需要创建 Tunnel 接口，通过 tunnel 接口绑定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隧道接口”。
步骤 3 配置隧道接口。
配置隧道接口 IP 地址和安全域。隧道绑定中选择要绑定的隧道。
IP 地址可以随意配置，但两端 IPSec 隧道的 Tunnel 接口 IP 地址需要配置为
同一网段的 IP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0.4.8（可选）访问外网配置
要实现 VPN 内网用户同时访问外网，需要同时配置源 NAT，对访问外网的
流量做 NAT 转换。
可以配置 VPN 用户通过本地网关访问外网或通过总部网络访问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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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流量，源 NAT 转换模式选择“动态端口 NAT”，类型为“不转换”。



上网流量，进行源 NAT 转换。

10.4.9（可选）配置 IPSec 隧道备份
仅通过路由引流时支持 IPSec 隧道备份。通过指定策略路由将数据流指向不
同的 tunnel 口，可以实现隧道备份。
两端 IPSec 网关至少要有两个接口连接到网络，实现链路备份。
通过为每个 IPSec 接口创建一个 tunnel 接口，绑定 IPSec 隧道。并通过策略
路由，将流量指向主链路对应的 tunnel 接口，当检测到主隧道不可达时，将
对应 tunne 接口的状态改为 down，并将流量引导到另一条链路的 IPSec 隧道。
策略路由中开启链路探测，当主隧道故障时，防火墙可以快速感知，将流量
引导到另一条隧道。

10.4.10 查看 IPSec 自动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在“IPSec 自动隧道”查看已经创建
的隧道信息。
IPSec 自动隧道提供 IPSec 隧道和 IKE 隧道状态展示。默认 IPSec 自动隧道页
面显示的为 IPSec SA，属于同一 IPSec 自动隧道的数据流对应 SA 在同一隧
道下显示。在 IPSec SA 列表中可以查看隧道名称、数据流标识符、IPSec SA
的源地址、目的地址、SPI、协议、算法、生存周期、发送和接收数据流、连
接类型、隧道状态等信息。

单击“IKE 视图”，查看 IKE 隧道。
IKA SA 是在建立 IPSEC VPN 隧道时，第一阶段协议出的双方一致的 SA 信
息。
在 IKE 视图隧道列表中，用户可以查看 IPSec IKE 网关名、对端标识、Cookie、
本端 IP、对端 IP、算法（加密/验证/压缩）、生存周期（秒/KB）、连接类型（发
起还是响应）、隧道状态（已建立或正在建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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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SA 是 IKE 第二阶段协商的保护 IPSec 数据流的安全连接。选中一条
IKE SA，可以查看该 IKE SA 对应的所有 IPSec SA。

IPSec 隧道过滤
防火墙支持按隧道状态、隧道名称、数据流标识、源地址和目的地址进行 IPSec
隧道过滤。

IKE 隧道过滤
防火墙支持按隧道状态、IPSec IKE 网关名、对端标识、本端 IP、对端 IP 进
行隧道过滤。

10.5 配置 IPSec 手工隧道
手工隧道适用于小型静态网络中 IPSec 配置。手工方式指定 IPSec 隧道两端
使用的 SPI 和密钥。

10.5.1 添加 IPSec 手工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IPSec 手工隧道”。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手工隧道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基本参数。
参数

说明

本地 SPI

本地 SPI 与对端 IPSec VPN 网关的远程 SPI 数值相同。

远程 SPI

远程 SPI 与对端 IPSec VPN 网关的本地 SPI 数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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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地址类型

请根据网络的地址类型选择 IPv4 或 IPv6.

接口

用于建立 IPSec VPN 的接口名称。

本端 IP 地址

用于建立 IPSec VPN 的接口 IP 地址。

对端 IP 地址

需要建立 IPSec VPN 的对端 IP 地址。

步骤 5 配置加密算法。
参数

说明

协议



ESP，封装安全负载协议，用于承载需要保护的用户
数据，不仅实现认证功能，还实现加密功能。



AH，认证头部协议，用于承载需要保护的用户数据，
仅实现了认证功能。

验证算法

选择手工隧道的验证算法，两端的配置必须保持一致。


MD5：消息摘要第五版，不推荐配置。



SHA-1：SHA1 安全哈希算法。



SHA-256：SHA-256 安全哈希算法。推荐配置。



SM3：国密算法。

入验证密钥

手工配置流入防火墙方向的验证密钥。与对端设备配
置的手工隧道出验证密钥保持一致。

出验证密钥

手工配置流出防火墙方向的验证密钥。与对端设备配
置的手工隧道入验证密钥保持一致。

加密算法

选择手工隧道的加密算法，两端的配置必须保持一致。
加密算法支持 DES、3DES、AES-128、AES-256 四种、
及国密算法 SM1、SM4 两种。处于安全性考虑，建议
用户尽量不要使用 DES 算法。
Null，表示不加密，不推荐配置。

入加密密钥

手工配置流入防火墙方向的加密密钥。

出加密密钥

手工配置流出防火墙方向的加密密钥。

压缩算法

选择“不压缩”，不采用压缩算法。选择“Deflate”，
采用 Deflate 数据压缩算法。
两端此参数配置需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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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0.5.2 指定进入隧道的数据流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通过安全策略引流。
动作选择“安全连接（隧道）”，指定进行数据封装的隧道。当数据为隧道报
文时，还需要指定数据来自哪个隧道。
其他参数的配置跟普通安全策略一致。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0.5.3 查看 IPSec 手工隧道
查看 IPSec 手工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在 “IPSec 手工隧道”页面查看已
经创建的隧道信息。
在手工隧道列表中，用户可以查看手工隧道的隧道名称、SPI、本端地址、对
端地址、算法、发送和接收数据包、隧道状态等信息。

IPSec 隧道查询
防火墙支持通过隧道名称进行 IPSec 隧道查询。

10.6 SSL VPN
SSL VPN 主要用于解决远程用户访问公司内部资源时的安全问题。防火墙提
供 SSL VPN 功能，用户通过浏览器下载 SSL VPN 客户端之后，通过客户端
与防火墙建立 SSL VPN 加密隧道，便可以直接访问公司内部资源。

10.6.1 简介
SSL VPN 支持对远程用户进行单因子认证和双因子认证。


单因子认证

奇安信集团

10-2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单因子认证可以是用户名/密码认证（也称为“口令认证”），也可以是证
书认证。但采用的认证服务器为“证书服务器”时，采用证书认证；采
用其他服务器时，采用口令认证。


双因子认证
双因子认证需要同时选择证书认证服务器和用户名认证服务器，同时对
证书和用户名/密码进行认证。口令认证支持本地认证服务器，也支持第
三方认证服务器。证书认证支持从浏览器或 Ukey 中读取证书进行认证。

通过 SSL VPN 加密隧道连接上防火墙的远程用户，访问公司内部资源的行为
同样可以通过防火墙的安全策略进行控制。

10.6.2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当存在一条 SSL VPN 隧道，接口的本地 IP 地址设置为“auto”时，该
SSL VPN 隧道使用的端口号不能与其他 SSL VPN 隧道的端口号一样，否
则会导致其他 SSL VPN 隧道监听失败。



导出客户端证书时必须选择“PKCS12”格式，同时导出公私钥信息。



SSL VPN 不支持 IPv6。

10.6.3 配置流程
步骤 1 根据认证类型选择配置：
1.

采用口令认证时，需要添加 SSL VPN 用户或用户组。创建用户的配置请
参见 7.2 用户。

2.

采用证书认证时，需要在客户端安装证书。该证书必须是证书服务器可
信任 CA 签发的证书。

步骤 2 单因子认证时，添加用于对 SSL VPN 用户或证书进行认证的认证服务器，双
因子认证时，同时添加用于对 SSL VPN 用户和证书进行认证的认证服务器。
步骤 3 配置 SSL VPN 隧道，并配置应用的 VPN 地址池。
步骤 4 添加安全策略，为用户指定可访问的服务和应用等资源。
步骤 5 在客户端上打开浏览器访问 SSL VPN 接口地址（https://fw-ip:sslvpn-port，
fw-ip
是防火墙接口 IP 地址，sslvpn-port 是 SSL VPN 端口号）。下载 SSL VPN 拨
号工具（SSLVPNClient_setup.exe），安装并登录，建立 SSL VPN 隧道。

10.6.4（可选）添加认证用户
采用口令认证或双因子认证时，需要添加认证用户。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用户”，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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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配置认证用户的名称、密码、有效期等参数。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可根据需要规划用户所属的用户组和用户角色。

10.6.5（可选）添加认证服务器
采用证书认证时，需添加“证书认证类型”的认证服务器。采用口令认证时，
需添加其他类型的认证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单击“添加”。
步骤 2 配置认证服务器参数。
“证书认证”类型的认证服务器，选择的对端可信 CA 必须是 RSA 证书。SSL
VPN 客户端安装的证书必须是该 CA 签发的证书。
详细配置请参见 7.2.3 认证服务器。

10.6.6 生成服务器证书和客户端证书
可通过本地 CA 中心或其他 CA 中心生成服务器证书和客户端证书。以本地
CA 中心生成证书为例。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生成自签发 CA 或导入第三方 CA。
签名算法为 RSA 算法。
步骤 2 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一般证书”，单击“生成一般证书”。
配置生成服务器证书和客户端证书。仅需要对客户端进行证书认证时，需要
生成客户端证书。
步骤 3 （可选）选中客户端证书，单击“导出”。导出证书格式为“PKCS12”。
将证书导出并保存到远程用户 PC 上。并在浏览器中安装该证书。
步骤 4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可信 CA”，单击“导入”，导入方式为“从
本地 CA 中心”，单击“导入”。
步骤 5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证书列表”，单击“导入”，一般证书选择
生成的服务器证书，可信 CA 选择生成该证书的可信 CA。单击“导入”。

10.6.7 配置 SSL VPN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SSL VPN”。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SSL VPN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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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SSL VPN 隧道的名称。

接口

选择启用 SSL VPN 隧道的接口。3G/4G 接口不能用于
建立 SSL VPN 隧道。

本地 IP 地址

选择启用 SSL VPN 隧道的接口 IPv4 地址。
选择 auto 时，默认接口上面的所有 float 类型 IP 地址
都可以进行连接。
若是选择了接口中的其中一个 float 类型的 IP 地址，则
只有选择的 float 类型的 IP 地址进行连接，其他的 IP
地址不进行连接。
连接的端口为用户设置的端口，默认为 64443。

端口

指定 SSL VPN 隧道的端口，默认为 64443。
用户可以修改 SSL VPN 隧道端口，但是范围必须在
1025~65535 之间。
若一个端口已经分配给接口本地 IP 地址为 auto 的 SSL
VPN 隧道，则其他 SSL VPN 隧道不能再使用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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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PN 地址池

选择客户端地址池对象。若没有提前配置 VPN 地址池，
则选择“添加 VPN 地址池”，添加一个新的 VPN 地
址池。一个地址池只能被引用一次，不能重复引用。
客户端连上防火墙的 SSL VPN 隧道之后，防火墙将为
客户端分配一个客户端地址池中的地址。VPN 地址池
仅支持 IPv4 地址。

启用

勾选启用 SSL VPN 隧道，不勾选则不启用。

服务器证书

选择 SSL VPN 隧道所使用的服务器证书。
需要在“证书管理 > 证书列表”中提前导入，可以使
用本地 CA 为防火墙颁发的证书，也可以导入第三方
CA 为防火墙颁发的证书。

认证设置

认证服务器，在“用户认证 > 认证服务器”中提前添
加。


选择单因子认证，进行口令认证或者证书认证。



选择双因子认证，即证书认证+口令认证。
需指定证书认证的证书认证服务器，再指定口令认
证的用户名认证服务器。

当选择“证书认证服务器”后，自动开启客户端证书
认证。
认证共享，同一认证账户是否开启共享。
不勾选，认证账户则为独享，同时只许一人登录。
勾选，认证账户则为共享，同时可以多人登录。
可访问网络列表

目的地址：远程客户端连入 SSL VPN 之后，可以访问
的内网地址。
子网掩码：内网地址的子网掩码，输入 255.255.255.255
时，代表单个地址。
跃点数：即远程客户端路由表中的 metric 值。跃点数
越小的越优先。

算法强度

选择 SSL VPN 隧道加密算法和验证算法的强度。
所有：3DES-SHA1，AES256-SHA1，AES128-SHA，
DES-SHA1
高：3DES-SHA1，AES256-SHA1
中：AES128-SHA1
低：DES-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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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空闲时间

监测客户端通过 SSL VPN 隧道是否还有访问流量，超
过空闲时间仍然没有流量，则防火墙将用户登出。默
认空闲时间为 60 分钟。

客户端心跳超时

设置客户端心跳超时时间，默认为 3 分钟，范围为 1-10
分钟。
客户端超时后，防火墙会断开与客户端之间的 SSL
VPN 连接。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SSL VPN 列表中可以查看到 SSL VPN 绑定接口、端口号、客户端地址池、
本地证书、认证服务器等信息。

10.6.8 登录 SSL VPN 客户端
步骤 1 在客户端上打开浏览器访问 SSL VPN 接口地址（http://fw-ip:sslvpn-port，fw-ip
是防火墙接口 IP 地址，sslvpn-port 是 SSL VPN 端口号）。
步骤 2 下载 SSL VPN 拨号工具（SSLVPNClient_setup.exe）。
步骤 3 双击 SSLVPNClient_setup.exe，安装 SSL VPN 客户端。
步骤 4 安装完成后，打开 SSL VPN 客户端。输入防火墙公网接口 IP 地址，单击连
接。

步骤 5 进行口令认证时，弹出用户名、密码登录界面。输入 SSL VPN 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登录”。进行证书认证时，弹出证书选择页面，选择正确的证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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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确定”。若没有安装证书，则会提示没有可选证书。双因子认证时，先
进行证书认证，再进行口令认证。
图10-8 口令认证页面

图10-9 证书认证页面

步骤 6 登录成功后，获取内网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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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L2TP VPN
L2TP 是一种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 VPN 协议，使用 UDP 1701 端口。防火墙
提供的 L2TP 服务器功能，给 L2TP 拨号客户端分配内网 IP。客户端可以通
过分配的 IP 访问用户内网。
L2TP 本身不提供加密功能，通过开启 L2TP over IPSec，可以通过 IPSec 加密
L2TP 报文，提高通信的安全性。

10.7.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要对客户端用户进行认证必须先在防火墙或 RADIUS 服务器上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的配置请参见 7.2 用户。


仅支持做为 LNS，不支持作为 LAC。

10.7.2 添加认证用户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用户”，单击“添加”。
步骤 2 配置认证用户的名称、密码、有效期等参数。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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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规划用户所属的用户组和用户角色。

10.7.3 添加认证服务器
L2TP 用户仅支持本地服务器认证和 RADIUS 服务器认证。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器”，单击“添加”。
步骤 2 配置认证服务器参数。
详细配置请参见 7.2.3 认证服务器。

10.7.4 配置 LNS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L2TP VPN”。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L2TP VPN 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L2TP VPN 的名称。

描述

L2TP VPN 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L2TP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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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口

指定开启 L2TP VPN 隧道的接口。

本端 IP 地址

选择 L2TP VPN 的隧道接口 IP 地址。
选择 auto 时，客户端可以向接口任意一个 float 类型的
IPv4 地址发送请求，防火墙都可以响应。

认证服务器

认证服务器用于对拨号用户进行认证。认证服务器支
持本地服务器及 Radius 服务器。

VPN 地址池

指定为客户端分配地址的地址池名称。若需要添加新
的地址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 VPN 地址池”。

保活时间

配置为 0 时，不启用客户端保活探测。
保活时间可配置范围为 10~60 秒。例如配置为 10 秒时，
防火墙会每隔 10 秒向客户端发送 keepalive 报文，如
果防火墙没有收到应答，则会启动保活机制继续进行
探测，若在 3 次探测后中仍然无应答，则认为客户端
离线，断开连接。

认证方式

可选择 pap、chap、ms-chap 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客户端使用的认证方式必须是选中的认证方式中的一
种。

Over IPSec

当 L2TP VPN 结合 IPSec VPN 使用时，需要指定 IPSec
VPN 隧道的名称。
针对 MAC 系统的 L2TP over IPSec，防火墙侧的 IKE
网关要配置为“动态地址模式”+“接收任意对端 ID”；
针对 Window 系统的 L2TP over IPSec，防火墙侧的 IKE
网关要配置为“拨号用户组”。连接类型为“响应者”。
IPSec 隧道对 L2TP 数据进行封装，配置 IPSec 时建议
保护数据流配置为 any。

隧道密码

当 LAC 端配置了隧道密码时，LNS 上也需要指定一致
的隧道密码。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L2TP VPN 列表中可以查看到每一条 L2TP 隧道绑定的接口、认证服务器、客
户端地址池、保活时间、认证方式、over IPSec 的 IPSec 隧道名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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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PPTP VPN
PPTP 是一种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 VPN 协议，使用 TCP 1723 端口。PPTP 客
户端通过 PPTP 拨号方式连接防火墙，认证通过后，防火墙为 PPTP 客户端
分配内网 IP。PPTP 客户端可以使用分配的内网 IP 访问内部网络。

10.8.1 配置 PPTP 用户
远端用户必须通过 PPTP 认证后才能接入 PPTP VPN 网络。
要对客户端用户进行认证必须现在防火墙或 RADIUS 服务器上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的配置请参见 7.2 用户。

10.8.2 配置 PPTP 服务器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PPTP VPN”。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PPTP VPN 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PPTP VPN 的名称。

描述

PPTP VPN 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PPTP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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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口

选择开启 PPTP VPN 的接口。

本端 IP 地址

选择 PPTP VPN 的隧道接口 IP 地址。
选择 auto 时，客户端可以向接口任意一个 float 类型的
IPv4 地址发送请求，防火墙都可以响应。

认证服务器

选择 PPTP VPN 客户端认证服务器名称。认证服务器
支持本地服务器及 Radius 服务器。

VPN 地址池

指定为客户端分配地址的地址池名称。若需要添加新
的地址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 VPN 地址池”。

保活时间

保活时间可配置范围为 10~60 秒。例如配置为 10 秒时，
防火墙会每隔 10 秒向客户端发送 keepalive 报文，如
果防火墙没有收到应答，则会启动保活机制继续进行
探测，若在 3 次探测后中仍然无应答，则认为客户端
离线，断开连接。

认证方式

可选择 pap、chap、ms-chap 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客户端使用的认证方式必须是选中的认证方式中的一
种。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PPTP VPN 列表中可以查看到每一条 PPTP 隧道绑定的接口、认证服务器、客
户端地址池、保活时间、认证方式等信息。

10.9 GRE VPN
GRE，通用路由封装。GRE 采用了 Tunnel（隧道）技术，是工作在网络层的
VPN 技术。
防火墙支持 GRE 隧道，将网络层协议（如 IP、IPX）的数据报文进行封装，
使这些被封装的数据报文能够在另一个网络层协议（如 IP）中传输。

10.9.1 创建 Tunnel 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隧道接口”。
步骤 3 配置隧道接口。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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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可选）配置接口 IP 地址。
隧道接口上如果不指定 IP 地址，则建立 GRE 隧道时使用的是源接口上配置
的第一个类型为 float 的地址。
步骤 5 （可选）绑定隧道。
此处可以不配置，可以在 GRE 隧道配置时绑定 Tunnel 接口。
步骤 6 单击“确定”。

10.9.2 配置 GRE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GRE 隧道”。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GRE 隧道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GRE 隧道的名称。

描述

添加 GRE 隧道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GRE 隧道。

启用

选中复选框，启用 GRE 隧道。否则 GRE 隧道不生效。

源接口

选择 GRE 隧道所使用的源接口名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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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源地址

选择 GRE 隧道所使用的源接口 IP 地址。
选择 auto 时，作为发起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第一个 float
类型的地址；作为接收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的任意一
个 float 类型的 IP 地址。

目的地址

GRE 隧道的目的地址，即 GRE 隧道对端物理接口上的
IP 地址。

隧道接口

选择防火墙上的隧道接口。

Over-IPSec

与 IPSec 结合使用时，选择 IPSec 隧道名称。

高级配置
键值

用于认证对端隧道。
两端键值配置要一致。配置为 0 代表不启用。

设置检验和

用于对端检验防火墙发送的 GRE 报文是否合法。
勾选之后，防火墙会在发送 GRE 报文时设置检验和，
对端接收到之后会根据接收到的报文计算一个新的检
验和与防火墙中设置的检验和进行对比，不一致就丢
弃报文，一致则报文合法。

保活探测

勾选启用保活探测，不勾选则不启用。
探测周期：默认为 300 秒，每隔 300 秒进行一次探测，
用户可以自定义。
重试次数：默认为 10 次，用户可以自定义。探测无应
答之后重试的次数，超过重试次数仍然无应答，则 GRE
隧道失效。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完 GRE 隧道之后，用户还需要在静态路由中添加相应的静态路由，将需
要通过 GRE 隧道传输的流量牵引至隧道接口上。
GRE 隧道列表可以查看每一条隧道的隧道源接口、目的地址、隧道接口、Over
IPSec 的隧道名称等信息。

10.9.3 查看 GRE 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在右侧下拉框中分别选择“GRE 隧
道”。若需要查询特定的隧道，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隧道名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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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RE 隧道监控界面，用户可以查看 GRE 隧道建立之后的隧道名称、对端
标识、本端地址、目的地址、发送字节、接收字节及状态。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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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XLAN

11.1 简介
背景说明
VXLAN（Virtual eXtensible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扩展本地网络）是
RFC7348 定义的 VLAN 扩展方案。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发展，虚拟机部署越来越多，二层网段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但传统的 IP 网络存在如下问题：
1.

虚拟机规模受到网络规格的限制，大 L2 网络里，报文通过查询 MAC 地
址转发，MAC 表容量限制了虚拟机的数量。

2.

网络隔离的限制，普通的 vlan 和 VPN 配置无法满足动态网络调整的需求，
同时配置复杂。

3.

虚拟器搬迁受到限制，虚拟机启动后假如在业务不中断基础上将该虚拟
机迁移到另外一台物理机上去，需要保持虚拟机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等
参数保持不变，这就要求业务网络是一个二层的网络。

当大量虚拟机接入传统交换机时，就会出现“VLAN 数量不足”、“二层网络
边界限制”、“多租户场景下不适应”等问题，VXLAN 的目的就是解决虚拟
化给网络带来的挑战。

VXLAN 基本组网
VXLAN 采用 MAC in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封装方式，是 NVO3
（Network Virtualization over Layer 3）中的一种网络虚拟化技术。

奇安信集团

11-1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图11-1 VXLAN 基本组网示意图

图中两台终端 Terminal 1 和 Terminal 2 位于不同的网络中，二者通过路由器
来实现互通，通过 VXLAN 可以使得这两台终端在“逻辑上”位于同一个链
路层网络中。而与两台终端直接相连的路由器也在逻辑上构建了一条在虚拟
链路中的通道 VXLAN Tunnel，这样的设备被称之为“VXLAN 隧道终端”，
即 VTEP(VXLAN Tunnel End Point)。
在 VXLAN 标准中，引入了一个被称为 VTEP 的逻辑体，来完成 VXLAN 报
文的封装和解封装。VTEP 与物理网络相连，分配有物理网络的 IP 地址，该
地址与虚拟网络无关。
图11-2 VTEP 逻辑功能示意图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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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应用场景
11.2.1 相同网段不同站点间通信
企业中存在不同数据中心（物理上隔离）相同网段 VM，要求实现 VM 互通。
防火墙支持作为二层 VXLAN 网关，建立 VXLAN 隧道，实现不同网段终端
用户互通。

11.2.2 不同网段不同站点间通信
企业中存在不同数据中心不同网段 VM，要求实现 VM 互通。FW3 作为
VXLAN 三层网关，FW1、FW2 作为 VXLAN 二层网关，FW1、FW2 分别与
FW3 之间建立隧道，通过 VXLAN 三层网关实现不同网段的终端用户互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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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原理描述
11.3.1 VXLAN 报文封装格式
VXLAN 采用 MAC in UDP 的封装格式进行报文传输。VXLAN 通过将逻辑
网络中通信的数据帧封装在物理网络中进行传输，封装和解封装的过程由
VTEP 节点完成。VXLAN 传输过程中，将逻辑链路网络的数据帧添加 VXLAN
首部后，依次添加 UDP 首部，IP 首部，以太帧首部后，在网络网络中传输。
VXLAN 的报文封装格式如图 11-3 所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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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VXLAN 报文封装格式

VXLAN 首部由 8 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为标志位，其中 0 到 3，5 到 7 为
都是预留，4 位为 I，
I 设置为 1 表示合法的 VXLAN 首部。第 5-7 字节为 VXLAN
标识符 VNI，用来表示唯一的一个逻辑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外部 UDP 首部的目的端口号为 VXLAN 端口号，默认为 4789。
外部 IP 首部中的源 IP 和目的 IP 地址为通信双方 VTEP 的地址。

11.3.2 VXLAN 通信
通信模式
VM 之间的通信模式主要有 3 种：


同 VNI 下的不同 VM。



不同 VNI 下的跨网访问。



VXLAN 和非 VXLAN 之间的访问。

奇安信集团

11-5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VXLAN 网关分为二层网关和三层网关。




二层网关用于同一网段的终端用户通信，二层网关收到用户报文后，根
据报文中包含的目的 MAC 类型，报文转发流程分为：
−

目的 MAC 地址为 BUM（Broadcast 广播，Unknown Unicast 未知单播，
Multicast 组播）地址，发送 flood 报文学习 MAC 地址后按 MAC 表进
行报文转发。

−

目的 MAC 地址为已知单播地址，发送单播报文按照 MAC 表进行报文
转发。

三层网关用于非同一网段的终端用户通信或 VXLAN 和非 VXLAN 用户
间的通信。目的 MAC 属于 VNI 三层虚拟接口地址，将包发给三层虚拟
接口。

11.3.3 VXLAN MAC 地址表项的生成方式
VXLAN 通过 MAC 地址表进行报文转发。VXLAN MAC 地址表项的生成方
式有两种：自动生成、手工配置。
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表项。

自动生成 VXLAN MAC 地址表项
一般情况下，VXLAN MAC 地址表是通过 VXLAN MAC 地址学习过程自动
建立的。MAC 地址表的学习过程如图 11-4 所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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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VXLAN MAC 表学习

1、 VM1 发送 ARP 广播报文，请求 VM3 的 MAC 地址。ARP 广播报文的源 MAC
为 VM1 的 MAC 地址 MAC1，目的 MAC 为全 1 的广播地址、源 IP 为 VM1
的 IP 地址 IP1、目的 IP 为 VM3 的 IP 地址 IP3.
2、 VTEP1 收到 ARP 请求后，判断报文是否需要进入 VXLAN 隧道。并确定报
文所属的 VNI。同时 VTEP1 学习 MAC1、VNI 和接口 IP 的对应关系，记录
在本地 MAC 表中。VTEP1 对报文进行 VXLAN 封装，外层源 IP 为本地 VTEP
的 IP 地址 IP-v1，外层目的 IP 分别为对端 VTEP 的 IP 地址（图中有两个对
端 VTEP，分别为 VTEP2、VTEP3），外层源 MAC 地址为本地 VTEP 的 MAC
地址 MAC-v1，而外层目的 MAC 地址为去往目的网络的下一跳设备的 MAC
地址。封装后的报文，根据外层 MAC 和 IP 信息在 IP 网络中传输，直到到
达对端 VTEP。
3、 报文到的 VTEP2 和 VTEP3 后，进行 VXLAN 解封装。同时 VTEP2 和 VTEP3
学习 VM1 的 MAC 地址、VNI 和远端 VTEP（IP-v1）的 IP 地址对应关系，
并记录在本地 MAC 表中。之后，VTEP2 和 VTEP3 在对应二层域内进行广
播。VM2 和 VM3 收到 ARP 请求后，比较报文中的目的 IP 地址是否为本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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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P 地址。如果是自身 IP 地址则进行 ARP 响应，否则丢弃报文。
4、 VM3 发送 ARP 响应报文给 VM1（VM3 已知 VM1 的 MAC 地址，直接发送
单播响应报文即可）。报文源 MAC 为 MAC3，目的 MAC 为 MAC1，源 IP
为 IP3，目的 IP 为 IP1。
5、 VTEP3 收到 VM3 发送的 ARP 应答报文后，识别报文所属的 VNI。同时 VTEP3
学习 VM3 的 MAC 地址 MAC3、VNI 和接口 IP 的对应关系，并记录在本地
MAC 表中。之后 VTEP3 对报文进行 VXLAN 封装。封装的外层源 IP 地址为
VTEP3 的 IP 地址，外层目的 IP 地址为对端 VTEP（VTEP1）的 IP 地址，外
层源 MAC 地址为本地 VTEP 的 MAC 地址，外层目的 MAC 地址为去往目的
IP 网络的下一跳设备的 MAC 地址。封装后的报文，根据外层 MAC 和 IP
信息，在 IP 网络中传输，直到到达对端 VTEP。
6、 报文到达 VTEP1 后，VTEP1 对报文进行解封装，得到 VM3 发送的原始报
文。VTEP1 学习 VM3 的 MAC 地址、VNI 和远端 VTEP（VTEP3）的 IP 地址
对应关系，记录在本地 MAC 表中。之后，VTEP1 将报文解封装后发送给
VM1。
学习到 MAC 地址表中，VM1 和 VM3 发送报文就可以直接查找对应的 MAC
地址表，直接发送单播报文进行通信。

手工配置 MAC 表项
管理员可通过手工方式在 VXLAN MAC 地址表中配置 MAC 地址与 VNI、对
端 VTEP 的绑定关系。手工配置的 MAC 表项不存在超时时间。

11.4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根系统和虚拟系统下都支持配置 VXLAN。
Underlay 只支持 IPv4，overlay 支持转发 IPv6 流量。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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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配置 VXLAN
11.5.1 作为二层 VXLAN 网关
添加 Overlay NVE 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verlay Nve 接口”。
步骤 3 配置 Overlay Nve 接口参数。
接口名称默认为 nve1，封装类型为 vxlan，工作模式为交换模式 Trunk。选择
接口所属的安全域，配置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和 Native VLAN。
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必须包括 VXLAN 网络映射的 VLAN ID。
不选择安全域，则安全域默认取值为 any，即可以是任意安全域。Native VLAN
默认值为 1。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VXLAN 基本配置
VTEP 为 VXLAN 隧道终结点，VXLAN 报文中源 IP 地址为本地 VTEP 地址，
目的 IP 地址为对端节点的 VTEP 地址，一对 VTEP 地址就对应着一个 VXLAN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在“VXLAN 基本配置”页面，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VXLAN 功能。
步骤 3 配置本地 VTEP 地址。
该接口为与对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用于与对端 VTEP 协商。接口
IP 地址必须为 IPv4 地址，格式为点分十进制。
步骤 4 配置本地 VTEP 端口。
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默认端口为 4789。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VXLAN 网络管理
VXLAN 网络标识 VNI（VXLAN Network Identifier）类似于 VLAN ID，用于
区分 VXLAN 段，不同 VXLAN 段的虚拟机不能直接二层相互通信。一个 VNI
表示一个租户。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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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单击“VXLAN 网络管理”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VXLAN 网络参数。
参数

说明

VNI

指定 VXLAN 网络的 VNI。VNI 由 24 比特组成，唯一标
识一个 VXLAN 网络。其取值范围为 1~16777215。

映射 VLAN ID

配置 VXLAN 网络映射的 VLAN ID。取值范围为 0~4094。
取值为 0 表示不开启映射 VLAN 功能。
只有开启映射 VLAN 功能，overlay nve 接口状态才会启用。
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必须包含 VXLAN 映射的
VLAN ID。

对端 VTEP

配对端 VTEP 与本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
对端 VTEP 的 IP 地址会作为 VXLAN 报文的目的地址。取
值为点分十进制格式。可以配置多项，用回车符隔开，最
多配置 32 项。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1.5.2 作为三层 VXLAN 网关
VXLAN 基本配置
VTEP 为 VXLAN 隧道终结点，VXLAN 报文中源 IP 地址为本地 VTEP 地址，
目的 IP 地址为对端节点的 VTEP 地址，一对 VTEP 地址就对应着一个 VXLAN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在“VXLAN 基本配置”页面，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VXLAN 功能。
步骤 3 配置本地 VTEP 地址。
该接口为与对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用于与对端 VTEP 协商。接口
IP 地址必须为 IPv4 地址，格式为点分十进制。
步骤 4 配置本地 VTEP 端口。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默认端口为 4789。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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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LAN 网络管理
VNI（VXLAN Network Identifier）：VXLAN 网络标识 VNI 类似于 VLAN ID，
用于区分 VXLAN 段，不同 VXLAN 段的虚拟机不能直接二层相互通信。一
个 VNI 表示一个租户。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单击“VXLAN 网络管理”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 VXLAN 网络参数。
参数

说明

VNI

VNI 由 24 比特组成，取值范围为 1~16777215。

映射 VLAN ID

取值范围为 0~4094。取值为 0 表示不开启映射 VLAN 功
能。
只有开启映射 VLAN 功能，overlay nve 接口状态才会启用。
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必须包含 VXLAN 映射的
VLAN ID。

对端 VTEP

配对端 VTEP 与本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
对端 VTEP 的 IP 地址会作为 VXLAN 报文的目的地址。取
值为点分十进制格式。可以配置多项，用回车符隔开，最
多配置 32 项。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 Overlay 路由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verlay 路由接口”。
步骤 3 配置 Overlay 路由接口参数。
接口名称必须以 vn 开头，后面追加数字 1~512。例如“vn1”。接口的封装
类型为 vxlan。
选择接口绑定的 VNI 和安全域。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此接口 IP 地址可以随
意指定，但是跟对端的 Overlay 路由接口 IP 地址必须为相同网段。
添加接口地址，接口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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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同时作为二三层 VXLAN 网关
添加 Overlay NVE 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verlay Nve 接口”。
步骤 3 配置 Overlay Nve 接口参数。
接口名称默认为 nve1，封装类型为 vxlan，工作模式为交换模式 Trunk。选择
接口所属的安全域，配置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和 Native VLAN。
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必须包括 VXLAN 网络映射的 VLAN ID。
不选择安全域，则安全域默认取值为 any，即可以是任意安全域。Native VLAN
默认值为 1。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VXLAN 基本配置
VTEP 为 VXLAN 隧道终结点，VXLAN 报文中源 IP 地址为本地 VTEP 地址，
目的 IP 地址为对端节点的 VTEP 地址，一对 VTEP 地址就对应着一个 VXLAN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在“VXLAN 基本配置”页面，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 VXLAN 功能。
步骤 3 配置本地 VTEP 地址。
该接口为与对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用于与对端 VTEP 协商。接口
IP 地址必须为 IPv4 地址，格式为点分十进制。
步骤 4 配置本地 VTEP 端口。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默认端口为 4789。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VXLAN 网络管理
VNI（VXLAN Network Identifier）：VXLAN 网络标识 VNI 类似于 VLAN ID，
用于区分 VXLAN 段，不同 VXLAN 段的虚拟机不能直接二层相互通信。一
个 VNI 表示一个租户。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步骤 2 单击“VXLAN 网络管理”页签。
步骤 3 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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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 VXLAN 网络参数。
参数

说明

VNI

VNI 由 24 比特组成，取值范围为 1~16777215。

映射 VLAN ID

取值范围为 0~4094。取值为 0 表示不开启映射 VLAN 功
能。
只有开启映射 VLAN 功能，overlay nve 接口状态才会启用。
接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必须包含 VXLAN 映射的
VLAN ID。

对端 VTEP

配对端 VTEP 与本端 VTEP 通信的接口的 IP 地址。
对端 VTEP 的 IP 地址会作为 VXLAN 报文的目的地址。取
值为点分十进制格式。可以配置多项，用回车符隔开，最
多配置 32 项。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 Overlay 路由接口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verlay 路由接口”。
步骤 3 配置 Overlay 路由接口参数。
接口名称必须以 vn 开头，后面追加数字 1~512。例如“vn1”。接口的封装
类型为 vxlan。
选择接口绑定的 VNI 和安全域。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此接口 IP 地址可以随
意指定，但是跟对端的 Overlay 路由接口 IP 地址必须为相同网段。
添加接口地址，接口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1.5.4 VXLAN 动态 MAC
防火墙支持动态学习 VXLAN MAC 地址表。VTEP 从隧道收到远端的 VTEP
发送的 VXLAN 报文后，记录 VNI 并对报文进行解封装，从而还原原始的二
层数据帧，并将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添加到所属 VXLAN 地址表中。
VXLAN 动态 MAC 地址页面可以查看 MAC 地址对应的 VNI 和对端 VTEP
及超时时间。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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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网络的变化，MAC 地址表需要不断更新，MAC 地址表中自动生成
的表项并非永久有效，每一个表项都存在一个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到期仍未
更新的表项将被删除。如果到达超时时间前表项记录被刷新，则该表项的超
时时间重新计算。

11.5.5 VXLAN 静态 MAC
静态配置 VXLAN MAC 地址表是指手工方式指定远端虚拟机的 MAC 地址所
属的 VNI 和 VTEP 地址。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XLAN > VXLAN 静态 MAC”。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VXLAN 静态 MAC 参数。
参数

说明

封装类型

VXLAN 隧道封装类型为“vxlan”。

MAC 地址

VM 的源 MAC 地址。

VNI

标识 VM 所属的 VXLAN 段。

对端 VTEP

对端 VTEP 的 IP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的 MAC 项可以在 VXLAN 静态 MAC 列表中查看，可以查看 MAC
地址对应的 VNI 和对端 VTE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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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全策略与安全配置文件
防火墙通过安全策略对流量进行控制。在安全策略中可以通过引用安全配置
文件或安全配置文件组对流量执行安全配置文件定义的内容安全检测。
安全配置文件包括反病毒、IPS 入侵防护（包括漏洞防护、防间谍软件）、URL
过滤、文件过滤、内容过滤、邮件过滤、行为管控、联动终端管控。
安全配置文件组是包括反病毒、IPS 入侵防护（包括漏洞防护、防间谍软件）、
URL 过滤、文件过滤、内容过滤、邮件过滤、行为管控、联动终端管控中的
一种或多种安全配置文件的组合。
一个安全配置文件或安全配置文件组可以被多个安全策略引用。
安全策略中引用了安全配置文件时，若需要对 SSL 加密的流量进行内容检测，
需要配置 SSL 解密策略对流量进行解密。

12.1 安全策略
防火墙通过安全策略对流量进行控制。安全策略决定流量能否通过防火墙，
是否需要通过 VPN 隧道传输。流量命中安全策略，且动作为“允许”，则该
流量允许通过防火墙；流量命中安全策略，且动作为“拒绝”或流量不能命
中安全策略列表中任意一条安全策略，则拒绝该流量通过。动作为“安全连
接”则需要对流量进行加密通过 IPSec 隧道传输。

12.1.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安全策略列表中的安全策略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匹配，越靠前的安
全策略优先级越高。因此配置安全策略时，需要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顺
序。这样流量才会优先匹配更精细的特殊策略，而不会匹配上一般策略。



没有匹配任何安全策略的流量，防火墙默认拒绝。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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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安全性的考虑，建议指定精确的源 IP 地址和目的地址，而不是配置
为“any”。



为了更合理的分配存储和分析性能，仅对需要记录日志的流量开启日志
记录功能。

12.1.2 新建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可以基于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源用户、源地址/地区、目的地址
/地区、服务、应用、时间、参数对流量进行限制，并可以对流量进行漏洞防
护、防间谍软件、URL 过滤、反病毒、内容过滤、文件过滤、邮件过滤、行
为管控、联动终端控制等安全检测。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安全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安全策略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安全策略的名称。

描述

为安全策略添加说明。

启用

安全策略必须启用后才能生效。

动作

配置流量匹配该安全策略后执行的动作。


允许
流量匹配安全策略后，允许该流量通过防火墙。



拒绝
流量匹配安全策略后，直接丢弃，不允许该流量通过防火
墙。



安全连接（隧道）
流量匹配该安全策略后，对该流量进行加封装操作，流量
通过隧道进行传输。

隧道

当动作选择“安全连接（隧道）”时，需指定本段的隧道名
称。

源安全域

选择入接口所属的安全域。支持选择多个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

选择出接口所属的安全域。支持选择多个安全域。

奇安信集团

12-2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源用户

选择发送流量的认证服务器和用户或用户组。多个源用户之
间通过英文逗号(,)分隔。
安全策略不对用户进行认证，仅基于用户进行流量访问控
制。

源地址/地区

选择流量的源地址/地区。源地址支持地址对象和地址组，
地区支持预定义国家/地区和自定义国家地区。请根据场景
配置宽松或严格的源地址/地区。
在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可以搜索下拉框中的地址或地区。
单击“源地址/地区”的文本框，选择要添加的地址或地区。
默认显示所有地址、地址组和地区。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只
显示地址、地址组、预定义区域或自定义区域。
单击“添加”按钮，可以添加新的地址对象、地址组和地区。
对选中的地址或地区，可以通过“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目的地址/地
区

选择流量的目的地址/地区。

服务

服务用于设置允许或拒绝通过的流量的服务类型。默认显示
所有服务。在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可以进行搜索。选中服务
前的复选框后，单击安全策略页面的任意位置，返回安全策
略页面，服务被添加到对应文本框中。

选择的方法与选择源地址/地区相同。

通过指定服务可以对流量进行针对服务的策略限制。
应用

应用用于设置允许或拒绝通过的流量的应用或应用组。默认
显示所有应用和应用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可以进行搜
索。选中应用或应用组前的复选框后，单击安全策略页面的
任意位置，返回安全策略页面，应用被添加到对应文本框中。
通过指定应用可以对流量进行针对应用的策略限制。

说明
在识别出流量的应用后才会进行应用参数的匹配。在识别出流量的应
用前只进行其他参数的匹配。

来自隧道

当需要命中的流量是通过隧道从对端发往本防火墙时，用户
需要在来自隧道中指定隧道的名称。同时，源地址中选择的
地址范围为对端内网地址，目的地址中选择的地址范围为本
地内网地址。

时间

时间用于对流量进行基于时间段的限制。例如，工作时间和
休息时间配置不同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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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LAN

当防火墙工作在透明模式时，可以对不同 VLAN 的流量进
行限制。

流量日志

选中“记录日志”复选框，开启记录流量日志功能。会话结
束时记录日志。
请根据需要开启记录日志功能，推荐仅开启重要流量的日志
记录功能。
域名日志只有命中安全策略且开启了流量日志开关后才会
记录。

配置文件类型

可以通过安全策略文件或安全策略文件组指定流量进行哪
些内容检测。
选择配置文件时，可以单独指定多种内容过滤的配置文件。
支持引用的安全配置文件包括漏洞防护、防间谍软件、URL
过滤、反病毒、内容过滤、文件过滤、邮件过滤、行为管控、
联动终端管控。

长连接

选中“长连接”复选框后，启用长连接功能。
在长连接文本框中选择一个长连接，或通过添加方式设置长
连接的名称和时间。
添加长连接后可以对该长连接会话进行安全策略控制。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在安全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看到配置好的安全策略的名
称、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源地址/地区、目的地址/地区、服务、应用、
时间、安全配置文件、动作、命中数。
可以在列表中设置开启或关闭某条安全策略。
对于安全策略列表中的安全策略可以进行编辑、复制、删除、调序、清除命
中数、搜索、刷新等操作。

12.1.3 复制创建安全策略
防火墙支持通过复制方式创建一条新的安全策略。
步骤 1 选中一条创建好的安全策略。
步骤 2 单击“复制”。
步骤 3 设置安全策略的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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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复制方式创建安全策略时安全策略的参数与被复制的安全策略的参数一
致。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设置。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1.4 调整安全策略的顺序
安全策略在安全策略列表中的顺序跟安全策略的优先级有关。最上面的安全
策略优先级最高，优先进行匹配。可以通过调整安全策略在列表中的位置调
整安全策略的执行顺序。越精细的安全策略需要的优先级越高，否则数据流
匹配了更宽泛的安全策略就不会继续匹配精细的安全策略了。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下发的安全策略优先级高于防火墙本地的安全策略。仅可
以调整防火墙本地安全策略的顺序。
步骤 1 选中一条安全策略。
步骤 2 单击“调序”。
步骤 3 选择调整策略。
调整策略关系支持“置顶”、
“之前”、
“之后”和“末尾”。通过这些关键字可
以将安全策略调整到列表顶端、指定策略前、指定策略后和末端。
步骤 4 单击“确定”。

12.1.5 设置显示的安全策略参数
安全策略列表中默认不显示“描述”参数。用户可以单击安全策略列表左侧
的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
参数对应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12.1.6 过滤和查询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支持模糊查询、高级查询、按条件查询等多种查询方式。按条件查
询、高级查询支持下钻查询。

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支持名称、描述、源目安全域、源目地址/地区、服务关键字进行查
询。通过在查询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后，单击
在安全策略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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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过滤条件查询
单击
，添加过滤条件。在“添加过滤条件”中选择连接符、属性名和操作，
并输入查询内容，单击“添加”。

参数

说明

连接符

多个条件之间可以通过连接符“and（与）”或“or（或）”
来连接。


and 表示“与”操作，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日志才会命
中。



or 表示“或”操作，只要满足多个条件中的一条即命中。

查询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查询。and 优先级高于 or。当想
先执行 or 操作时，可以在执行 or 操作的条件外添加单括
号。
属性名

在下拉框中选择要过滤的条件。

操作

在下拉框中选择对属性值所做的运算。下面对所有属性名
下的操作进行说明：

查询内容



=，等于。信息内容与查询内容完全一致才能命中。



!=，不等于。信息内容不等于查询内容的命中。



contains，包含。信息内容只要含有查询内容就命中。

指定某个属性下，用户希望查找的信息内容需要满足的地
址、数值或内容等。

重复这个过程再次添加一个条件关键字。默认连接符为“and”，可以设置为
“or”。设置完成后，单击“关闭”。关闭添加过滤条件页面后，自动开始搜索。
单击

，清除搜索栏中已有的条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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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查询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在“高级查询”对话框中，设置查询条件，进行精
准查询。

12.1.7 查看冗余策略
防火墙支持对创建的安全策略进行冗余分析。冗余分析的结果在“冗余策略”
页面进行显示。
策略冗余分析功能主要的作用是帮助用户在安全策略列表中寻找是否存在冗
余或无法生效的规则，如果存在，就会在策略冗余分析列表中，将相应的安
全策略显示出来，用户可以检查是否是因为配置重复、配置错误、规则顺序
错误导致安全策略规则出现了冗余。
单击每一条冗余策略对应的按钮，可以弹出与该条冗余策略存在冗余关系并
且当前正在生效的安全策略。
用户可以对比生效的安全策略来确定冗余策略该如何进行修改。
策略冗余分析判断方法：
假设有 a,b 两条安全策略，a 策略在前，b 策略在后，即 a 策略比 b 策略的序
号小。b 策略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才会被判断为冗余策略。条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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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策略的源地址范围包含 b 策略的源地址范围相同，类型相同（同是 IPv4，
或同是 IPv6）；
2. a 策略的目的地址范围包含 b 策略的目的地址范围，类型相同（同是 IPv4，
或同是 IPv6）；
3. a 策略的应用包含 b 策略的应用；
4. a 策略的服务包含 b 策略的服务；
5. a 策略的源安全域和 b 策略的源安全域相同；
6. a 策略的目的安全域和 b 策略的目的安全域相同或 a 策略的目的安全域为
any
7. a 策略的 vlan 包含 b 策略的 vlan（如果配置了）；
8. a 策略的时间计划的时间范围包含 b 策略的时间计划的时间范围（如果配
置了）

12.2 反病毒
反病毒介绍防火墙支持的反病毒方案以及如何配置反病毒配置文件。反病毒
配置文件可以配置对 SMTP、POP3、IMAP、FTP、SMB、HTTP 协议进行病
毒防护。通过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反病毒配置文件，可以对匹配安全策略的流
量进行病毒检测。

12.2.1 简介
下一代防火墙支持本地反病毒、云杀毒以及云沙箱检测。同时部署本地杀毒、
云杀毒和云沙箱可以提供病毒查杀率，更好的保证用户网络安全。云杀毒包
括私有云杀毒和公有云杀毒两种方案。

本地反病毒
本地反病毒通过防火墙自带的反病毒功能进行病毒查杀。防火墙本身需要安
装病毒库。用户也可以自定义病毒签名，且支持设置病毒例外。此方式下用
户需要定时更新病毒库，病毒库的好坏直接影响杀毒效果。
防火墙通过反病毒引擎对传输的文件或邮件进行缓存后，对整个文件或邮件
内容进行病毒检测。

私有云杀毒方案
私有云需要部署专门的私有云设备（终端鉴定中心），并配置与终端鉴定中心
协同防护。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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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云适用于防火墙无法连接公网的场景。私有云盒子需要定期从公网更新
病毒库。

公有云杀毒方案
公有云由天御云云防提供云查杀功能。适用于防火墙可以访问公网的场景。
采用公有云杀毒必须开启病毒云查杀功能。

云沙箱病毒检测
云沙箱配合病毒检测功能使用，主要用来检测未知病毒。开启云沙箱后防火
墙将反病毒检测到的可疑文件发送到云沙箱。通过云沙箱触发可疑文件运行，
判断该文件是否为恶意文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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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原理描述
反病毒功能对通过 SMTP、POP3、IMAP、FTP、SMB、HTTP 协议传输的文
件或邮件内容进行病毒检测。在进行病毒检测之前，防火墙先对传输的文件
进行重组，然后对整个文件进行病毒检测。对于超出缓存空间大小的文件或
超出解压次数的文件直接 bypass，进入下一个功能进行检测。文件大小和压
缩层数在文件过滤的全局设置下进行配置。
当同时配置了反病毒和其他安全配置文件功能时，各功能通过一体化检测引
擎进行检测，共同配合，从而提高了防火墙的性能。例如一个安全策略中同
时引用了反病毒与文件过滤配置文件，则符合该安全策略的流量进行应用解
码后，先通过文件过滤进行文件缓存和解压缩并判定文件类型，之后通过反
病毒功能进行病毒检测，而不需要再次缓存文件和进行解压缩操作。因此在
防火墙中同时开启文件过滤、内容过滤等功能与只开启反病毒时，防火墙的
性能差不多。
反病毒处理流程如图 12-1 所示。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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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反病毒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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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使用反病毒功能时，加载的防火墙 License 中反病毒和病毒库升级功能必
须为“已授权”。



云查杀也需要使用本地反病毒引擎，因此本地反病毒功能无法使用时，
云杀毒功能也无法使用。



反病毒配置文件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且受安全策略配置的应用的影
响。例如，安全策略中必须指定 HTTP 才会对 HTTP 进行反病毒检测和
处置。



已经将病毒库升级到最新版本。



为了保证处理效率，反病毒配置文件中仅开启需要进行病毒检测的应用。
网络中未使用的应用无需开启病毒检测。



病毒文件最大解压层数为 6 层，最大不超过 2M。超出范围的文件将直接
放行，不进行病毒检测。最大解压层数和最大文件大小可以在“文件过
滤”的全局配置下进行设置。

12.2.4 添加病毒签名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自定义签名 > 病毒”。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病毒样本参数。
参数

说明

病毒名称

设置病毒的名称。

MD5

MD5 由 32 位 16 进制字符组成。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病毒样本在病毒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病毒的名称、病毒 ID 和 MD5
值和被引用次数。

12.2.5 添加反病毒配置文件
防火墙提供全面、强劲的病毒检测及防护功能，支持通过对 HTTP、SMB 和
FTP 方式上传、下载文件，或 SMTP、POP3、IMAP 协议发送的电子邮件及
其附件等进行病毒扫描，并可以根据扫描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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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配置文件只有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后才会生效。
在病毒检测策略列表界面，可以查看每一条策略针对 HTTP、SMB、FTP、
SMTP、POP3、IMAP 协议病毒检测功能启用/禁用状态及该条策略的引用次
数及引用模块。

配置步骤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反病毒”。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反病毒文件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是否开启样本留存。
开启样本存留后，会在检测到病毒时进行样本留存。在威胁日志中可以下载
并查看该病毒样本。仅带硬盘的防火墙设备支持。
步骤 5 配置反病毒应用解码的协议、方向和动作。

应用解码支持的协议类型为 IMAP、SMTP、POP3、FTP、SMB 和 HTTP。针
对 FTP、SMB、HTTP 协议，可以选择对上传方向、下载方向或双向开启病
毒检测功能。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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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种协议可以分别配置不同的动作。HTTP 协议还可以对不同的应用配置
不同的动作。单击“HTTP”，在页面中选择启用的 HTTP 协议的应用和执行
的动作。

动作包括：


日志
记录日志并放行文件。



阻断
记录日志并阻断文件。

步骤 6 （可选）添加自定义病毒签名，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一个反病毒配置文件支持添加多个自定义病毒签名。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
自定义的病毒签名。可以单击下拉框的下拉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
病毒”，设置病毒名称和病毒 MD5。
自定义病毒签名是对 AV 病毒库的补充。自定义病毒签名的优先级高于病毒
库中的优先级。进行 AV 检测时，先匹配自定义病毒签名。
设置针对自定义病毒的动作。动作包括：


日志
记录日志并放行文件。



阻断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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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日志并阻断文件。


允许
放行文件，不记录日志。

步骤 7 （可选）添加病毒例外。
如果用户认为某个病毒为误报，可以在日志中获取病毒 ID，并在“病毒例外”
界面中的文本框中输入病毒 ID。添加后，再检测到包含此病毒的文件时，系
统将放行该文件。
获取病毒 ID 的方法为：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 > 威胁日志”，威胁日志
列表中“威胁 ID”一列的值即为病毒 ID。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2.6 推送消息设置
推送消息设置包括 Web 浏览病毒推送消息设置、邮件病毒推送消息设置和文
件传输病毒推送消息设置。

Web 浏览病毒推送消息
设置了 Web 浏览病毒推送消息后，当检测到基于 HTTP 协议的病毒，且对于
该病毒的防护动作为阻断时，防火墙会向用户推送浏览的页面，并告知用户
该页面携带的病毒 ID 等信息。

邮件病毒推送消息
设置了邮件病毒推送消息后，当检测到 POP3、IMAP 协议发送的邮件为病毒
时，且对于该病毒的防护动作为阻断时，将丢弃病毒文件，并将邮件内容替
换为模板中定义的推送消息。

文件传输病毒推送消息
设置了文件传输病毒推送消息后，当检测到通过 FTP 上传或下载的文件为病
毒文件时，且对于该病毒的防护动作为阻断时，则丢弃病毒文件，并向用户
发送一个包含推送消息的文档。

设置推送消息
步骤 1 选择要设置的推送消息，单击对应操作下的

。

步骤 2 单击“下载模板”。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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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编辑模板，自定义告警消息。
步骤 4 单击

。

步骤 5 单击“浏览”，选择配置好的推送消息，单击“确定”。
定义好的推送消息可以通过导出功能保存到本地。

12.3 IPS 入侵防御
12.3.1 简介
下一代防火墙的能够实时检测和防御跨站脚本、拒绝服务、恶意扫描、暴力
破解、SQL 注入、Web 攻击、缓冲区溢出及其他攻击漏洞以及病毒蠕虫、木
马后门、僵尸网络等间谍软件。
除入侵防御特征库中预定义的签名外，用户能够添加自定义漏洞签名和间谍
软件签名。
下一代防火墙不仅可以在网络层和传输层分析和跟踪 IP、ICMP、TCP、UDP
等协议，对这些协议的准确性进行验证；还可以对 FTP、HTTP、IMAP、POP3、
SMTP 及其他应用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分析。下一代防火墙可以对 TCP 流进行
流重组检测，并对重组后的数据进行攻击检测。

12.3.2 添加漏洞防护签名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自定义签名 > 漏洞”。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漏洞签名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设置漏洞签名的基本参数。
奇安信集团

12-16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参数

说明

CVEID

指定漏洞的 CVEID。

CNNVDID

指定漏洞的 CNNVDID。

严重性

选择漏洞的严重性。

协议

选择漏洞的协议类型。
HTTP、TCP、UDP。

动作

选择检测出该漏洞后采取的动作。默认为阻断。
日志、阻断、放行和重置。


日志：只记录报警日志，不采取任何动作。



阻断：记录报警日志，丢弃数据包。



放行：允许数据包通过，不采取任何动作。



重置：记录报警日志，丢弃数据包，并重置连接。

步骤 5 配置漏洞规则。
1.

设置是否开启按顺序检测。

2.

单击“添加”，添加漏洞规则，添加完成后，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操作

操作支持匹配、大于、小于和等于。

匹配模式



匹配操作对指定字段的字符串与用户设置的值进行匹配。



大于、小于或等于操作对指定字段的数值与用户设置的值
进行比较。

操作为匹配时，可设置匹配模式。匹配模式支持“文本匹配”
和“正则匹配”。
文本匹配是直接对指定字段的字符串与值指定的字符串进
行匹配；正则匹配则是对字符串与指定字符串按照正则表达
式进行计算后再进行匹配。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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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字段

字段选项跟协议有关系。

值



协议为 HTTP 时，字段选项包括：HTTP.req_uri_path、
HTTP.rsp_headers、HTTP.req_headers、HTTP.req_host、
HTTP.req_method、HTTP.req_referer、
HTTP.req_user_agent、HTTP.req_cookie、
HTTP.req_content_type、HTTP.rsp_body、HTTP.req_body。



协议为 TCP 时，字段选项包括：TCP.unknown_tcp_req、
TCP.unknown_tcp_res。



协议为 UDP 时，字段选项包括：UDP.unknown_udp_req、
UDP.unknown_udp_res。

操作为匹配时，值的取值范围为除中文以外的 3~63 个字符。
正则表达式需要专业的规则语言来书写，例如 16 进制 ascii
码或者 and、or 关系符。
操作为大于、小于或等于时，值的取值范围为 0~65525 的
数值。

3.

设置源端口和目的端口。

步骤 6 规则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漏洞签名在漏洞列表中显示。
步骤 7 单击“提交”。

12.3.3 添加间谍软件防护签名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自定义签名 > 间谍软件”。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间谍软件防护签名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设置间谍软件防护签名的基本参数。
参数

说明

严重性

选择间谍软件的严重性。

协议

选择间谍软件的协议类型。类型支持 HTTP、TCP、UDP。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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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动作

选择检测出该间谍软件后采取的动作。默认为阻断。


日志：只记录报警日志，不采取任何动作。



阻断：记录报警日志，丢弃数据包。



放行：允许数据包通过，不采取任何动作。



重置：记录报警日志，丢弃数据包，并重置连接。

步骤 5 配置间谍软件规则。
1.

设置是否开启按顺序检测。

2.

单击“添加”，添加漏洞规则，添加完成后，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操作

操作支持匹配、大于、小于和等于。

匹配模式



匹配操作对指定字段的字符串与用户设置的值进行匹配。



大于、小于或等于操作对指定字段的数值与用户设置的值
进行比较。

操作为匹配时，可设置匹配模式。匹配模式支持“文本匹配”
和“正则匹配”。
文本匹配是直接对指定字段的字符串与值指定的字符串进
行匹配；正则匹配则是对字符串与指定字符串按照正则表达
式进行计算后再进行匹配。

字段

字段选项跟协议有关系。


协议为 HTTP 时，字段选项包括：HTTP.req_uri_path、
HTTP.rsp_headers、HTTP.req_headers、HTTP.req_host、
HTTP.req_method、HTTP.req_referer、
HTTP.req_user_agent、HTTP.req_cookie、
HTTP.req_content_type、HTTP.rsp_body、HTTP.req_body。



协议为 TCP 时，字段选项包括：TCP.unknown_tcp_req、
TCP.unknown_tcp_res。



协议为 UDP 时，字段选项包括：UDP.unknown_udp_req、
UDP.unknown_udp_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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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值

操作为匹配时，值的取值范围为除中文以外的 3~63 个字符。
正则表达式需要专业的规则语言来书写，例如 16 进制 ascii
码或者 and、or 关系符。
操作为大于、小于或等于时，值的取值范围为 0~65525 的
数值。

3.

设置源端口和目的端口。

步骤 6 规则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漏洞签名在漏洞列表中显示。
步骤 7 单击“提交”。

12.3.4 添加漏洞防护配置文件
漏洞防护配置文件只有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后才会生效。

前提条件
加载的防火墙 License 中入侵防御和入侵防御库升级功能已授权。

配置过程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漏洞防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漏洞防护配置文件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设置是否开启“样本留存”。
开启该功能后，则抓取命中漏洞防护规则的原始报文并保存在威胁日志中。
仅带硬盘的设备支持。
步骤 5 进行漏洞防护配置。
1.

选择防护分类。选中对应分类前的复选框，开启对该分类的漏洞防护。
选中标题行“防护分类”前的复选框，开启对所有分类的漏洞防护。

2.

选择防护子分类。默认选中的防护分类下的所有子分类都是启用状态。
可以通过取消选中某个子分类前的复选框，关闭对该子分类的漏洞防护。
动作为默认。可以通过该区域框右上角的动作进行统一的动作修改。动
作类型包括：



日志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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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日志并放行文件。


阻断
记录日志并阻断文件。



放行
放行文件，不记录日志。



重置
记录日志并断开与客户端连接。

可以在安全规则库中对单个规则的动作进行编辑。
3.

单击“显示选中分类的规则”，查看所有启用的规则。可以在该页面设
置例外项和查看规则详情。

步骤 6 配置例外 ID。
单击“例外规则”页签，输入规则名称或 ID，找对对应规则，将该规则加入
例外项。
步骤 7 设置开启漏洞防护的应用协议。
展开高级配置，选中协议前的复选框，开启对该应用协议的漏洞防护。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漏洞防护文件可以在漏洞防护列表中查看。单击操作中的编辑按钮，
对不同漏洞配置不同动作或配置开启漏洞防护的应用协议。

12.3.5 添加防间谍软件配置文件
防间谍软件配置文件只有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后才会生效。

前提条件
加载的防火墙 License 中入侵防御和入侵防御库升级功能已授权。

设置开启的防间谍软件类型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防间谍软件”。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防间谍配置文件的参数。
1.

配置防间谍配置文件的名称和描述。

2.

设置是否开启“样本留存”。开启该功能后，则抓取命中防间谍软件规
则的原始报文并保存在威胁日志中。仅带硬盘的设备支持。

3.

选择启用防间谍的间谍软件的类型和执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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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的类型包括“木马后门”、“病毒蠕虫”、“僵尸网络”和“自定义签
名”。其中除“自定义签名”外，其余的类型下的间谍软件都是通过 IPS 特
征库导入的。请确保升级最新的 IPS 特征库，升级间谍软件类型下的间谍软
件数目，更好的防间谍软件。


所有间谍软件类型都执行默认动作或执行相同动作
通过类型列表的表头的动作进行设置。



不同间谍软件类型分别设置不同的动作
通过每种漏洞类型对应的动作进行设置。

动作类型包括：


日志
记录日志并放行文件。



阻断
记录日志并阻断文件。



放行
放行文件，不记录日志。



重置
记录日志并断开与客户端连接。

4.

开启高级配置下的应用协议配置。
展开“高级配置”，选中“应用协议”复选框。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防间谍配置文件可以在防间谍软件配置文件列表中查看。单击操作
中的编辑按钮，对不同间谍软件配置不同动作或配置设置开启防间谍软件的
应用。

搜索具体间谍软件
步骤 1 在防间谍软件列表中找到要编辑的防间谍软件文件，单击防间谍软件名称链
接或操作下的编辑按钮。
步骤 2 （可选）查找某个特定的间谍软件，请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关键字。
步骤 3 单击

或按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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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查看搜索结果，并可以对搜索到的漏洞进行动作修改和查看。

步骤 5 设置完成后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12-23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编辑某个防间谍软件动作
步骤 1 在防间谍软件列表中找到要编辑的防间谍软件文件，单击防间谍软件名称链
接或操作下的编辑按钮。
步骤 2 单击不同日志类型对应的编辑按钮。
步骤 3 选择该防间谍软件类型下开启哪些间谍软件以及采取怎样的防护动作。
整个防间谍软件类型的动作为“默认”时，每种间谍软件的动作为该间
谍软件的默认动作。默认动作是 IPS 库中根据间谍软件的严重程度推荐
的设置。

单击查看可以查看每种间谍软件签名的详细信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编辑开启的应用协议
步骤 1 在防间谍软件列表中找到要编辑的防间谍软件文件，单击防间谍软件名称链
接或操作下的编辑按钮。
步骤 2 展开高级配置。
步骤 3 选择开启防间谍软件防护的应用协议。
支持 FTP、HTTP、IMAP、POP3、SMB、SMTP 和其他类型应用协议。默认
全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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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4 URL 过滤
12.4.1 简介
URL 过滤功能用于过滤某些场景下用户不想显示的网站，从而保证用户安全
高效的访问。用户可以通过在安全策略中引用 URL 过滤配置文件实现 Web
过滤。例如，通过不同的安全策略为不同用户或时间段指定不同的 URL 过滤
配置文件，可以实现不同用户或不同时间段可访问的不同的 Web，从而实现
保护特定人群或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URL 过滤功能，支持本地 URL 过滤与 URL 云识别，通过 URL 分类识别能
够快速发现并识别可疑网站，能有效的防御挂马网站、钓鱼网站；识别已被
植入木马的傀儡主机，切断其与外界的通信，消除风险；通过对高风险网站
如色情、赌博等类别网站的控制，减少与挂马、钓鱼网站的接触机会，降低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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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URL 过滤
URL 过滤支持 URL 分类过滤和 URL 关键字过滤。URL 分类库中支持多种
URL 分类。用户还可以添加自定义 URL 分类。
通过对 URL 进行分类识别，对不同类别的 URL 进行不同的访问控制，从而
达到规范上网、阻断恶意 URL 等目的。

URL 云识别
URL 云识别可以通过云端的 URL 资源库对本地未识别出分类的 URL 进行二
次识别，并将识别结果反馈给防火墙。防火墙将识别结果加入本地缓存中，
下次再检测到该 URL 时，则按照缓存中该 URL 所属分类执行动作。
URL 云识别需要开启后才可使用。

12.4.2 URL 过滤处理流程
URL 过滤处理流程如图 12-2 所示，符合安全策略的流量若开启了 URL 过滤
则进行如下的 URL 过滤处理。URL 动作的优先级为“关键字组动作 > 自定
义 URL 动作 > 预定义 URL 动作 > 配置文件中动作”。
URL 关键字过滤支持精确匹配、前缀匹配、后缀匹配和关键字匹配，用户可
以灵活进行配置。命中关键字后按配置动作执行操作。
防火墙支持四种 URL 匹配方式：


精确匹配，所有包含该 URL 字段的 URL。URL 为域名，则为同一域名
的所有 URL。



前缀匹配，匹配所有以指定字符串开头的 URL。例如，www.a*匹配所有
以 www.a 开头的 URL。



后缀匹配，匹配所有以指定字符串结尾的 URL。例如，*html 匹配所有
以 html 结尾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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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匹配，匹配所有包含指定关键字的 URL。

四种匹配方式的匹配顺序为“精确匹配 > 后缀匹配 > 前缀匹配 > 关键字
匹配”。同一匹配方式下，匹配规则越长优先级越高。
图12-2 URL 过滤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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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URL 分类
查看预定义 URL 分类
URL 资源库持续收集互联网中常用的 URL，并将它们进行分类维护。建议通
过 URL 资源库升级，将 URL 资源库升级的最新状态。
选择“对象配置 > URL 分类”。在 URL 分类列表中可以看到预定义下的所
有预定义分类。

添加自定义 URL 分类
添加的自定义 URL 分类必须选择一个预定义 URL 一级分类作为父类。也就
是说自定义 URL 分类是预定义 URL 大类的子类。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URL 分类”。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URL 分类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URL 分类对象的名称。

描述

URL 分类对象的简单备注。

重点关注

选中“重点关注”复选框，将该对象将成为重点关注
对象，否则则不开启重点关注。

父类

选择 URL 分类对象所属的父类。

URL

定义 URL 地址，最大支持添加 100 条 URL。
支持使用通配符中的"*"字符，来代替 URL 地址中的 1
个或者多个字符，从而实现 URL 地址的模糊匹配。

如，需要禁止所有 QQ 的网页时，不可能将 QQ 所有
的网页都添加到 URL 过滤地址中，但是所有的 QQ 网
页都有 qq.com。此时，我们可以定义一条
URL"*.qq.com"，来代表 QQ 所有的网页。
HOST

定义 HOST 地址，最大支持添加 100 条 HOST。
支持使用通配符中的"*"字符，来代替 HOST 地址中的
1 个或者多个字符，从而实现 HOST 地址的模糊匹配。
注：HOST 地址主要指 HTTP 头部中 HOST 字段内容，
可以是域名，也可以是 IP 地址，在 http1.1 版本中，
还可以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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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设置重点关注 URL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某个预定义 URL 子类以及自定义 URL 分类设置为重点
关注。当用户访问重点关注的 URL 时，会生成日志记录访问重点关注 URL
的用户或 IP 地址以及访问的 URL 等内容，并对重点关注的情况进行统计。
步骤 1 在 URL 分类列表中找到要设置设置重点关注的 URL 分类。
步骤 2 单击该分类对应的重点关注下的按钮。
若重点关注的状态为“未启用”，单击后变为“启用”；否则由“启用”变
为“未启用”。

12.4.4 添加 URL 过滤配置文件
添加的 URL 过滤配置文件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才会生效。只有匹配安全策
略的流量才会进行 URL 过滤处理。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URL 过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URL 过滤文件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URL 策略的名称。

描述

URL 策略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URL 策略。

时间

选择 URL 过滤所要引用的时间对象，在时间对象定义
的范围内，URL 过滤配置文件生效。

动作

未在自定义 URL 过滤类和预定义 URL 过滤类中明确
处理动作的 URL，将匹配默认动作，分为允许、拒绝、
日志。


允许，允许通过且不记录日志。



阻断，不允许通过且记录日志。



日志，允许通过且记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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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URL 分类

在 URL 分类中，用户可以对预定义的 URL 分类及自
定义的 URL 分类按类型选择处置动作。
在【动作】列后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的处置动作，会对
所有预定义及自定义的 URL 分类生效。当用户勾选【只
显示自定义】后，仅能查看到自定义 URL 分类对象，
此时【动作】列下拉菜单中所选择的处置动作会只对
自定义 URL 分类对象生效。

步骤 4 添加 URL 关键字。最多可以添加 16 条关键字规则。
关键字组的过滤可以在用户通过 URL 访问网站资源时，实现对访问路径（网
站子目录）的细粒度控制。例如：
关键字为“www.a.com/news”，动作为允许，即允许访问该网站 news 子目录
下的资源；
关键字为“www.a.com/movie”，动作为禁止，即禁止访问该网站 movie 子目
录下的资源。
参数

说明

名称

设置关键字过滤策略的名称。

描述

选择 URL 过滤关键字组对象或单击“添加关键字”，
添加新的关键字组。

动作

选择该条关键字过滤策略的动作。


允许，允许通过且不记录日志。



阻断，不允许通过且记录日志。



日志，允许通过且记录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4.5 推送消息设置
URL 过滤推送消息
设置了 URL 过滤推送消息后，当检测到非法 URL 访问时，向用户发送一个
包含推送消息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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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推送消息
步骤 1 选择要设置的推送消息，单击对应操作下的

。

步骤 2 单击“下载模板”。

步骤 3 编辑模板，自定义告警消息。
步骤 4 单击

。

步骤 5 单击“浏览”，选择配置好的推送消息，单击“确定”。
定义好的推送消息可以通过导出功能保存到本地。

12.5 文件过滤
12.5.1 简介
文件过滤是指对使用特定应用传输的文件进行文件类型识别，控制文件传输
行为。文件过滤对文件类型的识别不依赖后缀名，修改后缀名无法修改文件
属性。这样既可以防止内部重要敏感文件向外泄露，也可以防止外网恶意文
件传递到内网中。

12.5.2 全局配置
文件过滤策略的全局配置，用户可以自定义压缩文件的解压层数及最大解压
文件大小。此处全局配置也会限制反病毒和内容过滤策略。超出解压层数和
最大解压文件大小的文件将直接放行，不进行文件过来、病毒检测和内容过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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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层数

指定压缩文件的解压层数，默认为解压 3 层，范围为 1-6 层。


最大解压文件大小

指定最大解压文件大小，默认为 2M。范围为 1-2097152 字节，即最大 2M。

12.5.3 添加文件过滤配置文件
添加的文件过滤配置文件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才会生效。只有匹配安全策
略的流量才会进行文件过滤处理。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文件过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文件过滤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单击“添加”，配置文件过滤规则，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最大可以添加 16 条文件过滤规则。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规则名称。

应用

选择文件过滤生效的应用范围。范围支持 FTP、HTTP、
SMTP、POP3、IMAP、SMB 协议，以及多种论坛、博
客、网盘和网页邮箱。

文件类型

指定规则支持的文件类型。

方向

选择文件传输控制的方向，分为上传、下载、双向。

动作

选择文件传输控制的处置行为，分为阻断、日志。


阻断动作会阻断指定类型的文件的传输，并记录内容
日志。



日志动作会放行指定类型的文件的传输，并记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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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日志。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6 内容过滤
内容过滤是指对使用特定应用传输、且含有关键字信息的数据，进行有效识
别及行为管控。关键字可以自定义，也可以使用预定义关键字。内容过滤不
仅可以防止用户隐私、敏感数据泄露，也可以禁止内网用户访问一些含有不
良信息的邮件、文件、网页等。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内容过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内容过滤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是否开启内容留存。
开启内容留存后，会对命中内容关键字的数据进行抓包，并保存在内容日志
中。
步骤 5 单击“添加”，配置内容过滤规则，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最大可以添加 16 条内容过滤规则。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内容过滤规则的名称。

应用

选择内容过滤生效的应用范围。范围支持 FTP、HTTP、
SMTP、POP3、IMAP、SMB 协议，以及多种论坛、博
客、网盘和网页邮箱。

关键字



POP3、SMTP、IMAP 过滤的是邮件主题、邮件正文
及附件。



FTP 过滤的是文件名称及文件内容。



SMB 过滤的是文件内容。



HTTP 过滤的是 WEB 页面中的文字内容。

单击“关键字”下拉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关键
字。下拉菜单中会显示预定义关键字和已经添加的自
定义关键字。若需要添加关键字，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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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添加关键字”进行添加。

文件类型

指定规则支持的文件类型。

方向

内容过滤策略生效的方向，分为上传方向、下载方向、
双向。

动作

内容过滤策略生效后的处置动作，分为阻断、日志。


阻断动作会阻断数据并记录内容日志。



日志动作会转发数据并记录内容日志。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7 邮件过滤
防火墙支持基于收发件人的邮件过滤和反垃圾邮件过滤。收发件人支持通过
指定收件人、发件人的邮件地址来控制收邮件、发邮件方向上的过滤策略。
反垃圾邮件支持基于 RBL 的黑白名单及用户自定义的本地黑白名单来检测
和阻断已知或可疑恶意服务器发送的邮件。

12.7.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支持对 IMAP、POP3 和 SMTP 邮件以及通过网页邮箱传输的邮件进行基
于收发件人邮件过滤。



仅支持对 SMTP 邮件进行基于 RBL 和黑白名单的反垃圾邮件过滤。



邮件过滤黑白名单不支持 IPv6。

12.7.2 邮件过滤处理流程
邮件过滤处理流程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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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邮件过滤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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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 添加邮件过滤配置文件
邮件过滤配置文件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才会生效。符合安全策略的流量会
按照邮件过滤配置文件的设置进行邮件过滤。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邮件过滤”。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邮件过滤的名称、描述和默认动作。
此处配置的默认动作优先级低于收发件人策略中的默认动作。匹配收发件人
策略的执行收发件人策略的默认动作，没有匹配收发件人策略的执行此处配
置的默认动作。
默认动作支持允许、阻断和日志。


默认动作为“允许”，则未命中收发件人策略的邮件，防火墙会允许其通
过。



默认动作为“阻止”，则未命中收发件人策略的邮件，防火墙会阻止其通
过并记录日志。



默认动作为“日志”，则未命中收发件人策略的邮件，防火墙会允许其通
过并记录日志。

步骤 4 单击“添加”，设置收发件人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收发件人关键字策略名称。

发件人关键字

发件人邮件地址所包含的关键字。单击发件人下拉框，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发件人关键字。需要增加新的发件
人关键字，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发件人关键字”
进行添加。

收件人关键字

收件人邮件地址所包含的关键字。单击收件人下拉框，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收件人关键字。需要增加新的收件
人关键字，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收件人关键字”
进行添加。

操作方式

操作方式支持“接收”、“发送”和“双向”。
“接收”，代表收件人接收的发件人的邮件方向。



“发送”，代表发件人发送给收件人的邮件方向。



“双向”，代表发件人发送给收件人及收件人接收发
件人邮件的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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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默认动作

命中收发件人关键字及操作方式的邮件所执行的处理
动作。


允许，会直接放行邮件。



阻断，会直接阻断邮件并记录日志。



日志，会直接放行邮件并记录日志。

步骤 5 设置 RBL 检测。
基于 RBL（实时黑名单列表）的垃圾邮件地址过滤功能，防火墙会与 RBL
服务器通讯，向 RBL 获取邮件的发件人 SMTP 服务器地址是否属于发送过
垃圾邮件的服务器。
选中“RBL 检测”的“启用”复选框，开启 RBL 检测功能。
启用 RBL 检测后需要选择命中 RBL 黑名单的发件人邮件处置动作。


阻断：命中 RBL 黑名单的发件人邮件将被防火墙阻止并记录日志；



日志：命中 RBL 黑名单的发件人邮件将被防火墙放行并记录日志。

步骤 6 配置 IP 地址黑白名单检测。
选中“IP 地址黑白名单检测”的“启用”复选框，开启 IP 地址黑白名单检测
功能。
用户在防火墙上自定义的垃圾邮件 IP 地址黑名单及白名单，防火墙会在本地
的黑白名单中查询邮件的发件人 SMTP 服务器地址是属于黑名单还是白名单。
属于本地 IP 地址黑名单的发件人邮件会被直接阻止。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

注意
RBL 和本地黑白名单中的 IP 地址在通常情况下均指发件人的 SMTP 服务器
地址。但特殊情况如用户的防火墙位置置于内网与 SMTP 服务器之间，当内
网用户发送邮件需先经过防火墙才能到达 SMTP 服务器时，本地黑白名单中
添加的需要进行过滤的 IP 地址可以是发件人的 IP 地址。

12.7.4 配置反垃圾邮件
防火墙通过反垃圾邮件功能检测并阻止垃圾邮件。只有在邮件过滤配置文件
中开启 RBL 检测和 IP 地址黑白名单检测后反垃圾邮件下配置的 RBL 服务器
和 IP 地址黑白名单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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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邮件过滤”。
步骤 2 单击“反垃圾邮件配置”页签。
步骤 3 设置 RBL 服务器地址和 IP 地址黑白名单。
参数

说明

RBL 服务器地址

指定 RBL 服务器地址，防火墙默认填写的地址为
cbl.anti-spam.org.cn
由于防火墙默认指定的 RBL 服务器地址为域名地址形
式，为正确的与 RBL 服务器进行通讯，防火墙需要在
命令行中，为解析 RBL 服务器域名指定域名服务器，
命令如下：
fwhostname>config terminal
fwhostname-config]cloud dns 8.8.8.8
用户也可以自定义 RBL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地址。

IP 地址白名单

单击下拉框，选择添加在白名单中的 IP 地址对象或地
址组，通常情况下是指发件人的 SMTP 服务器地址。
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在下拉菜单
中选择“添加地址”或“添加地址组”。
仅支持 IPv4 地址。

IP 地址黑名单

单击下拉框，选择添加在黑名单中的 IP 地址，通常情
况下是指发件人的 SMTP 服务器地址。
若需要添加新的地址对象或地址组对象，在下拉菜单
中选择“添加地址”或“添加地址组”。
仅支持 IPv4 地址。

说明
特殊情况如用户的防火墙位置置于内网与 SMTP 服务器之间，当内网用户发
送邮件需先经过防火墙才能到达 SMTP 服务器时，本地黑白名单中添加的需
要进行过滤的 IP 地址可以是发件人的 IP 地址。

奇安信集团

12-3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12.8 行为管控
12.8.1 简介
行为管控常用于对内网用户的上网行为进行管理。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
内网用户的 HTTP 行为、邮件行为（SMTP、POP3、IMAP 协议）、FTP 行为、
Telnet 行为进行管理。
如图 12-4 所示，防火墙位于企业内网边界出口，通过在防火墙上对 HTTP、
SMTP、POP3、IMAP、FTP 或 Telnet 协议的行为设置阻断或日志，当内网用
户有对应行为时则会受到防火墙行为管控配置文件的限制。行为管控配置文
件作为一个对象，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才会生效。
可以对不同用户配置不同的行为管控配置文件，并在不同的安全策略中引用，
从而实现对不同用户的行为差异化管控。
图12-4 行为管控的典型应用场景

浏览网页、上
传文件等行为

阻
断

FTP服务器

日
志

下载文件等行为防火墙

Web服务器

内网用户
邮件服务器

与传统的使用协议和端口号来控制协议相比，行为管控功能可以实现更细粒
度的控制。例如如果协议设置不同的端口号则无法匹配传统的控制策略。您
可以通过对 HTTP、SMTP、POP3、IMAP、FTP 和 Telnet 协议的具体行为或
命令字设置动作为阻断或日志，来阻止或记录日志后允许。

12.8.2 HTTP 协议行为管控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行为管控”。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在“添加行为管控”页面设置行为管控配置文件的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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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行为管控的协议为 HTTP。
步骤 5 设置每种行为对应动作。

新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如下 HTTP 行为进行管控。动作设置为“阻断”
则用户无法进行相应操作；动作设置为“日志”，用户可以进行相应操作，
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POST 操作：一般用于向服务器发送信息，例如论坛发帖、表单提交、用
户名/密码登录。



代理上网：使用代理服务器访问特定网站。此时要求防火墙必须部署在
代理服务器与上网用户之间。阻断后用户无法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



浏览网页：用户通过浏览器打开网页。



文件上传：用户通过 HTTP 协议向网站上传文件。



文件下载：用户通过 HTTP 协议从网站下载文件。

步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8.3 SMTP 协议行为管控
新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如下 SMTP 命令进行控制。动作设置为“阻断”
则相应命令被阻断，操作无法成功；动作设置为“日志”，则相应命令允许
执行，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命令

描述

DATA

开始信息写作

EHLO

EHLO 即 extend HELO，可以支持用户认证。

EXPN

验证给定的邮箱列表是否存在，扩充邮箱列表，也常被禁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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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HELO

向服务器标识用户身份，返回邮件服务器身份。

HELP

返回指定命令中的信息。

MAIL FROM

在主机上初始化一个邮件会话。

NOOP

无操作，服务器应响应 OK。

QUIT

终止邮件会话。

RCPT TO

标识邮件接收人的地址。

RSET

重置会话，取消当前传输。

SAML FROM

发送邮件到用户终端和邮箱。

SEND FROM

发送邮件到用户终端。

SOML FROM

发送邮件到用户终端或邮箱。

TURN

接收端和发送端交换角色。

VRFY

用于验证指定的用户/邮箱是否存在；由于安全方面的原
因，服务器常禁止此命令。

12.8.4 POP3 协议行为管控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如下 POP3 命令进行控制。动作设置为“阻断”则
相应命令被阻断，操作无法成功；动作设置为“日志”，则相应命令允许执行，
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命令

描述

APOP

认可一种安全传输口令的办法，执行成功导致状态转换。

DELE

处理服务器标记删除，QUIT 命令执行时才真正删除。

LIST

处理服务器返回指定邮件的大小等。

NOOP

无操作，服务器应响应 OK。

PASS

密码认证，认证通过则状态转换。

QUIT

希望终止会话。

RETR

处理服务器返回邮件的全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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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RSET

撤销所有的 DELE 命令。

STAT

处理请求服务器回送邮箱统计资料，如邮件数、邮件总字
节数。

TOP

处理服务器返回某个邮件的某几行内容。

UIDL

处理服务器返回用于该指定邮件的唯一标示，如果没有指
定返回所有的。

USER

认证用户名。

12.8.5 IMAP 协议行为管控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如下 IMAP 行为进行控制。动作设置为“阻断”
则相应命令被阻断，操作无法成功；动作设置为“日志”，则相应命令允许
执行，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命令

描述

CREATE

创建指定名字的新邮箱。

DELETE

删除指定名字的文件夹。

RENAME

修改文件夹的名称。

LIST

列出邮箱中已有的文件夹，有点像操作系统的列目录命
令。

APPEND

允许 Client 上载一个邮件到指定的 Folder（文件夹/邮箱）
中。

SELECT

让 Client 选定某个邮箱（Folder），表示即将对该邮箱
（Folder）内的邮件作操作。

FETCH

用于读取邮件的文本信息，且仅用于显示的目的。

STORE

用于修改指定邮件的属性，包括给邮件打上已读标记、删
除标记，等等。

CLOSE

表示 Client 结束对当前 Folder（文件夹/邮箱）的访问，关
闭邮箱该邮箱中所有标志为、DELETED 的邮件就被从物
理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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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EXPUNGE

在不关闭邮箱的情况下删除所有的标志为、DELETED 的
邮件。EXPUNGE 删除的邮件将不可以恢复。

EXAMINE

以只读方式打开邮箱。

SUBSCRIBE

用来在客户机的活动邮箱列表中增加一个邮箱。

UNSUBSCRIBE 用来从活动列表中去掉一个邮箱。
LSUB

修正了 LIST 命令，LIST 返回用户$HOME 目录下所有的
文件，但 LSUB 命令只显示那些使用 SUBSCRIBE 命令设
置为活动邮箱的文件。

STATUS

查询邮箱的当前状态。STATUS 可以在不使用 SELECT 命
令（打开邮箱）或者 EXAMINE（以只读方式打开邮箱）
前提下获取邮箱的信息。

CHECK

用来在邮箱设置一个检查点。

SEARCH

可以根据搜索条件在处于活动状态的邮箱中搜索邮件，然
后显示匹配的邮件编号。

COPY

把邮件从一个邮箱复制到另一个邮箱。

UID

UID 命令和 FETCH、COPY、STORE 命令或者 SEARCH
命令一起使用，它允许这些命令使用邮件的 UID 号而不是
在邮箱中的顺序号。UID 号是唯一标识邮件系统中邮件的
32 位证书。通常这些命令都使用顺序号来标识邮箱中的邮
件，使用 UID 可以使 IMAP 客户机记住不同 IMAP 会话中
的邮件。

CAPABILITY

请求返回 IMAP 服务器支持的功能列表，服务器收到客户
机发送的 CAPABILITY 命令后将返回该服务器所支持的
功能。

NOOP

无操作，服务器应响应 OK。

LOGOUT

使当前登陆用户退出登陆并关闭所有打开的邮箱，任何做
了\DELETED 标志的邮件都将在这个时候被删除。

12.8.6 FTP 协议行为管控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如下 FTP 行为进行管控。


FTP 连接控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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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设置为“阻断”则相应命令被阻断，操作无法成功；动作设置为“日
志”，则相应命令允许执行，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命令

描述

ABOR

放弃传输。

ACCT

某些系统将帐号和用户与文件系统相关联。

ALLO

为即将传送的文件分配空间。

APPE

将文件附加到已经存在的文件后面。

CDUP

在远程系统上将当前目录切换到上级父目录。

CWD

改变远程系统的工作目录。

DELE

删除远程系统的文件。

LIST

在一个新建立的数据连接上发送当前工作目录下的文件
名列表。

MKD

创建目录。

MODE

指定传输模式。

NLST

在一个新建立的数据连接上发送一个当前目录下的“完
全”的目录列表。

NOOP

空操作，防止连接断掉。

PASS

提供一个用户登录密码。

PASV

指定服务器数据传输过程监听等待客户端的数据连接连
接建立请求。

PORT

指定客户端监听等待服务器端建立的连接的端口号。

PWD

显示服务器端的当前工作目录名。

REIN

重新初始化，退出登录但是并不断开连接。

REST

从服务器的一个标识处重新开始传输。

RETR

从远程系统取回一个文件。

RMD

删除一个目录。

RNFR

指定要被命名的文件的老的路径名，随后必须是一个
RNTO 命令。

RNTO

指定要被命名的文件的新的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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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STAT

显示当前 FTP 状态。

STOR

上载一个文件到服务器上，若文件已经存在则覆盖。

STOU

上载一个文件到服务器上，不覆盖已经存在的文件

STRU

指定文件结构。

SYST

显示远程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

TYPE

设置或显示文件传输类型。

USER

指定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用户。

XCUP

切换到父目录。

XCWD

切换到工作目录。

XMKD

建立目录。

XPWD

显示当前目录。

XRMD

删除目录。



FTP 文件上传



FTP 文件下载

动作设置为“阻断”则用户无法进行相应操作；动作设置为“日志”，用户可
以进行相应操作，但防火墙上会生成相应的日志。

12.8.7 TELNET 协议行为管控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对 TELNET 建立连接后输入的命令行进行控制，可以
设置动作为“阻止”或“日志”。
支持在命令区域框中输入 Telnet 命令关键字，所有匹配该命令关键字的命令
将执行设定动作。
输入命令行关键字每项支持 1~63 个字符，包含特殊符号字符。最多支持 6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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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联动终端管控
启用防火墙与终端联动，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会对防火墙所保护内网内的终端
进行风险等级评估。配置文件中通过对未安装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的终端或终
端安全管理系统检测到存在风险的终端进行阻断设置，从而提高网络的安全
性。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检测到的终端可以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资产监控”的
“联动终端列表”中进行查看。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联动终端管控”。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联动终端管控策略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阻断策略。



未安装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的终端
未安装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的终端，无法确定是否为风险主机。建议安装终
端安全管理系统或设置阻断已减少网络存在的风险。



高风险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检测到的高风险终端。默认启用阻断。



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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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检测到的中风险终端。


低风险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检测到的低风险终端。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2.10 配置安全配置文件组
安全配置文件组可以通过引用多种安全配置文件形成一个安全配置文件组。
安全配置文件组通过在安全策略中引用生效。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安全配置文件组的名称，并指定要引用的安全配置文件。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引用不同功能的安全配置文件。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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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SL 解密

13.1 简介
SSL 加密用于保护数据在网络中安全的传输，但是加密后的数据却增加了威
胁检测的难度，同时也为恶意网络攻击提供了可乘之机。SSL 解密就是为了
对加密数据进行深度内容安全检测和防护（包括反病毒、漏洞防护、防间谍
软件、URL 过滤、文件过滤、内容过滤、邮件过滤、行为管控等）。
防火墙支持两种 SSL 解密方式：


SSL 代理
防火墙作为 SSL 代理，分别于 SSL 客户端和 SSL 服务器端建立 SSL 连
接。SSL 加密流量到达防火墙后进行 SSL 解密，并进行深度内容安全检
测后在对流量进行加密后发送到 SSL 服务器端。



SSL 入站检查
防火墙在不影响 SSL 客户端与 SSL 服务器通信的情况下，通过镜像方式
获取 SSL 加密流量进行 SSL 解密。

13.2 应用场景
13.2.1 SSL 代理方式应用场景
保护内网服务器
如图 13-1 所示，防火墙保护内网的服务器不被恶意用户访问。外网用户通过
SSL 加密方式访问内网服务器，访问流量到防火墙后解密进行威胁检测。确
认没有威胁的流量才加密后发给内网的服务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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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保护内网服务器

保护内网用户
如图 13-2 所示，防火墙保护内网用户不能访问恶意网站等外网服务器。内网
用户的加密流量到达防火墙后进行 SSL 解密，并进行威胁检测，当检测到用
户访问的网站为恶意网站时则中断 SSL 连接。
图13-2 保护内网用户

SSL 不解密
对于可信的网站或可信用户可以配置 SSL 不解密，不对 SSL 流量进行检测。
如图 13-3 所示，内网用户访问可信网站，防火墙作为代理分别与内网用户和
外发服务器建立 SSL 连接。防火墙验证服务器的证书合法性后建立 SSL 连接，
直接转发 SSL 加密流量，不解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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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允许内网用户访问可信服务器流量不解密

13.2.2 SSL 入站检查方式应用场景
SSL 入站检查方式主要用于旁路部署场景下对 SSL 流量进行解密。如图 13-4
所示，防火墙旁挂在出口交换机上，交换机将流量镜像到防火墙。防火墙不
影响 SSL 建立过程，只是对 SSL 镜像流量进行解密。
图13-4 SSL 入站检查旁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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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原理描述
13.3.1 SSL 代理检测流程
1、 防火墙收到报文后先做安全
策略的包过滤检查，命中安全
策略，且动作为允许，则进行
后面的检查。
2、 检查安全策略是否开启了反
病毒等高级检查，只有开启了
高级检查，才会进行 SSL 解密。
3、 流量进行 SSL 解密后进行反
病毒等威胁检测，并根据检测
结果对流量进行处置。
4、 允许通过的流量重新加密后
发送给 SSL 目的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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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SSL 入站检查方式检测流程
1、 防火墙收到报文后先做
安全策略的包过滤检查，
命中安全策略，且动作为
允许，则进行后面的检查。
2、 检查 安全策略是否开启
了反病毒等高级检查或防
火墙是否开启明文流量镜
像，只有开启了高级检查
或开启了明文流量镜像，
才会进行 SSL 解密。
3、 流量进行 SSL 解密后进行
反病毒等威胁检测，并根
据检测结果生成威胁日
志；或者将解密后的明文
通过镜像接口镜像出去。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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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SSL 入站检查解密方式原理说明
SSL 入站检查解密方式支持旁路部署，不会对原有网络结构和通信造成影响，
而是通过旁路镜像的方式获取 SSL 加密流量。使用 SSL 入站检查方式解密
SSL 流量的前提是必须在防火墙上导入该流量对应网站服务器的 SSL 证书。
通过导入的证书对加密的 HTTPS 流量进行 SSL 解密，还原出流量明文，从
而对流量进行威胁检测，从而发现流量中存在的威胁并生产威胁日志。当没
有对应的 SSL 证书时，则 SSL 解密失败，生产对应的解密日志。
SSL 加密协商的过程如图 13-5 所示。由于 SSL 协商过程的报文都会镜像到防
火墙，且防火墙上已经导入了服务器的私钥，所以防火墙可以解密 SSL 秘密
消息并生成会话密钥，从而可以解密 SSL 加密数据。
图13-5 SSL 旁路解密协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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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配置 SSL 代理
13.4.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SSL 代理解密策略在安全策略之后执行。只有安全策略的动作为“允许”，
并且安全策略中引用了一个或多个内容安全配置文件时，SSL 加密数据
才会进一步匹配 SSL 解密策略，并根据命中的解密策略进行解密或不解
密操作。



SSL 代理解密策略在认证列表中的顺序决定 SSL 解密策略的优先级。解
密策略越靠前，优先级越高。因此越精细的规则需要配置的优先级越高，
否则数据流匹配了更宽泛的规则后不会继续匹配更精准的规则。



旁路模式下不支持 SSL 代理解密。



需要在客户端上安装 SSL 解密证书，如果没有安装会提示是否继续访问。

13.4.2（可选）导入服务器 CA 证书
防火墙作为代理与 SSL 服务器端建立 SSL 连接时，需要对服务器端的证书进
行验证。当用户希望访问的 HTTPS 服务是受防火墙信任的服务时，可以直
接将为服务器颁发证书的服务器端 CA 证书导入到防火墙中。

查看预置根证书
预置根证书是防火墙预置的服务器端 CA 证书，用于验证服务器端的证书是
否可信。预置的可信 CA 证书不可删除，用户可以查看预置可信 CA 证书的
详细配置信息。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SSL 解密证书”。
步骤 2 单击“预置根证书”。
步骤 3 查看根证书列表。

步骤 4 （可选）通过关键字查询要查看的预置根证书。
步骤 5 单击证书对应的操作下的“查看”按钮，查看证书详情。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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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根证书
防火墙除了预置一部分常用的可信 CA 证书外，同时支持用户手动导入服务
器端的 CA 证书。当用户希望访问的 HTTPS 服务是受防火墙信任的服务时，
可以直接将为服务器颁发证书的服务器端 CA 证书导入到防火墙中。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SSL 解密证书”。
步骤 2 单击“导入根证书”。
步骤 3 单击“导入”。
步骤 4 选择要导入的可信 CA 证书。

步骤 5 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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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 CA 证书可以在可信 CA 证书列表中显示。

13.4.3 下载 SSL 解密证书并在客户端上安装
防火墙与客户端之间建立的 SSL 连接，客户端同样需要对防火墙上的证书进
行验证，因此，客户端需要导入防火墙 SSL 解密证书颁发的证书。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SSL 解密证书”。
步骤 2 单击“转发根证书”。
步骤 3 导出可信 CA 转发证书或生成证书 URL。



可信转发证书支持导出 PEM 格式和 DER 格式。



选中“发布下载 URL”，可信转发证书会发布证书 URL。
指定发布证书的接口，并指定发布的端口号，范围为 1025-65535。

步骤 4 单击“应用”。
步骤 5 将证书安装到客户端。
导出的证书需要安装到客户端（PC 机或者手机等终端）上。
客户端（PC 机或者手机等终端）通过浏览器打开“http://接口 IP 地址:端口
号/sslca.cer”，即可直接下载到可信转发证书并安装证书。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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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配置 SSL 代理解密策略
防火墙作为 SSL 代理分别与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建立 SSL 连接。防火墙将客户
端发送的 SSL 加密流量进行解密后，对流量进行内容安全检测。检测完成后，
防火墙会对流量再次进行加密并发送到服务器端。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SSL 解密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最多可以添加 16 条 SSL 解密策略。
步骤 3 配置 SSL 解密策略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SSL 解密策略的名称。字符串形式，取值为 1~63
个字符。

启用

选中“启用”后，开启该条 SSL 解密策略。

源安全域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源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目的安全域。

源地址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源地址。

目的地址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目的地址。

SSL 协议的服务

配置 SSL 协议的服务。默认下拉列表中支持 HTTPS，
其他协议需用户添加。

动作

解密策略的处理动作，分为解密、不解密两种。

解密类型

解密类型选择“SSL 代理”。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的 SSL 解密策略在 SSL 解密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策略的名
称、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是否启用、动作等。

13.5 配置 SSL 入站检查策略
SSL 入站检查支持旁路部署，一般情况下旁挂在出口交换机上。防火墙开启
SSL 入站检查，不影响 SSL 服务器与 SSL 客户端之间的通信，而是通过镜像
方式获取 SSL 加密流量进行 SSL 解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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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不支持解密 DH 加密方式文件。



当前版本支持导入的 HTTPS 网站证书格式如下：
−

证书文件中包含私钥，格式支持：*.p12、*.pfx。

−

证书文件与私钥文件相互独立，成对存在，格式支持：证书文件(*.crt
*.cer、*.der *.pem)、私钥文件（*.key)。



对于不支持的证书格式，可以通过安装了 openssl 的 linux 主机转换为支
持的证书格式。



批量导入仅支持导入 zip 格式的压缩包，且压缩包中不能包含目录，不能
有重复的证书。若压缩包中的证书文件存在密码，则所有证书文件的私
钥密码要一致，否则会导入失败。



如果同一网站的证书文件、私钥文件是独立的两个文件，则证书文件和
私钥文件的名称必须一致，例如证书文件为“a.crt”
，私钥文件为“a.key”。



采用 TSL 加密时不能开启扩展项“Extended master secret”，否则会导致
解密失败。



SSL 入站检查解密策略在安全策略之后执行。只有命中安全策略的 SSL
加密数据，开启了高级安全策略检查或开启了明文流量镜像，才会进一
步匹配 SSL 解密策略，并根据命中的解密策略处理动作来决定 SSL 加密
数据是否需要解密。



SSL 入站检查解密策略在认证列表中的顺序决定 SSL 入站检查解密策略
的优先级。解密策略越靠前，优先级越高。因此越精细的规则需要配置
的优先级越高，否则数据流匹配了更宽泛的规则后不会继续匹配更精准
的规则。

13.5.2 配置 SSL 入站检查配置文件
在配置 SSL 入站检查方式的解密策略前必须先配置 SSL 入站检查配置文件。
使用 SSL 入站检查方式解密 SSL 流量的前提是必须在防火墙上导入该流量对
应网站服务器的 SSL 证书。通过导入的证书对加密的 HTTPS 流量进行 SSL
解密。

添加 SSL 入站检查配置文件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解密配置文件 > SSL 入站检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设置名称和描述。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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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SSL 入站检查的证书文件
单击“确定”后，自动弹出导入证书页面。一个配置检查文件最多导入 500
个证书。
步骤 1 单击“导入”。
步骤 2 配置导入方式。
导入方式支持“上传文件”、“批量上传”和“从本地 CA 中心”三种方式。
步骤 3 配置对应参数。


导入方式为“上传文件”时，每次只能上传一个证书文件。如果证书文
件、私钥文件是独立的两个文件，则需要指定文件名称，并上传证书文
件、私钥文件；如果证书公、私钥是同一个文件，则需要指定文件名称，
并上传证书文件，然后输入私钥密码，此时无需设置“私钥文件”选项。
名称由用户自定义指定。



导入方式为“批量上传”时，可以将多个证书文件压缩到一个压缩包。
只支持导入 ZIP 格式的压缩包，且压缩包中不能包含目录。如果证书文
件、私钥文件是两个文件，那么两个文件的名称需要一致；若压缩包中
的证书文件存在密码，则所有证书文件的私钥密码要一致，否则会导入
失败。



导入方式为“从本地 CA 中心”时，需要先在本地 CA 中心生成一个一
般证书后，才能在本页面导入。名称由用户自定义指定。

步骤 4 单击“导入”。
导入后的证书在证书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证书的名称、主题信息、签发时
间、过期时间。并可以对证书进行删除等操作。
步骤 5 单击“完成”。

13.5.3 配置 SSL 入站检查解密策略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SSL 解密策略”。
步骤 2 单击“添加”。
最多可以添加 16 条 SSL 解密策略。
步骤 3 配置 SSL 解密策略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SSL 解密策略的名称。字符串形式，取值为 1~63
个字符。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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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启用

选中“启用”后，开启该条 SSL 解密策略。

源安全域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源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目的安全域。

源地址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源地址。

目的地址

指定 SSL 解密策略的目的地址。

SSL 协议的服务

配置 SSL 协议的服务。默认选择 HTTPS，其他协议需
用户添加。

动作

解密策略的处理动作，分为解密、不解密两种。

解密类型

解密类型选择“SSL 入站检查”。

SSL 入站检查配置 选择要使用的 SSL 入站检查配置文件。
文件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的 SSL 解密策略在 SSL 解密策略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策略的名
称、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是否启用、动作等。

13.5.4（可选）指定镜像接口
防火墙支持将解密后的明文流量镜像到其他设备进行分析统计。此时需要开
启镜像功能，并指定镜像接口。仅支持命令行下配置。
步骤 1 执行 config terminal，进入配置视图。
步骤 2 执行 decrypt policy ssl，进入 SSL 解密策略视图。
步骤 3 执行 mirror enable，开启镜像功能。
步骤 4 执行 exit，返回配置视图。
步骤 5 执行 decrypt mirror interface interface-name，指定镜像接口。interface-name
表示接口名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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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调整 SSL 解密策略顺序
SSL 解密策略在认证列表中的顺序决定 SSL 解密策略的优先级。解密策略越
靠前，优先级越高。因此越精细的规则需要配置的优先级越高，否则数据流
匹配了更宽泛的规则后不会继续匹配更精准的规则。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下发的 SSL 解密策略优先级高于防火墙本地的 SSL 解密策
略。仅可以调整防火墙本地 SSL 解密策略的顺序。
步骤 1 选择一条解密策略。
步骤 2 单击“调序”。
步骤 3 选择调整策略的关键字。
调整策略关键字支持“置顶”、
“之前”、
“之后”和“末尾”。通过这些关键字
可以将解密策略调整到列表顶端、指定策略前、指定策略后和末端。
步骤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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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oS

14.1.1 简介
QoS（Quality of Service）用于对网络流量进行管理。下一代智慧防火墙的
QoS 支持对网络流量进行基于内网地址、外网地址、服务、应用、用户及时
间段参数进行多维多级的流量管理。
如图 14-1 所示，在 QoS 线路中基于两个维度对上行带宽进行管理，两个维
度下的带宽通道划分彼此独立。例如按组织结构将上行带宽大小 M 划分为 3
个通道，3 个通道的保证带宽 M1+M2+M3 必须小于等于 M；按功能将上行
带宽大小 M 划分为 2 个通道，2 个通道的保证带宽 Ma+Mb 必须小于等于 M。
下行带宽也是同样原理。每个一级通道支持划分子通道，子通道的保证带宽
之和小于等于父通道的保证带宽。二级通道也支持划分子通道，子通道的保
证带宽之和小于等于父通道的保证带宽。最后一级通道成为叶子通道。
通常单个维度就可以满足带宽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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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QoS 多维多级

叶子通道1（带宽M111）
子通道1（带宽M11）

叶子通道2（带宽M112）
叶子通道3（带宽M113）

子通道1（带宽M11）
通道1（带宽M1）

上行虚
拟QoS1
（上行
QoS线路
带宽M）
（上行
带宽M、
下行带 上行虚
宽N） 拟QoS2
（上行
带宽M）

子通道2（带宽M12）
子通道3（带宽M13）

通道1（带宽M1）
通道2（带宽M2）

出
接
口

通道3（带宽M3）
通道a（带宽Ma）
通道b（带宽Mb）

下行虚拟QoS1
（下行带宽N）

例如：按组织结
构划分通道

例如：按功能划
分通道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动态带宽分配技术，即当网络中存在空闲带宽时，下
一代智慧防火墙会根据当前网络带宽分配情况自动将空闲带宽分配给重要业
务，保证重要业务的正常访问。

14.1.2 基本概念
QoS 线路
一条 QoS 线路对应一个可以分配使用的总带宽。线路的带宽分为上行带宽和
下行带宽，分别影响用户的上传速度和下载速度。

虚拟 QoS
虚拟 QoS 是一个虚拟的 QoS 线路。虚拟 QoS 区分上下行，一个 QoS 线路最
多可以添加 2 个上行虚拟 QoS 和 2 个下行虚拟 QoS。可以根据实际场景将一
个 QoS 线路按维度划分为一个或 2 个虚拟 QoS。多个虚拟 QoS 之间是串行
关系，即先执行第一个虚拟 QoS 下的带宽通道的规则，再执行第二个虚拟
QoS 下的带宽通道的规则。
例如，需要根据部门来限制带宽，那么虚拟 QoS 的维度就是部门结构，如果
需要根据应用分类来进行限制带宽，那么虚拟 QoS 的维度就是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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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通道
每个虚拟 QoS 可以划分为多个多级带宽通道。最后一级带宽通道被称为叶子
通道，其上级通道被称为它的父通道。多个子带宽通道的带宽之和不能超过
其父通道的带宽，一级带宽通道的带宽之和不能超过 QoS 线路的总带宽。

规则
规则用于定义对什么流量使用哪个子通道进行流量管理。带宽通道支持添加
两种规则：普通规则和默认规则。默认规则只限制流量的子级带宽通道。普
通规则不仅可以指定子级带宽通道还可以指定流量的内网地址、外网地址、
服务、应用、源用户和时间段。

14.1.3 应用场景
通过最大带宽、保证带宽、每 IP 带宽对某个组织或每个用户进行流量管理
图14-2 QoS 基本场景

限制最大带宽
保证最小带宽
每IP带宽
企业内网用户

GE2

GE1

通过指定内网接口实现带宽独立
两个不同的业务部门分别连接不同的物理接口。通过配置 QoS 线路中同时指
定外网接口和内网接口并指定适合的上下行带宽，实现两个部门的带宽彼此
独立，互不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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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通过指定内网接口实现带宽独立
研发部门

GE2

GE1

GE3

非研发

通过多个虚拟 QoS 实施多维度带宽管理
下一代防火墙 QoS 线路支持 2 个维度的上行和下行虚拟 QoS。可以从两个维
度进行带宽管理。例如下图中一个维度为部门职责维度进行带宽管理，另一
个维度为使用的服务或应用维度进行带宽管理。即为部门业务组划分不同子
通道，分配最大带宽和保证带宽；为不同业务和应用划分不同子通道，分配
最大带宽和保证带宽。2 个上行或下行虚拟 QoS 是顺序执行的，先匹配首个
虚拟 QoS 下通道及子通道的规则，再匹配第二个虚拟 QoS 通道及子通道的
规则。
图14-4 多维度带宽管理
开发组

研发部门

GE2

测试组

GE1

We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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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级通道为多层组织进行不同规则的带宽管理
图14-5 多层组织带宽管理
开发组

研发部门

GE2

测试组

GE1

Web组

14.1.4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使用限制


一个 QoS 线路下最多支持 2 个上线虚拟 QoS 和 2 个下行虚拟 QoS。



一个虚拟 QoS 下最大支持 3 级带宽通道。



不能添加两条内网接口和外网接口完全相同的 QoS 线路。否则数据总是
命中先添加的那条线路，而不会命中后添加的那条线路。



当我们配置 QoS 时，上下行带宽填写多少，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接口工作
在千兆还是万兆，而是运营商所提供的的出口带宽。这是因为在大部分
网络环境中，出口带宽都小于接口带宽，出口带宽才是带宽的瓶颈。



一个 QoS 线路下配置的 2 个上行或下行虚拟 QoS 是串行匹配的，并且按
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匹配。即，先执行第一个虚拟 QoS 下的带宽通道的规
则，再执行第二个虚拟 QoS 下的带宽通道的规则。



越重要的服务或用户对应的带宽通道配置的优先级要越高。在带宽不足
的情况下，QoS 会将可分配的带宽优先分配给优先级高的通道。其他通
道能够满足保证带宽时，空闲的带宽也会优先动态分配给优先级高的通
道。



带宽通道规则必须在父通道上添加。符合条件规则的流量才会进入对应
的子通道进行流量管理，不符合规则的流量不进行流量限制。



规则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匹配，因此上面的规则优先级高于下面的规则。
越严格的规则需要的优先级越高，需要先配置，否则流量匹配宽松的规
则后将不会继续匹配下面的规则。默认规则针对的是所有流量，优先级
最低需要放到最后。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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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配置流程
QoS 的配置流程如图 14-6 所示。
图14-6 QoS 配置流程

最大带宽一般为运营商
提供的出口带宽

最大创建4个虚拟QoS
（2上行+2下行）

1、创建QoS线路

2、创建虚拟QoS

保证带宽
最大带宽
（可选）内网接口
外网接口

方向：上行或下行

4、配置带宽限制规则
子级带宽通道名称
内网地址
外网地址
服务
应用
源用户
时间段

优先级
最大带宽
保证带宽
转发优先级
（可选）每IP带宽配置

带宽限制规则在父通道上
配置，用于限制进入子通
道的流量。

虚拟QoS可以看为根带宽通
道，虚拟QoS下最多创建3
级带宽通道

3、创建带宽通道

14.1.6 配置 QoS
步骤 1 选择“策略配置 > QoS”。
步骤 2 单击“添加”。在“添加线路”页面中指定线路名称、上下行带宽和内网接
口（可选）、外网接口。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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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行带宽通常由运营商提供给对应外网接口的出口带宽决定。
通过指定内网接口，可以为同一个外网接口配置多个线路。每个内网接口独
享指定带宽，互不抢占。
同一个外网接口的所有线路的上行带宽或下行带宽总和为外网接口的带宽。
步骤 3 单击线路对应的

，添加虚拟 QoS。

配置虚拟 QoS 名称，并指定方向。虚拟 QoS 的名称不能重复。
一个 QoS 线路最大支持 2 个上行和 2 个下行虚拟 QoS。同一方向上配置多个
虚拟 QoS 时，这些虚拟 QoS 是串行匹配的，并且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匹配。
步骤 4 添加一级带宽通道。
选中一条虚拟 QoS，在通道配置列表中，单击操作中
添加带宽通道，该通
道的父通道为虚拟 QoS（虚拟 QoS 可以看作是根通道）。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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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线路名称

带宽通道所绑定的线路名称，不可修改。

父级带宽通道名称

带宽通道所绑定的上级带宽通道的名称。

带宽通道名称

指定带宽通道名称。带宽通道的名称不能重复，也不
能跟虚拟 QoS 的名称重复。

优先级

通道的优先级分为高、中、低三种。通道带宽按优先
级提供带宽服务保证，优先级高的通道带宽首先被满
足。

最大带宽

带宽通道所能达到的最大带宽，最大不可超过线路带
宽。

保证带宽

带宽通道的保证带宽，所有子带宽通道的保证带宽之
和不能超过父带宽通道的保证带宽。一级带宽通道之
和不能超过 QoS 线路的保证带宽。

转发优先级

转发优先级用于标记报文的 DSCP 优先级，可以使与
防火墙相连的上下行设备根据防火墙标注的 DSCP
优先级来区分流量。配置为 0 时，不开启转发优先级
功能。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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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每 IP 带宽配置
每 IP 带宽

启用每 IP 带宽配置后可以对每 IP 最大带宽进行限
制。最大可配置为 83886080kbps。

配额流量

指定可分配给用户的累计流量上限，达到上限之后，
将无法继续进行流量分配。设置为 0，代表不对用户
的累计流量做限制。

配额类型

配置类型分为“每天”和“每周”两种。即指定的配
置流量是每天的还是每周的。

禁止整形

开启禁止整形后，带宽的分配将不会按照保证带宽、
最大带宽的设置进行整形，而是强制按每 IP 带宽分
配的流量进行限制，转发优先级仍然有效。

步骤 5 添加子带宽通道。
选中一条带宽通道，在通道配置列表中，单击操作中
个虚拟 QoS 下最多可以添加 3 级带宽通道。

添加子带宽通道。一

配置方法跟步骤 4 相同。
步骤 6 添加规则。
从一级带宽通道开始为每级父带宽通道添加规则，规则用于控制进入子通道
的流量。在带宽通道的“规则管理”一列，单击规则数目链接，可以添加 QoS
规则。没有规则时显示为“0”。
存在多条规则时，要靠前的规则优先级越高。若存在 2 条规则中间存在重复
时，需要把更严格的规则放在前面。流量命中一条规则后则不再继续往下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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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

指定规则的名称。

规则类型

指定规则的类型。
普通规则允许用户指定数据的内网地址、外网地址、
服务、应用、源用户、时间段。
默认规则则会对命中线路的所有数据生效。命中线路
依据的是线路的内网接口、外网接口配置。

线路名称

规则所绑定的线路名称。不可修改。

父级带宽通道名称

规则所绑定的父带宽通道，不可修改。

子级带宽通道名称

选择子带宽通道。命中带宽通道的数据会根据子带宽
通道进行带宽分配。

内网地址

指定用户需要进行流量控制的数据的源地址，需要根
据当前限制的是上行，还是下行方向来填写。可选择
IPv4 类型地址或 IPv6 类型地址。

外网地址

指定用户需要进行流量控制的数据的目的地址，需要
根据当前限制的是上行，还是下行方向来填写。可选
择 IPv4 类型地址或 IPv6 类型地址。

服务

选择需要命中规则的服务对象，不需要精确到服务时
可不填写。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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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应用

选择需要命中规则的应用对象，不需要精确到应用时
可不填写。

源用户

选择需要命中规则的源用户对象，不需要精确到用户
时可不填写。

时间段

选择规则生效的时间对象，不需要精确到时间时可不
填写。

启用

勾选启用规则，不勾选则不启用。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 8 单击“关闭”。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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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资产管理

15.1 资产识别
资产识别功能用于对访问添加资产的客户端进行监控统计及用户匹配，同时
对这些客户端是否向服务器发起攻击进行实时监控，当管理员怀疑服务器收
到攻击时，可以第一时间在资产监控中进行筛查、定位。
终端识别可以实现对用户内网终端 IP 地址、名称、类型及操作系统对应关系
的识别和检测，可帮助用户了解网络中的在线终端信息及在线终端数量。
步骤 1 选择“对象配置 > 资产管理 > 资产识别”。
步骤 2 开启资产监控功能开关。
步骤 3 设置是否开启 VPN 监控。
选中“VPN”后，资产管理监控将会对通过防火墙 PPTP 和 L2TP 拨号进入
的用户进行监控统计，与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配置无关。
不选中“VPN”，资产管理监控将不会对通过防火墙 PPTP 和 L2TP 拨号进入
的用户进行监控统计。
步骤 4 配置服务器缓存超时时间。
步骤 5 配置客户端缓存超时时间。
步骤 6 添加服务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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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添加服务器监控的数据流所属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
选中启用后该服务器监控才生效。也可以通过选中“状态”启用服务器监控。
由于资产管理监控功能主要识别和保护的是内网服务器，建议用户在选择安
全域时，选择内网所属安全域。
服务器监控识别结果在“数据中心 > 监控 > 资产监控”的“服务器监控”
页面显示。可选择基于 IP 地址来显示，或者基于提供的服务来显示。服务分
类目前支持：IIS、Apache、Lighttp、SMTP、POP3、FTP、SVN、DHCP。
步骤 7 选择需要开启终端识别功能的安全域。
选中状态复选框后开启对应安全域的终端识别。

步骤 8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15.2 资产监控
15.2.1 服务器监控
开启资产监控功能后，防火墙通过对数据应用层识别来确认用户网络中的服
务器并对访问这些服务器的客户端进行监控统计。同时对这些客户端是否向
服务器发起攻击进行实时监控，当管理员怀疑服务器受到攻击时，可以第一
时间在资产监控中进行筛查、定位。
在左侧的资产管理列表中，可以设置优先基于资产的 IP 或服务进行显示。
服务分类目前支持：IIS、Apache、Lighttp、SMTP、POP3、FTP、SVN、NGINX、
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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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显示 IP 时，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 IP 地址查询指定 IP 地址的资产监控信
息。
单击一台服务器，可以在右侧的资产监控列表中查看资产地址、访问次数、
上次活动时间、应用用户、认证用户。
单击“清除缓存”将清除识别出的服务器。

15.2.2 终端监控
终端监控可以实现对用户内网终端 IP 地址及操作系统对应关系的识别和检
测，可帮助用户了解网络中的在线终端信息及在线终端数量。
参数

说明

终端地址

终端的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终端。

是否共享

终端是否为共享设备，共享设备是指在终端后还有多
个设备使用该终端的地址进行业务访问。

操作系统

识别出的终端所属的操作系统。

安全域

终端所属的安全域。

风险级别

配置终端联动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会将终端的风险
等级发送给防火墙。

单击“清除缓存”将清除识别出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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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Pv6 特性
IPv6 是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设计的用
于替代 IPv4 的下一代 IP 协议。IPv6 可以解决 IPv4 地址资源短缺的问题。

16.1 IPv6 简介
IPv6 的地址长度是 128 位，采用冒号分十六进制表示法，格式为
“X:X:X:X:X:X:X:X”，其中每个 X 为 16 位十六进制数字。
防火墙物理接口以及多种逻辑接口都支持配置 IPv6 接口，可以通过 IPv6 地
址管理防火墙。
IPv4 网络要向 IPv6 网络转换，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在 IPv6 网络逐渐部署
的过程中。要实现 IPv4 网络与 IPv6 网络的通信，可以通过创建双栈或隧道
实现。

16.2 IPv6 支持的特性
IPv6 支持：


接口



DHCP 客户端



PPPoE 客户端



设备管理



升级管理



配置文件



SNMP



告警管理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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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高可用性



集中管理



虚拟系统



证书管理



CA 中心



DNS



静态路由



策略路由



动态路由（RIPng、OSPFv3、BGP4+）




IPSec
DS-Lite



6in4 隧道



长连接



接口联动



邻居表



链路健康检查



802.1X 认证



会话限制



IPv6 地址对象/地址组、服务/服务组、应用、时间、关键字组、URL 分
类



本地认证、手工绑定



反病毒



漏洞防护



防间谍软件



URL 过滤



文件过滤



内容过滤



邮件过滤



行为管控



安全策略



NAT64、DNS64



安全认证



SSL 解密策略



IP-MAC 绑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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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名单



QoS



攻击防护



局域网广播防护



处置中心



数据中心



分析中心

除使用 IPv6 地址外，大部分特性都与 IPv4 下配置方式相同。下面仅对 IPv6
独有的特性进行配置说明。

16.3 邻居表
防火墙支持在接口上配置 IPv6 地址。当接口使用 IPv6 地址进行互联时，与
防火墙直连的对端设备接口地址也应当是 IPv6 的地址，我们将与防火墙直连
的对端设备接口 IPv6 地址称为防火墙的 IPv6 邻居，而 IPv6 邻居列表就是用
于查看所有与防火墙直连的 IPv6 邻居及邻居的 IPv6 地址。

16.3.1 添加静态邻居
静态邻居是用户手动添加的 IPv6 地址与 MAC 地址对应关系。用户可以在静
态邻居中，将防火墙没有学习到的手动添加上。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邻居表 > 静态邻居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邻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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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v6 地址

指定静态邻居的 IPv6 地址。

MAC 地址

指定 IPv6 地址所对应的 MAC 地址。

选择接口

选择与该静态邻居中的 IPv6 地址相连的三层接口。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静态邻居在静态邻居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静态邻居的 IP 地址、
MAC 地址、相连接口、安全域、状态等。静态邻居状态为 STATIC（INCALID）
说明该静态邻居不可达。
支持对静态邻居进行编辑、删除、查询等操作。

16.3.2 绑定动态邻居
动态邻居表是防火墙主动学习到的 IPv6 邻居。防火墙支持将动态邻居的 IP
和 MAC 进行绑定。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邻居表 > 动态邻居表”。
步骤 2 选中需要绑定的一个或多个动态邻居。
动态邻居表中可以查看邻居的 IP 地址、MAC 地址、绑定接口、安全域、超
时时间、状态和绑定状态。邻居剩余超时时间，默认 600 秒。超时时间为 0
之后，该邻居从防火墙的动态邻居中删除，直到再次学习到。
动态邻居太多可以借助查询功能，找到要绑定的动态邻居。
步骤 3 单击“绑定”。
绑定成功后，邻居的绑定状态变为“绑定”，还可以在“策略配置 > IP-MAC
绑定 >绑定列表”中进行查看。
单击“全部清除”会将防火墙目前学习到的所有 IPv6 与 MAC 地址对应关系
的表项清除，重新学习。
可以在 IP-MAC 绑定中解除 IPv6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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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IPv6 路由
16.4.1 RIPng
RIPng(RIP next generation)路由协议。作为 RIP 协议支持 IPv6 的一个补充，
而不是一个全新的协议。因此，在原理上与 RIP 协议是一致的。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RIPng”。
步骤 2 配置基本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参数

说明

启用 RIPng

启用 RIPng 后，RIPng 功能才生效。

缺省信息发布

启用，发布默认路由。
不启用，不发布默认路由。

路由更新时间

RIP 路由更新时间，默认为 30 秒更新一次。支持用户自定
义，范围为 5-3600 秒。

路由失效时间

RIP 路由失效时间，默认 180 秒。若某条 RIP 路由 180 秒内
没有更新，则该 RIP 路由置为失效。支持用户自定义，范
围为 5-3600 秒。

路由清除时间

RIP 路由清除时间，默认为 120 秒。若某条失效的 RIP 路由
在 120 秒内仍然没有更新，则清除出 RIP 路由表。支持用
户自定义，范围为 5-3600 秒。

步骤 3 添加接口。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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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配置提供 RIPng 功能接口选择、接口模式的配置。同时用户可以选择开
启或者关闭接口水平分割功能，开启水平分割功能的接口，将不会把从该接
口学习到的路由再从该接口发送出去，防止出现环路。

参数

说明

三层接口

选择发布 RIP 的接口。

接口模式

选择接口的工作模式。
普通：接收和发送 RIP 更新。
被动：接收但不发送 RIP 更新。

毒性逆转

毒性逆转是指发出一条 metric 值为 16 跳（无穷大）的路由
条目，作用是通告别的路由器，这条路由已不可达。
勾选开启毒性逆转功能，防火墙会将从一个接口收到的路由
条目，再从这个接口发送出去，但是 metric 值置为 16 跳（无
穷大）。
不勾选毒性逆转功能，防火墙默认开启水平分割，从一个接
口收到的路由条目，不会再从这个接口发送出去。

步骤 4 添加路由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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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ng 协议允许用户将设备上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RIPng 中，并
向外发布。路由重发布功能就是实现将用户指定类型的路由重发布到 RIP 中，
并向外发布。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直连路由、静态路由、OSPFv3 路由、BGP
路由。同时，在重发布路由的过程中，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路由的度量值，
默认情况下，度量值为 1。度量值越大的路由优先级越低，度量值为 16 的
RIPng 路由会被视为不可达。

16.4.2 OSPFv3
OSPFv3，与 OSPFv2 使用同样的基本机制，如算法、DR 选举、度量变量等。
主要用于路由 IPv6 地址。
但，OSPFv3 并不向下兼容 OSPFv2，所以用户如果需要路由 IPv4 地址时，
还需要单独开启 OSPFv2。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OSPF”。
步骤 2 配置基本配置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参数

说明

启用 OSPFv3

选中复选框，启用 OSPFv3 功能。否则 OSPFv3 配置不
生效。

Route ID

指定防火墙的 Route ID（IPv4 地址形式），在同一个
自治系统内，该 Route ID 必须唯一。
同时，Router ID 也用于唯一标识邻居。

步骤 3 单击“接口配置”，单击“添加”，添加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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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三层接口

选择启用 OSPFv3 功能的接口。必须工作在三层模式。

接口模式

选择接口的工作模式。
“普通”模式允许接收和发送 OSPFv3 报文。



“被动”模式禁止接收和发送 OSPFv3 报文。



区域号

指定接口的 OSPFv3 域，ID 为 IPv4 地址形式。

实例号

指定接口的实例号，即 instance ID。范围为 0-255，默
认为 0。
OSPFv3 支持在同一链路上运行多个实例，实现链路的
复用。因此，防火墙可以与不同的路由器根据指定的
实例来建立邻居关系。该功能就是由 instance ID 来实
现的。
如果接口配置的 Instance ID 与接收的 OSPF 6 报文的
Instance ID 不匹配，则丢弃该报文，从而无法建立起
邻居关系。

Cost 值

接口的 Cost 值。默认为 10，支持用户自定义，范围为
1-65535。

DR 选举优先级

选举 DR 时，接口的优先级。默认为 1，支持用户自定
义，范围为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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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定时器

hello-interval：邻居探测 hello 包间隔时间，默认为 10
秒，支持用户自定义，范围为 1-3600。
dead-interval：邻居失效超时时间，默认为 40 秒，40
秒内探测不到邻居，则邻居失效。支持用户自定义，
范围为 1-3600。

步骤 4 单击“路由重发布”，单击“添加”，添加路由重发布。
OSPFv3 允许用户将设备上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信息引入到 OSPF 中，并向外
发布。路由重发布功能就是实现将用户指定类型的路由重发布到 OSPF 中，
并向外发布。

参数

说明

路由类型

用户可以指定重发布的路由类型，共四种：
直连路由、静态路由、RIPng 路由、BGP 路由。

度量类型

度量类型目前分为 ext-1、ext-2 两种，默认选择 ext-2。

度量值

支持用户自定义，默认为 20，范围为 1-1800。

步骤 5 单击“邻居监控信息”。
邻居信息监控用于查看 OSPFv3 邻居状态、邻居地址等信息。邻居信息是监
控、调试 OSPFv3 及排查 OSPFv3 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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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1 邻居监控信息界面说明

参数

说明

邻居 ID

邻居的 ID。

优先级

邻居的优先级。

状态

邻居状态/邻居角色
状态：
down，没有收到邻居的 hello 报文，但可以发送 hello
报文。
init，已接收到邻居发送的 hello 报文。
two-way，防火墙与邻居建立了双向关系。
exstart，链路类型为广播网络时，在交换 DBD 前，选
举主从。
exchange，交换 DBD。
loading，交换 LSA。
full，邻接关系建立完毕。

失效时间

当前邻居在多少时间后将失效。

持续时间

邻居建立的时长。

邻居地址

邻居的地址，通常为 IP 地址。

本地接口

防火墙是从哪个接口与该邻居建立邻居关系的。
接口名称[接口角色]

16.5 双栈
由于 IPv4 地址枯竭，互联网目前正处于 IPv4 向 IPv6 过渡的时期。因此，IPv6
的终端访问的资源并非全是 IPv6 资源，有很大一部分互联网的资源实际上仍
然采用的是 IPv4 的地址。IPv6 过渡技术就是为了实现 IPv6 网络与 IPv4 网络
的互访。
双栈技术是在设备上同时启用 IPv4 和 IPv6 协议栈。双栈协议系统中能同时
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即拥有 IPv4 地址，有拥有 IPv6 地址，因而可以收
发 IPv4 和 IPv6 两种数据报，通过 IPv4 地址与 IPv4 主机通信，通过 IPv6 与
IPv6 主机通信，从而实现 IPv4 主机和 IPv6 主机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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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栈协议技术是 IPv6 过渡技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过渡技术，同时，她也是
所有其它过渡技术的基础。

16.6 DS-Lite
DS-Lite 是解决私网 IPv4 报文要穿越 IPv6 网络访问公网 IPv4 网络的问题。

简介
由于 IPv4 资源紧缺，IPv6 网络逐步发展。目前 IPv6 骨干网演进方案已经基
本成熟，但城域网演进方案仍未达到规模部署的程度。其主要问题为用户接
入方案。由于终端硬件条件或应用层软件的限制等问题，接入端用户很难在
短时间内全部升级到 IPv6，另外绝大多数的 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对于
IPv6 网络的支持也不够。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网络中的主要流量仍将
是 IPv4 网络到 IPv4 网络的流量。基于理性看待 IPv4 和 IPv6 的发展关系，
实现 IPv4 业务延续和促进 IPv6 部署，基于 DS-lite（Double Stack Lite，轻量
级双栈）的网络演进方案被提出来。
DS-Lite 结合了 IPv4 over IPv6 隧道和 IPv4 NAT 技术，隧道两端分别是 B4
（Base Bridge Broadband element，通常为家庭网关或者用户终端）和 AFTR
（Address Family Translation Router）。

使用场景
使用私网 IPv4 地址的家庭用户的计算机通过 CPE（B4）设备（需要支持双
栈和 DS-Lite 功能）接入到 IPv6 城域网中，CPE 和 DS-Lite 设备之间建立
DS-Lite 隧道。CPE 将私网 IPv4 流量封装在 IPv6 隧道中进行传输，然后在
AFTR 设备上解封装并通过 NAT 技术将 IPv4 私网地址转成 IPv4 公网地址发
送给 IPv4 Internet。
IPv6 用户则不需要 DS-Lite 封装，可以正常通过 IPv6 城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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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支持自动通过有状态协议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DNS 和
AFTR 参数和自动通过无状协议获取 ipv6 地址，并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
DNS 及 AFTR 参数。
DS-Lite 隧道方式取消了用户 CPE 侧的 NAT 转换，从而实现了网络中仅保留
一次 NAT 转换，简化了 IPv4 地址的分配与管理，终端用户可使用任意 IPv4
私网地址。该隧道建立的过程无需进行协商，且接入网络可以仅为纯 IPv6 单
栈。但 DS-Lite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DS-Lite 必须对用户侧的 CPE 做
一定的更改，在 AFTR 网关上需维护大量的 NAT 表项，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
问题和状态的同步问题，并且无法支持由通信对端发起的连接。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防火墙仅支持作为 B4，即支持 CPE 接入侧功能。



B4 和 AFTR 必须支持双栈协议。



双机热备模式下支持 DS-Lite 手动模式，不支持自动模式配置。



DS-Lite 源接口可以是物理接口也可以是逻辑接口，但必须通过 DHCPv6
动态获取 IP 地址。



系统必须同时支持 IPv6 DNS 服务器功能。



Web 方式下默认自动方式下 AFTR 信息获取方式为“有状态（DHCPv6）”，
无状态获取方式必须通过命令行配置。



如果想要使用 DHCP 获取地址，必须先将接口设置为 DHCP 模式，即不
允许先配置 ds-lite，后将接口配置为 dhcp。

配置 DS-Lite
配置 CPE 端的 DS-Lite 功能，指定源接口、隧道接口、模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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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DS-Lite”。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在“添加 DS-Lite”对话框中，选中“启用”复选框。
只有启用的 DS-Lite 策略，配置才会生效。
步骤 4 配置 DS-Lite 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 DS-Lite 隧道名称。

描述

为隧道配置相应的描述信息，便于管理员识别。

源接口

指定 DS-Lite 隧道的接口。接口的 IP 地址必须指定
DHCPv6 方式获取。
接口可以是物理接口，也可以是逻辑接口。

隧道接口

选填项。指定 DS-Lite 使用的隧道接口。

模式



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下，自动获取隧道地址。AFTR 获取模式默认为
有状态，自动获取接口的有状态 IPv6 地址、AFTR 域名、
DNS 服务器地址。不需要用户配置参数。AFTR 获取模
式若要改为无状态，需要通过命令行修改。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需要用户配置本端地址和 AFTR 地址。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 DS-Lite 策略在 DS-Lite 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 DS-Lite 策略的名称、
描述、源接口、隧道接口、模式、是否启用。
配置好好的 DS-lite 策略的接口和模式无法修改。

查看 DS-Lite 隧道信息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
步骤 2 单击“DS-Lite”。
步骤 3 查看 DS-Lite 隧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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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Lite 隧道建立之后，在 DS-Lite 隧道监控界面，用户可以查看 DS-Lite 隧
道的隧道名称、模式、AFTR 域名、本端地址、AFTR 地址、发送流量、接
收流量。
可以根据隧道名称搜索隧道。

16.7 6in4 手工隧道
6in4 手工隧道是指通过手工方式指定隧道目的地址和源地址的方式配置的
6in4 隧道。手工隧道实现简单，但每条隧道都要人工配置管理。

16.7.1 6in4 手工隧道典型应用
6in4 手工隧道可以建立在两个边界路由设备之间，它提供了一个点到点的连
接，为被 IPv4 网络分离的 IPv6 网络提供稳定的连接，或建立在终端系统与
边界路由器之间，为终端系统访问 IPv6 网络提供连接。
图16-1 6in4 手工隧道

隧道的端点设备必须支持 IPv6/IPv4 双协议栈，其它设备只需实现单协议栈
即可。
IPv6 手工配置隧道要求在设备上手工配置隧道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如果一
个边界设备要与多个设备建立手工隧道，就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多个隧道。所
以手工隧道通常用于两个边界路由器之间，为两个 IPv6 网络提供连接。
一个设备上不能配置两个隧道源和目的都相同的 IPv6 手工隧道。

16.7.2（可选）创建隧道接口
隧道接口可以在接口下添加，也可以在配置 6in4 手工隧道时再添加。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选择“隧道接口”。
步骤 3 配置隧道接口的名称和 IP 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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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 接口添加后状态自动 UP，不需要再配置地址。
步骤 4 单击“确定”。

16.7.3 配置 6in4 手工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6in4 隧道”。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6in4 手工隧道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6in4 隧道的名称。

描述

6in4 隧道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6in4 隧道。

隧道类型

隧道类型选择“手工隧道”。

目的地址

目的地址为建立隧道的对端网关 IPv4 地址。

源接口

防火墙上用于建立 6in4 隧道的接口。要求接口配置
IPv4 地址。

源地址

选择用于建立 6in4 隧道的接口 IPv4 地址。
选择“auto”时，作为发起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第一个
类型为 float 的 IPv4 地址；作为接收者，默认使用接口
上的任意一个 IPv4 地址。

隧道接口

选择与源接口进行绑定的隧道接口，用于建立 6in4 隧
道。需要新建隧道接口，在下拉菜单中单击“添加”。

启用

选中“启用”复选框，隧道才会生效。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完成后，隧道在 6in4 隧道列表中显示。在 6in4 隧道列表，可以查看每
一条 6in4 隧道的名称、源接口、目的地址、隧道类型、隧道接口、启用状态
等信息。可以对列表中的隧道进行编辑、删除、更新、查询操作。

16.7.4 配置路由引流
6in4 隧道在隧道配置完毕之后，都需要在静态路由中添加相应的路由，将需
要通过 6in4 隧道进行传输的 IPv6 数据牵引至隧道中。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路由 > 静态路由”。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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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到目的 IPv6 网络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相应的 tunnel 接口。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6.7.5 查看 6in4 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单击“6in4 隧道”页签。若需要查
询特定的隧道，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隧道名称。
6in4 隧道建立之后，在 6in4 隧道监控界面，用户可以查看 6in4 隧道建立之
后的隧道名称、隧道类型、本端地址、目的地址、发送字节、接收字节。

16.8 ISATAP 隧道
ISATAP（Intra-Site Automatic Tunnel Addressing Protocol）是一种 IPv6 自动隧
道技术。

16.8.1 ISATAP 隧道典型应用
站点内部自动隧道寻址协议 ISATAP（Intra-Site Automatic Tunnel Addressing
Protocol）是一种 IPv6 自动隧道技术。ISATAP 用于连接 IPv4 网络上双栈
（IPv4/IPv6）节点。ISATAP 地址中内嵌了 IPv4 地址，它的隧道封装也是根据
此内嵌 IPv4 地址来进行的。
当 IPv4 网络的主机需要访问 IPv6 网络中的服务器或者主机时，需要先与
isatap 防火墙建立一条 isatap 隧道，然后根据 isatap 防火墙提供的 IPv6 前缀
构造自己的 IPv6 地址，并将这台防火墙作为自己的 IPv6 默认网关。如图 16-2
中的 IPv4 网络的 PC 与 isatap 防火墙建立了 isatap 隧道后，通过 isatap 隧道
访问 IPv6 网络中的资源。
图16-2 ISATAP 隧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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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 配置 Tunnel 接口为 ISATAP 接口
配置 ISATAP 隧道，需要在命令行下配置隧道接口为 ISATAP 接口。
步骤 1 进入配置视图。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config terminal。
步骤 2 进入隧道接口视图。
执行 interface tunnel tunnel-name，tunnel-name 为隧道接口的名称。
步骤 3 开启 IPv6 路由器通告发送功能。
执行 ipv6 ra send on。
步骤 4 配置 IPv6 接口链路类型仅支持单播。
执行 ipv6 ra unicastonly on，仅向 ISATAP 客户端发送通告。
步骤 5 设置 IPv6 路由器通告分配地址功能。
执行 ipv6 ra prefix ipv6-address/prefix max-value best-value，为 ISATAP 客户
端分配 IPv6 前缀。max-value 表示所分配地址的有效时间。整数形式，取值
范围为 0~4294967295，单位为秒。best-value 表示所分配地址的首选时间。
整数形式，取值范围为 0~4294967295，单位为秒。

16.8.3 配置 ISATAP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6in4 隧道”。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6in4 手工隧道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ISATAP 隧道的名称。

描述

ISATAP 隧道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6in4 隧道。

隧道类型

隧道类型选择“ISATAP”。

源接口

防火墙上用于建立 6in4 隧道的接口。要求接口配置
IPv4 地址。

源地址

选择用于建立 6in4 隧道的接口 IPv4 地址。
选择“auto”时，作为发起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第一个
类型为 float 的 IPv4 地址；作为接收者，默认使用接口
上的任意一个 IPv4 地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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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隧道接口

选择与源接口进行绑定的隧道接口，用于建立 6in4 隧
道。需要新建隧道接口，在下拉菜单中单击“添加”。

启用

选中“启用”复选框，隧道才会生效。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6.8.4 查看 ISATAP 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单击“6in4 隧道”页签。若需要查
询特定的隧道，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隧道名称。
ISATAP 隧道建立之后，在 6in4 隧道监控界面，用户可以查看 ISATAP 隧道
建立之后的隧道名称、隧道类型、本端地址、目的地址、发送字节、接收字
节。

16.9 6to4 隧道
通过 6to4 隧道，可以让孤立的 IPv6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互联。6to4 隧道时通
过 Tunnel 接口实现的。

16.9.1 简介
6to4 自动隧道利用 IPv6 单播地址中的 6to4 地址建立 IP6in4 隧道。下面对 6to4
隧道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说明：


6to4 地址

6to4 地址是一类特殊的 IPv6 全局单播地址，它通过公网 IPv4 地址映射而来。
6to4 网络的网络前缀固定为 2002::16。将外网接口的公网 IPv4 地址的十六进
制值加载 6to4 网络前缀之后，从而产生一个前缀数位为 48 的对应该 IPv4 的
6to4 子网的网络前缀。
6to4 地址的格式如图 16-3 所示。其中 subnet ID 和接口 ID 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图16-3 6to4 地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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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o4 网络
内部使用 6to4 地址的网络为 6to4 网络。



6to4 路由设备
连接 6to4 网络，并作为 6to4 隧道端的设备。



6to4 中继路由设备
连接 IPv6 网络，并作为 6to4 隧道端的设备。

16.9.2 6to4 隧道典型应用
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互联（作为 6to4 路由设备）
如图 16-4 所示，两个 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实现互访。防火墙连接 IPv4 网
络的接口配置全球唯一的公网 IPv4 网络地址，连接 6to4 网络的接口地址为
6to4 地址，该地址中内嵌了连接 IPv4 网络的接口 IPv4 地址。
图16-4 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互联

当 PC1 访问 PC2 时，报文的处理过程如下：
1.

PC1 发出 IPv6 报文。

2.

FW1 收到 IPv6 报文后，根据 IPv6 报文的目的地址查找 IPv6 路由，发现
出接口为 6to4 自动隧道的 Tunnel 接口，目的地址为 6to4 地址（以 2002::/16
为前缀的 IPv6 地址），于是从目的地址中取出 0201:0101 得到 FW2 的 IPv4
公网地址 2.1.1.1（十六机制转换为十进制）。于是将 IPv6 报文封装到 IPv4
报文中，源为 Tunnel 口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为解析到的 IPv4 公网地址。

3.

封装后的 IPv4 报文通过 6to4 隧道被发送到 FW2。

4.

FW2 收到报文后，去掉 IPv4 头，然后根据 IPv6 报文头中的目的地址，
将报文转发到 PC2。

5.

PC2 发送报文的过程与 PC1 过程一致。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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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访问普通的 IPv6 网络（作为 6to4 中继设备）
如图 16-5 所示， 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访问 IPv6 网络。防火墙连接 IPv4
网络的接口配置全球唯一的公网 IPv4 网络地址，连接 6to4 网络的接口地址
为 6to4 地址，该地址中内嵌了连接 IPv4 网络的接口 IPv4 地址。由于目的地
址不是 6to4 地址，则需要 6to4 中继防火墙上需要配置一个 2002::/16 前缀的
地址，6to4 防火墙上配置到 IPv6 网络的路由时，下一跳指向 6to4 中继防火
墙上的地址。
图16-5 6to4 网络通过 IPv4 网络访问 IPv6 网络

当 PC1 访问 PC2 时，报文的处理过程如下：
1.

PC1 发出 IPv6 报文。

2.

FW1 收到 IPv6 报文后，根据 IPv6 报文的目的地址查找 IPv6 路由，发现
出接口为 6to4 自动隧道的 Tunnel 接口，目的地址为普通的 IPv6 地址，
但下一跳是 6to4 地址，则从下一跳地址中取出 0201:0101 得到 FW2 的
IPv4 公网地址 2.1.1.1（十六机制转换为十进制）。于是将 IPv6 报文封装
到 IPv4 报文中，源为 Tunnel 口的源地址，目的地址为解析到的 IPv4 公
网地址。

3.

封装后的 IPv4 报文通过 6to4 隧道被发送到 FW2。

4.

FW2 收到报文后，去掉 IPv4 头，然后根据 IPv6 报文头中的目的地址查
找路由，根据路由将报文转发到 PC2。

5.

PC2 发送报文的过程与 PC1 过程一致。

16.9.3 配置内网接口的 6to4 地址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找到对应的内网接口。
步骤 2 单击“编辑”或接口名称链接。
步骤 3 添加接口的 IPv6 地址。
接口的 IPv6 地址配置为对应外网接口 IPv4 地址映射而来的 6to4 网络子网的
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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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可选）创建隧道接口
隧道接口可以在接口下添加，也可以在配置 6to4 隧道时再添加。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接口”。
步骤 2 单击“添加”，选择“隧道接口”。
步骤 3 配置隧道接口的名称和 IP 地址。
当网络环境不需要中继时，与 6to4 隧道绑定的隧道接口可以不配置地址。
当网络环境中需要防火墙进行中继时，则根据环境指定隧道接口的 IPv6 地址，
同时，指定的 IPv6 地址必须符合 6to4 隧道中继的要求。
步骤 4 单击“确定”。

16.9.5 配置 6to4 隧道
步骤 1 选择“网络配置 > VPN > 6in4 隧道”。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 6to4 隧道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 6to4 隧道的名称。

描述

6to4 隧道的备注，为区别于其他 6in4 隧道。

隧道类型

隧道类型选择“6to4”。

源接口

源接口选择连接 IPv4 网络的外网接口。

源地址

选择用于建立 6to4 隧道的接口 IPv4 地址。
选择“auto”时，作为发起者，默认使用接口上第一个
类型为 float 的 IPv4 地址；作为接收者，默认使用接口
上的任意一个 IPv4 地址。

隧道接口

选择与源接口进行绑定的隧道接口，用于建立 6to4 隧
道。需要新建隧道接口，在下拉菜单中单击“添加”。

启用

选中“启用”复选框，隧道才会生效。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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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 查看 6to4 隧道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隧道监控”，单击“6in4 隧道”页签。若需要查
询特定的隧道，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隧道名称。
6to4 隧道建立之后，在 6in4 隧道监控界面，用户可以查看 6to4 隧道建立之
后的隧道名称、隧道类型、本端地址、目的地址、发送字节、接收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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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产品联动

17.1 天眼协同防护
17.1.1 简介
天眼由分析平台、流量传感器、
（可选）文件威胁鉴定器组成，可以为用户提
供高级威胁检测方案和文件威胁检测方案。防火墙支持与天眼的分析平台联
动进行高级威胁检测，也支持与天眼的文件威胁鉴定器（沙箱）联动进行文
件威胁检测。

防火墙与分析中心联动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与天眼分析平台联动。
防火墙上传携带 URL、域名、IP 地址等关键信息的 HTTP 协议、DNS 协议、
SMTP 协议、POP3 协议以及 IMAP 协议头部，但防火墙上传信息给天眼并不
是必须的，天眼系统本身的传感器也会进行 URL、域名、IP 地址等关键信息
收集。在天眼本地将这些关键信息与威胁情报进行碰撞后，生成处置策略，
并下发到防火墙本地。
URL 或域名的处置策略支持在天眼上进行手工处置或自动处置，攻击者 IP
和受害者 IP 处置策略支持在天眼上进行手工处置，下发时带处置动作。
通过天眼进行威胁情报碰撞的过程如图 1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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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天眼联动过程

交互过程如下：
1.

（可选）下一代智慧防火墙向天眼发送 HTTP、SMTP、POP3、IMAP、DNS
协议头部信息，这些信息通过 HTTPS 协议发送至天眼，天眼端采用 7755
端口接收信息。

2.

天眼将本地收到或采集到的 URL、域名、IP 地址等关键信息，与威胁情
报中心的威胁情报进行碰撞。

3.

碰撞后的结果判定为恶意（黑）或正常（白）。结果为黑，生成携带处置
动作的人工处置策略（针对恶意 URL、IP、域名）并通过 HTTPS 协议发送
给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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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墙人工处置页面生成来源为天眼的处置策略。天眼下发的处置策略
可能是自动处置策略也可能是人工处置策略。人工处置策略也可以在天
眼平台进行处置。处置后的策略在防火墙上生效，下次再有流量命中该
策略则按此策略执行。

防火墙与文件威胁鉴定器联动
防火墙支持文件过滤和内容过滤，在进行文件和内容的威胁检测时，会对文
件进行还原。防火墙还原后的文件可以上传到沙箱进行二次威胁检测，防火
墙接收沙箱分析结果并展示沙箱检测日志。
防火墙将沙箱检测出的黑文件 MD5 值保存在缓存，下次防火墙再检测到相
应文件，则直接匹配缓存中对应 MD5，判定为黑文件。

17.1.2 配置防火墙与天眼分析中心联动
添加可信主机
使用天眼协同防护必须将天眼加入管理主机，并将服务设置为“协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可信主机的参数。
IP 地址设置为跟防火墙通信的天眼的 IP 地址，服务选择“协同防护”。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联动管理员
通过在防火墙本地添加天眼的管理员为 OpenC2 联动管理员，允许天眼向防
火墙下发针对威胁 IP、域名、URL 等的人工处置策略。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账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联动管理员的参数。
管理员认证类型设置为“本地”，系统选择“root-vsys”，角色选择“OpenC2
联动管理员”。登录类型开启 HTTPS。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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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置天眼数据采集
配置天眼数据采集的目的是将防火墙本地 HTTP、SMTP、POP3、IMAP、DNS
协议相关信息发送给天眼。但防火墙上传信息给天眼并不是必须的，天眼系
统本身的传感器也会进行信息收集。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防火墙作为发送端，向天眼发送用于威胁情报检测的信息。
参数

说明

协同系统

选择“天眼_数据采集”。

协议

采用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

IP 地址类型

仅支持“IPV4”。

对端地址

输入天眼分析平台通信接口的 IPv4。

对端端口

天眼采用 7755 端口接收防火墙信息。此处端口必须配置为
7755。

传输模式

传输模式支持不加密传输和加密传输。默认开启“加密”
传输。

加密密钥

加密传输模式下，需要设置加密密钥。加密密钥为 6~32
为的数字或英文字母。

启用

默认开启。只有启用后，防火墙才会向天眼发送要碰撞的
协议信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联动策略在产品联动下显示，可以查看协同系统类型、协议、本地
地址、本地端口、对端地址、对端端口、本地证书、启用状态、连接状态等
内容。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配置天眼协同防护
天眼在本地进行威胁情报碰撞。天眼将威胁情报碰撞出的恶意 URL、恶意 IP
地址、恶意 DNS 生成威胁处置策略下发给防火墙，可在防火墙人工处置策略
中查看。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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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防火墙作为接收端，接收碰撞后命中的 IOC。
参数

说明

协同系统

选择“天眼_协同防护”。

协议

采用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

接口

选择防火墙接收接口。

本地地址

选择防火墙接口 IP 地址。仅支持 IPv4 地址。

本地端口

指定接收 IOC 的防火墙服务端口。天眼上配置的对端端口
必须与防火墙的接收端口一致。

本地证书

选择 HTTPS 通信使用的证书。证书（RSA 证书）需要先
导入防火墙证书列表中。

启用

默认开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联动策略在产品联动下显示，可以查看协同系统类型、协议、本地
地址、本地端口、对端地址、对端端口、本地证书、启用状态、连接状态等
内容。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17.1.3 配置防火墙与天眼沙箱联动
防火墙支持与天眼威胁文件鉴定器联动，将文件上传到天眼威胁文件鉴定器
进行文件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从而可以识别出未知威胁文件。

使用限制与注意事项
防火墙上必须开启文件过滤或内容过滤中的一个功能，防火墙与沙箱联动功
能才会生效。

配置步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沙箱联动参数。
参数

说明

协同系统

选择“天眼_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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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S。

IP 地址类型

仅支持“IPV4”。

对端地址

填写文件威胁鉴定器（沙箱）的 IPv4 地址。

对端端口

设置与文件威胁鉴定器通信的端口号。必须与文件威
胁鉴定器端设置的端口号一致。

用户名

指定与文件威胁鉴定器联动的用户名。

密码

填写与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文件类型

沙箱联动支持进行工作文档、可执行文件和多媒体文
件检测。选中文件类型前的复选框，开启该类型文件
检测。可以选择多项。

启用

只有启用后，该联动策略才会生效。默认开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联动策略在产品联动下显示，可以查看协同系统类型、协议、本地
地址、本地端口、对端地址、对端端口、本地证书、启用状态、连接状态等
内容。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17.2 NGSOC 协同防护
17.2.1 简介
下一代智慧防火墙支持与 NGSOC 一起进行协同防护。
防火墙上传本地日志，在 NGSOC 本地将防火墙日志与威胁情报进行碰撞后，
生成处置策略，并下发到防火墙本地。
URL 或域名的处置策略、攻击者 IP 和受害者 IP 处置策略支持在 NGSOC 上
进行手工处置，下发时带处置动作。
通过 NGSOC 进行威胁情报碰撞的过程如图 1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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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NGSOC 联动过程

1.

（可选）下一代智慧防火墙向 NGSOC 发送日志。

2.

NGSOC 采集或接受到防火墙相关日志后，在本地与威胁情报中心的威胁
情报进行碰撞。

3.

碰撞后的结果判定为恶意（黑）或正常（白）。结果为黑，生成携带处置
动作的人工处置策略（针对恶意 URL、IP、域名）并通过 HTTPS 协议发送
给防火墙。

4.

防火墙人工处置页面生成来源为 NGSOC 的处置策略。NGSOC 下发的处置
策略是人工处置策略。人工处置策略也可以在 NGSOC 平台进行处置。处
置后的策略在防火墙上生效，下次再有流量命中该策略则按此策略执行。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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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添加可信主机
使用 NGSOC 协同防护必须将 NGSOC 加入管理主机，并将服务设置为“协
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可信主机的参数。
IP 地址设置为跟防火墙通信的 NGSOC 的 IP 地址，服务选择“协同防护”。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7.2.3 添加联动管理员
通过在防火墙本地添加 NGSOC 的管理员为 OpenC2 联动管理员，允许
NGSOC 向防火墙下发针对威胁 IP、域名、URL 等的人工处置策略。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账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联动管理员的参数。
管理员认证类型设置为“本地”，系统选择“root-vsys”，角色选择“OpenC2
联动管理员”。登录类型开启 HTTPS。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7.2.4（可选）配置日志外发到 NGSOC
将 NGSOC 作为防火墙的日志服务器，设置发送到 NGSOC 的日志。若防火
墙不上传日志到 NGSOC，NGSOC 可以通过本身探针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威胁
情报碰撞后下发处置策略到防火墙。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日志 > 日志设置”。
步骤 2 选择“日志服务器”。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服务器参数。
服务器地址为 NGSOC 的地址。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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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可选）若防火墙日志需要发送到多个日志服务器，可以将其加入一个日志服
务器组。
步骤 7 选择日志外发。设置要发送的日志的日志服务器为 NGSOC 服务器或服务器
组。
步骤 8 单击“应用”。

17.2.5 配置 NGSOC 协同防护
NGSOC 将威胁情报碰撞出的恶意 URL、恶意 IP 地址、恶意 DNS 生成威胁
处置策略下发给防火墙，可在防火墙人工处置策略中查看。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防火墙作为接收端，接收碰撞后命中的 IOC。
参数

说明

名称

选择“NGSOC_协同防护”。

协议

采用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

接口

选择防火墙接收接口。

IP 地址类型

选择接口的 IP 地址类型。仅支持“IPv4”。

本地地址

选择防火墙接口 IP 地址。

本地端口

指定接收 IOC 的防火墙服务端口。NGSOC 上配置的对端
端口必须与防火墙的接收端口一致。

本地证书

选择 HTTPS 通信使用的证书。证书（RSA 证书）需要先
导入防火墙证书列表中。

启用

默认开启。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后的联动策略在产品联动下显示，可以查看协同系统类型、协议、本地
地址、本地端口、对端地址、对端端口、本地证书、启用状态、连接状态等
内容。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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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终端协同防护
防火墙支持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NAC 以及鉴定中心联动。与控制中
心联动使边界防火墙可以获知终端的安全状况，并支持根据终端的风险等级
进行流量管控。防火墙与控制中心及 NAC 联动三方联动还可实现终端用户
安全认证和准出管理。防火墙与鉴定中心联动可以借助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强
大的云端病毒库能力实现私网进行未知文件病毒检测。

17.3.1 简介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联动
在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上安装防火墙联动组件（防火墙联动组件是终
端安全管理系统的一个组件），用于与防火墙进行联动通信。
联动过程如下：
1.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支持对客户网络中的终端进行扫描，并对其进行风险
等级评定。

2.

控制中心将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对终端的评定结果（高风险、中风险、低
风险、未安装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发送给防火墙。

3.

防火墙收到联动终端列表，包括终端的 IP 地址和风险等级。

4.

防火墙检测到终端流量，检查该终端的风险等级并根据联动终端管控策
略对该终端的流量进行阻断或放行。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NAC 三方联动
终端准入控制系统（简称 NAC）是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主要
用于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核心业务访问准入、入网安全合规性要求、网络实名
认证管理、网络边界接入安全防护等解决方案。通过防火墙和 NAC 联动可
以利用 NAC 对终端用户进行认证和访问准入控制，并通过防火墙对流量进
行安全检测和管控。
防火墙和终端安全管理系统、NAC 联动时过程如下：
1.

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负责配置用户认证策略和管控策略，并下发给 NAC。

2.

NAC 对终端用户进行访问准入控制

3.

认证通过后，NAC 生成联动终端准出策略下发给防火墙。

4.

防火墙检测到用户流量，根据联动终端准出策略，对用户的数据流进行
允许或阻断操作。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NAC 三方联动，不影响防火墙与终端
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之间原有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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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与终端鉴定中心联动
终端鉴定中心是一个私有病毒云设备，可以部署在用户网络中。适用于防火
墙无法连接公网或不希望将网络数据上传公有云进行病毒检测的用户。私有
云定期从公有云上更新病毒库。

说明
病毒云查杀是公有云病毒云查杀与私有云病毒云查杀的公共开关。配置防火
墙与鉴定中心联动后，优先通过鉴定中心进行私有云病毒检测，而不再进行
公有云病毒查杀。
1.

对进入防火墙的流量进行本地反病毒。

2.

同时防火墙将文件 MD5 码上传到鉴定中心进行病毒检测。

3.

终端鉴定中心使用病毒库对文件 MD5 码进行匹配，若命中病毒库中的病
毒签名则判定为病毒，否则判定为正常文件。

4.

终端鉴定中心将匹配结果反馈给防火墙。黑代表病毒，白代表正常文件。

5.

防火墙根据终端鉴定中心反馈的结果进行病毒处理，生成威胁日志，并
对日志进行分析可视化展示。同时将发现的病毒签名放到防火墙本地的
AV 缓存中。下次可以直接通过 AV 缓存中的病毒签名检测此病毒。

17.3.2 配置防火墙与控制中心联动
本节介绍使用防火墙与控制中心联动或防火墙与控制中心、NAC 三方联动时，
防火墙上需要配置的功能。

添加可信主机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联动时，必须将控制中心加入可信主机，
并将服务设置为“协同防护”。防火墙与 NAC 联动时，必须将 NAC 服务器
加入可信主机，并将服务设置为“协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可信主机的参数。
IP 地址分别设置为跟防火墙通信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的 IP 地址和
NAC 服务器的 IP，服务选择“协同防护”。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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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控制中心使用的证书导入到证书列表
步骤 1 （可选）当采用本地生成证书时，需要先创建本地 CA。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本地 CA”。“生成自签发 CA”或导入第三方 CA。详细配置请参见
“2.12.1 创建本地 CA”。
步骤 2 （可选）创建本地 CA 后才可以生成一般证书。选择“系统配置 > CA 中心 >
一般证书”。单击“生成一般证书”。设置一般证书的参数，生成一般证书。
详细配置请参见“2.12.2 一般证书”。
步骤 3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可信 CA”，导入可信 CA。详细配置请参见
“2.11.3 可信 CA 证书”。
步骤 4 选择“系统配置 > 证书管理 > 证书列表”，导入证书。详细配置请参见
“2.11.4 证书列表”。

配置终端协同防护
防火墙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控制中心联动或与 NAC 联动都需要配置终端协
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防火墙接收终端联动采集器信息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协同系统

选择“终端_协同防护”。

协议

默认采用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

接口

选择防火墙接收接口。

IP 地址类型

选择接口的 IP 地址类型。仅支持“IPv4”。

本地地址

选择防火墙接口 IP 地址。

本地端口

指定防火墙接收信息使用的 HTTPS 端口号。防火墙的本地
端口必须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上防火墙联动组件和 NAC
联动组件中设备的端口号一致。

本地证书
终端部署链接

选择终端协同防护采用 HTTPS 通信时使用的证书。证书
（RSA 证书）需要先导入防火墙证书列表中。
选配项。配置客户端下载链接后，当用户访问被联动终端
管控策略阻断后，后会弹出阻断提醒页面。该页面包括阻
断原因和联动客户端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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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启用

默认开启。

步骤 4 单击“确定”后配置生效。
配置好的协同防护策略在协同防护列表中显示。可以对协同防护策略进行修
改、删除、查询操作。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查看联动终端列表
配置防火墙跟终端联动后，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会将终端列表发送给防火墙。
选择“数据中心 > 监控 > 资产监控”，单击“联动终端列表”。
在防火墙的联动终端列表中可以查看终端的 IP 和风险级别。通过风险级别下
拉框可以选择只显示风险等级为“高”、“中”或“低”的终端设备。
可以通过 IP 地址搜索终端，查看对应终端的风险等级。

配置联动终端管控
选择“对象配置 > 安全配置文件 > 联动终端管控”，配置联动终端管控配
置文件，并在安全策略中引用。详细配置请参见“12.9 联动终端管控”
。

查看联动准出策略
只有当终端联动中同时存在 NAC 联动时，才可以查看到联动终端准出策略。
选择“策略配置 > 联动终端准出策略”，查看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下发的联动
终端准出策略。
联动终端准出策略是由终端准入控制系统（NAC）配置并下发到防火墙的策
略规则。终端准入控制系统（NAC）是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
防火墙配置了与终端协同防护功能，且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中部署 NAC 时可
以在 NAC 上配置设备准出控制规则并下发到防火墙。
NAC 不仅向防火墙下发策略规则，也会下发规则配置相关的地址、服务、应
用、用户账号、用户角色到防火墙对应页面，并在下发名称开头使用“skylar”。

说明
NAC 下发的配置，不能被其他模块引用，只用于联动终端准出策略。请勿手
动修改、删除和引用。
联动终端准出策略包括策略名称、描述、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应用、
源用户角色、动作、命中数和是否启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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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上不能删除和修改联动终端准出策略。
联动终端准出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安全策略。流量先匹配联动终端准出策略，
命中联动终端准出策略，并执行联动终端准出策略的动作。动作为“拒绝”，
则不允许该流量通过；动作为“允许”则允许该流量通过。允许通过的流量
会继续匹配安全策略的配置。
后续流量会自动检测手工绑定的 IP 地址和用户名，符合绑定设置的流量直接
通过。

17.3.3 终端鉴定中心协同防护
本节介绍使用防火墙与终端鉴定中心联动时，防火墙上需要配置的功能。

添加可信主机
防火墙与终端鉴定中心联动时，必须将终端鉴定中心加入可信主机，并将服
务设置为“协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设备管理 > 管理主机”。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可信主机的参数。
IP 地址设置为跟防火墙通信的鉴定中心的 IP，服务选择“协同防护”。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开启病毒云查杀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选中“病毒云查杀”前的复选框，
开启病毒云查杀功能。

说明
病毒云查杀是公有云病毒云查杀与私有云病毒云查杀的公共开关。配置防火
墙与鉴定中心联动后，优先通过鉴定中心进行私有云病毒检测，而不再进行
公有云病毒查杀。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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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终端鉴定中心协同防护
步骤 1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产品联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终端鉴定中心协同防护防火墙对端（终端鉴定中心）参数。
参数

说明

协同系统

选择“终端_鉴定中心”。

协议

默认采用 HTTP 协议进行通信。

IP 地址类型

仅支持“IPV4”。

对端地址

设置为鉴定中心的接口 IP 地址。

对端端口

设置为鉴定中心与防火墙通信的端口。必须与鉴定中心端
配置的接收端口号一致。

启用

默认开启。

步骤 4 单击“确定”后配置生效。
配置好的协同防护策略在协同防护列表中显示。可以对协同防护策略进行修
改、删除、查询操作。连接状态显示产品联动连接是否正常。

17.4 ITS 联动
17.4.1 简介
ITS 以 APP 形式部署在移动终端，用户只需要在智能手机上操作即可。通过
ITS 手机客户端 APP 的动态口令提供多因子认证方案，增强应用身份认证强
度，即便密码泄露，恶意攻击者也无法获取用户的动态口令。
防火墙通过与 ITS 联动，提高用户认证的安全度。
防火墙的管理员用户、Web 认证用户和 SSL VPN 用户都支持 ITS 联动认证。

17.4.2 配置说明
进行 ITS 联动，必须在防火墙上添加 ITS 服务器。ITS 服务器属于对用户进
行 RADIUS 认证的 RADIUS 服务器。选择“对象配置 > 用户 > 认证服务
器”，添加一个 RADIUS 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认证方式选择“PAP”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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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持“仅动态口令”、
“密码+动态口令”和“固定前缀+动态口令”三种
口令类型。
进行 Web 认证用户联动认证，需要开启 Web 认证，添加 Web 认证策略时，
认证服务器选择添加的 ITS 服务器。
进行 SSL VPN 用户联动认证，添加 SSL VPN 时，认证服务器选择添加的 ITS
服务器。
进行管理员用户联动认证，需要创建一个管理员，认证类型选择“远程”，认
证服务器选择添加的 IT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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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处置中心
处置中心的功能包括人工处置、失陷主机、风险主机和应急响应。其中人工
处置是通过人工方式创建或天眼、NGSOC 下发的处置策略，对异常或威胁
进行处置；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是通过威胁情报检测的结果；应急响应是对
利用云端大数据发现最新的 IPS 漏洞或威胁情报信息并及时通知防火墙进行
配置检查和修复、升级等处理。
防火墙未购买威胁情报检测功能，但配置了天眼联动或 NGSOC 联动，也可
以在天眼或 NGSOC 分析平台进行威胁情报检测后下发处置策略到防火墙。
其中人工处置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威胁情报，如果要把威胁情报库中的某一条
动作为“阻断”的情报动作配置成“放行”，可以通过添加人工处置中威胁事
件类型的处置对象去配置，添加这条情报的 ID，动作配置为放行。

18.1 威胁情报检测
防火墙支持威胁情报检测功能。用户购买了威胁情报功能后，防火墙本地会
安装威胁情报库，防火墙还支持威胁情报云端检测功能。通过与云端威胁情
报联动，可以更快更及时的发现失陷主机和风险主机，帮助用户更快做出响
应。

18.1.1 威胁情报检测说明
本地检测
只要购买了威胁情报功能，防火墙出厂默认安装本地威胁情报库，可以对经
过防火墙的流量进行威胁检测。本地威胁情报库需要及时升级到最新版本，
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威胁检测，减少误报。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设置本地情报升级方式和升级周
期。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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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检测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选中“开启”复选框，开启威胁
情报云检测功能。

18.1.2 通过主机视图查看威胁检测结果
威胁情报检测到的失陷主机和风险主机可以在“处置中心”的“失陷主机”
和“风险主机”页面查看。本地检测到的都是失陷主机，如果没有开启云端
检测，则风险主机页面不会有内容。
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支持通过主机视图和 IOC 列表视图两种视角进行展示。
主机视图从主机角度展示检测到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情况。在失陷主机
视图或风险主机视图可以查看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 IP 地址、命中数、动作、
最近发现时间、首次发现时间、来源、用户名、资产等。资产为该主机 IP 地
址对应的资产名称。单击“展开”，可以查看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命中的 IOC。
命中 IOC 可能为 IP、域名或 URL 等。IOC 描述为 IOC 库（威胁情报库）中
对该 IOC 的描述。失陷主机的来源为本地。风险主机的来源为天御云。
失陷主机列表上端显示待响应失陷主机数、阻断失陷主机数、仅记录日志失
陷主机数、忽略失陷主机数和总失陷主机数。
风险主机列表上端显示待响应风险主机数、阻断风险主机数、仅记录日志风
险主机数、忽略风险主机数和总风险主机数。

过滤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选择要查看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时间和动作。
防火墙支持通过时间和动作进行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过滤。


时间
支持选择 “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或“最近 90 天”。



动作
动作支持“阻断”、“待响应”、“忽略”和“只记录日志”。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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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在查询框中输入要查看的内容。支持对失陷主机信息中的 IP、IOC 进行查询，
在查询框中输入 IP 地址、IOC 关键字可以对失陷主机进行查询。

批量处置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选中要处置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复选框，单击列表上方的“响应”或“忽
略”，对主机进行批量处置。


响应动作支持“阻断”和“只记录日志”。
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被阻断后无法主动访问内网或外网的资源，但可以
对访问请求进行响应。



处置时间可以设置为“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忽略该条情报后，则放行该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流量，不对该主机的
流量进行阻断或记录日志操作。



已忽略、已处置的情报可以通过撤销操作，撤销之前处置。

处置单个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单击某个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对应操作下的“响应”或“忽略”，对主机进行
处置。


响应动作支持“阻断”和“只记录日志”。



处置时间可以设置为“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



忽略该条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情报后，则不对主机进行处置。



已忽略、已处置的情报可以通过撤销操作，撤销之前处置。

查看处置结果
单击某条记录操作下的“查看”，可以查看处置结果。

查看本地库中 IOC 详情
单击某个失陷主机下的某个 IOC 名称，查看 IOC 详情。IOC 详情包括 IOC
名称、ID、告警名称、威胁等级、恶意类型、恶意家族名称和描述等内容。

查看云端 IOC 详情
单击某个风险主机下的某个 IOC 名称，跳转到威胁研判分析页面，查看该 IOC
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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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管理员判断某个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处置策略不合理或 IOC 已经过期，可
以单击“删除”，删除该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若该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对应的 IOC 仅在该主机下出现，则删除该主机时会
一同删除 IOC 列表下的该 IOC 条目。

导出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支持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导出。可以通过时间或动作过
滤，或者关键字过滤后，导出对应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单击
路径下。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下载可以将失陷主机文件导出到本地

18.1.3 通过 IOC 列表视图查看威胁检测结果
IOC 列表视图从命中 IOC 的角度展示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的情况。列表中显
示 IOC、对 IOC 的描述、IOC 命中数、动作、来源。展开一条 IOC 记录，可
以查看命中该 IOC 的主机、最近命中时间、首次命中时间、用户名和资产。
失陷主机 IOC 列表上方显示阻断 IOC 数，仅记录日志 IOC 数、忽略 IOC 数
和总 IOC 数。
风险主机 IOC 列表上方显示待响应 IOC 数、阻断 IOC 数，仅记录日志 IOC
数、忽略 IOC 数和总 IOC 数。

过滤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选择要查看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命中的 IOC 的时间和动作。
防火墙支持通过时间和状态进行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过滤。


时间
支持选择查看“最近 1 天”、
“最近 7 天”、
“最近 30 天”或“最近 90 天”
的 IOC。



动作
动作支持“阻断”、“待响应”、“忽略”和“只记录日志”。

查询失陷主机
在查询框中输入要查看的内容。支持对命中 IOC 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信息
中的 IP、IOC 进行查询，在查询框中输入 IP 地址、IOC 关键字可以对失陷主
机或风险主机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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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本地库中 IOC 详情
在“失陷主机”的“IOC 列表视图”页面，单击某个 IOC 名称，查看 IOC 详
情。IOC 详情包括 IOC 名称、ID、告警名称、威胁等级、恶意类型、恶意家
族名称和描述等内容。

查看云端 IOC 详情
单击某个风险主机下的某个 IOC 名称，跳转到威胁研判分析页面，查看该 IOC
的详情。

导出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支持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导出。可以通过时间或动作过
滤，或者关键字过滤后，导出对应的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
单击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下载可以将失陷主机或风险主机文件
导出到本地路径下。

批量处置云端检测的 IOC
本地 IOC 库检测到恶意 IOC 后自动按照 IOC 库中设置的响应动作进行处置，
无需用户进行设置。
在“风险主机”的“IOC 列表视图”页面，选中要处置的 IOC 复选框，单击
列表上方的“响应”或“忽略”，对 IOC 进行批量处置。


响应动作支持“阻断”和“只记录日志”。
IOC 被阻断后，用户无法访问该 IOC。



处置时间可以设置为“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忽略该条 IOC 后，则放行该 IOC 流量，不对该 IOC 进行阻断或记录日志。



已忽略、已处置的 IOC 可以通过撤销操作，撤销之前处置。

处置单个云端检测的 IOC
在“风险主机”的“IOC 列表视图”页面，单击某个 IOC 对应操作下的“响
应”或“忽略”，对命中的 IOC 进行处置。


响应动作支持“阻断”和“只记录日志”。



处置时间可以设置为“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忽略该条 IOC 后，则放行该 IOC 流量，不对该 IOC 进行阻断或记录日志。



已忽略、已处置的 IOC 可以通过撤销操作，撤销之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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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IOC 响应详情
单击某条记录操作下的“查看”，可以查看 IOC 响应详情。

18.2 人工处置
防火墙支持直接对日志中对应的异常行为进行处置，处置结果会在“处置中
心”的“人工处置”中列出。用户也可以在人工处置页面添加处置对象进行
处置。
集中管理模式下，智慧管理分析系统下发的处置策略也在人工处置页面显示。
配置了天眼联动或 NGSOC 联动，也可以在天眼或 NGSOC 分析平台进行威
胁情报检测后下发处置策略到防火墙。

18.2.1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防火墙先匹配人工处置策略，再匹配威胁情报库。



智慧管理分析系统、天眼、NGSOC 下发的处置策略优先级高于防火墙本
地创建的人工处置策略。

18.2.2 本地添加处置策略
步骤 1 选择“处置中心 > 人工处置”。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处置类型和对应的参数。
处置类型支持“网络连接”、“域名”、“URL”、“威胁名称”、“应用名称”和
“即时通信”。
处置类型

相关参数

说明

网络连接

IP 类型

支持 IPv4 地址类型和 IPv6 地址类型。

源地址

输入网络连接的源地址。IPv4 地址类型
输入 IPv4 地址，IPv6 地址类型输入 IPv6
地址。

源端口

输入网络连接的源端口。端口范围为
1~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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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类型

域名

相关参数

说明

目的地址

输入网络连接的源地址。IPv4 地址类型
输入 IPv4 地址，IPv6 地址类型输入 IPv6
地址。

目的端口

输入网络连接的目的端口。端口范围为
1~65535。

协议

选择网络连接的协议类型。协议类型默
认为 any，可以设置为 TCP、UDP、ICMP、
ICMPv6。

域名

输入要处置的恶意域名。允许输入 1~128
个域名，单个域名最大不超过 255 个字
符。
多个域名之间通过回车符隔开，每行一
个域名。

URL

URL

输入要处置的恶意 URL。允许输入 1~128
个 URL，单个 URL 最大不超过 1023 个
字符。
多个 URL 之间通过回车符隔开，每行一
个 URL。

威胁名称

威胁类型

单击“添加”，添加一个威胁事件。可
添加多个威胁事件。威胁类型支持“反
病毒”、“情报检测”和“其它威胁”。

威胁 ID

输入对应威胁类型的威胁 ID 或情报 ID。
威胁 ID 或情报 ID 可以从威胁日志中获
取。

应用名称

应用名称

单击“应用名称”下拉框，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应用。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所有
预定义和自定义应用。若需要的应用不
在下拉菜单中，请先添加自定义应用。

即时通信

QQ 账号

输入要处置的 QQ 账号。允许输入 1~128
个 QQ 账号，单个 QQ 账号最大不超过
31 个字符。
多个 QQ 账号之间通过回车符隔开，每
行一个 QQ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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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处置动作和处置时间。
参数

说明

处置动作

处置动作支持阻断、日志和放行。

处置时间



阻断，表示对数据包进行丢弃，并记录日志告警。



日志，表示允许数据包通过，但记录日志告警。



放行，表示允许数据包通过。仅威胁名称类型支持，
当用户判断该威胁事件并非威胁时，处置动作可以设
置为放行。

表示该处置动作有效的时间段。
处置时间支持“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8.2.3 查看人工处置策略
步骤 1 选择“处置中心 > 人工处置”。
步骤 2 选择要查看的人工处置策略的来源、时间、动作。
防火墙支持通过来源、时间和状态进行人工处置策略过滤。


来源
默认支持全部来源。来源支持“SMAC”、
“天眼”、
“NGSOC”和“本地”。



类型
默认支持全部类型。类型包括“网络连接”、“域名”、“URL”、“威胁名
称”、“应用名称”、“即时通信”。



动作
动作支持“阻断”、“待响应”、“忽略”和“日志”。

步骤 3 查询特定条件的人工处置策略。
在查询框中输入要查看的内容。
支持对人工处置中的处置信息进行 IP 地址、域名、URL 地址、QQ 号码、威
胁 ID 和应用名称的查询。
步骤 4 查看人工处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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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创建时间

该条人工处置策略创建的时间。

处置类型

类型包括“网络连接”、“域名”、“URL”、“威
胁 ID”、“应用名称”、“即时通信”。

处置信息

人工处置策略中的源信息和目的信息。
点击目的信息可以带条件跳转到“分析中心”的“网
络活动”中，查看与处置信息相关的网络活动。

来源

来源支持“SMAC”、“天眼”、“NGSOC”和“本
地”。

生效时间

该条人工处置策略生效的时间。

失效时间

该条人工处置策略如果已处置，且生效时间不是永
久，则会在此处显示失效的时间，如果为永久生效，
此处显示为“-”。

命中数

该条人工处置策略命中的次数。

动作

处置动作支持待响应、阻断、仅记录日志、放行（仅
威胁事件类型支持）和忽略。

步骤 5 单击操作下的“处置”或“忽略”，对人工处置策略进行处置。
对不同类型的人工处置策略分别进行处置，处置动作分为阻断、日志、放行
（仅威胁 ID 类型支持），处置时间分为永久、90 天、30 天、7 天、1 天。
忽略该条风险主机情报，不对风险主机及 IOC 内容做任何处置。
已忽略、已处置的风险主机情报可以通过撤销，撤销之前处置。
步骤 6 查看命中详情数。
点击查看命中数详情。

18.3 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是天御云下发的，用于紧急通知用户系统中存在的漏洞或最新威胁
情报的信息。应急响应会检查用户漏洞防护或防间谍软件的配置情况，并提
示用户进行 IPS 库或威胁情报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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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开启应急响应
接收应急响应告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开启应急响应功能，且保证防火墙到云
端的路由可达。
选择“系统配置 > 协同防护 > 云联防”，选中“云防”区域框的“应急响
应”复选框，并选择应急响应方式。

响应方式支持“手动响应”和“自动响应”，两种方式的差别如下：


手动响应
手动响应情况下，仅给出告警，需要用户手动进行 IPS 库或威胁情报库
升级。



自动响应
自动响应情况下，系统会自动进行 IPS 库和威胁情报库升级。

18.3.2 查看应急响应通知
当防火墙收到应急响应信息时，系统会在告警信息按钮的下方弹出一个应急
响应提示框。该提示页面在所有页面右上角可见。每页最多显示两条应急响
应信息。

自动方式下该通知 5s 后自动关闭。手动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处置”或“忽
略”按钮，对应急响应信息进行处置或忽略该应急响应，处置成功后该通知
自动关闭，显示下一条告警；通过单击“详情”可以查看该应急响应详情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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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处置”或“忽略”后，会提示是否确定执行该操作的提示框。确定执
行后，跳转到“应急响应”页面，查看该应急响应执行的状态。若处置失败，
则显示“处置异常”。
单击“关闭”按钮，可以关闭应急响应提示框。

18.3.3 应急响应事件列表说明
应急响应事件在“处置中心”的“应急响应”页面显示。应急响应第一行分
别显示“未处置”、“处置正常”、“处置异常”和“忽略”的应急响应公告数
目。
应急响应列表中展示应急响应事件的事件 ID、事件时间、事件名称、类型、
防护状态和状态等信息。

应急响应事件的类型支持“入侵防御”和“威胁情报”，防护状态是指入侵防
御或威胁情报的应急防护响应状态。
状态是指应急响应事件的处置状态。处置状态包括“处置正常”、
“处置异常”、
“未处置”和“已忽略”。

18.3.4 操作说明
除了在应急响应通知提示框中对应急事件进行处置，也可以在“处置中心”
的“应急响应”页面对应急响应事件进行处置。并可以对应急事件进行过滤、
搜索、查看详情等操作。

单击状态统计数字按状态进行过滤
应急响应第一行分别显示“未处置”、“处置正常”和“处置异常”的应急响
应公告数目。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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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未处置”链接，显示所有未处置告警。



单击“处置正常”链接，显示所有处置正常的告警。



单击“处置异常”链接，显示所有处置异常的告警。



单击“忽略”链接，显示所有忽略的告警。

在时间或状态下拉框中选择参数进行过滤
应急响应事件支持通过时间和状态进行过滤。默认显示全部时间和全部状态
的应急响应事件，在右侧的“时间”或“状态”下拉框中选择参数进行过滤。


时间
支持选择 “最近 1 天”、“最近 7 天”和“最近 30 天”。



状态
状态支持“处置正常”、“处置异常”、“未处置”和“已忽略”。

按事件名称进行过滤
应急响应事件支持通过事件名称进行搜索。在查询框中输入要查看的应急响
应事件的事件名称，单击回车。将至搜索结果中显示保护事件名称关键字的
所有应急响应事件。

查看详情
单击操作下的

，查看对应应急响应公告的详情。

处置单个应急响应事件
自动处置完的应急响应事件无需再手工处置。对于“未处置”或“处置异常”
的应急响应事件需要用户手动处置。
单击应急响应事件对应操作的“处置”按钮进行处置。执行相应的应急响应
防护过程。防护过程跟自动处置的防护过程一致。

忽略单个应急响应事件
单击急响应事件对应操作的“忽略”按钮，忽略该应急响应事件。

奇安信集团

18-12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批量处置应急响应事件
选中一条或多条应急响应事件的复选框，单击列表上方的
响应事件进行批量处置。

，对应急

批量忽略应急响应事件
选中一条或多条应急响应事件的复选框，单击列表上方的
选中的应急响应事件。

，忽略所

查看防护状态
单击某个应急响应事件的“防护状态”链接，查看应急响应事件的防护状态。
不同阶段显示的防护状态不同。请根据提示进行修改和检查。

18.3.5 防护过程说明
应急响应事件的类型支持“入侵防御”和“威胁情报”。下面分别对入侵防御
应急响应和威胁情报应急响应的防护过程进行说明。

入侵防御防护过程
IPS 应急响应防护的过程为：
1.

检查许可证。许可证允许 IPS 升级才可以继续执行下面的步骤。如许可
证过期，请购买新的许可。

2.

检查库升级。自动进行库升级。若升级遇到问题，则无法进行下面的步
骤，请根据升级失败的原因进行故障处理。库升级成功后，继续执行下
面的步骤。

3.

检查入侵防御策略。检查是否配置了入侵防御配置文件，入侵防御配置
文件中对漏洞的配置是否有效。请增加入侵防御配置文件或请根据漏洞
特征详情修改入侵防御策略中配置的动作。

4.

检查安全策略。检查一共存在多少安全策略，有几条安全策略引用了入
侵防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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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情报防护过程
威胁情报应急响应防护的过程为：
1.

检查许可证。许可证允许威胁情报库升级才可以继续执行下面的步骤。
如许可证过期，请购买新的许可。

2.

检查库升级。自动进行库升级。若升级遇到问题，则无法进行下面的步
骤，请根据升级失败的原因进行故障处理。库升级成功后，继续执行下
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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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数据中心

19.1 日志
19.1.1 日志概述
日志模块用于记录和展示对用户价值的事件，可以用于发现和追溯安全问题。
日志包括流量日志、威胁日志、域名日志、URL 过滤日志、邮件过滤日志、
内容日志、行为日志、即时通讯日志、操作日志和系统日志。日志是防火墙
记录的反应网络情况的宝贵信息，通过对日志进行分析可以展示网络的情况。
分析中心和统计的数据就是基于日志进行分析和统计的结果。

流量日志
流量日志是数据流匹配防火墙的安全策略，且安全策略中开启了流量日志记
录功能时产生的日志。流量日志是对流量的全量存储。通过分析流量日志可
以掌握网络活动的情况。

沙箱日志
沙箱日志是防火墙与天眼沙箱联动时，防火墙收到沙箱检测结果时生成的日
志。通过沙箱日志可以查看文件名称、检测到的威胁名称、严重性、攻击者、
受害者、文件 MD5、文件类型、应用、源 IP、目的 IP、协议等参数。

威胁日志
威胁日志是防火墙检测到威胁时产生的日志。威胁日志类型包括“漏洞防护”、
“防间谍软件”、
“反病毒”、
“攻击防护”、
“IPMAC 绑定防护”、
“DHCP 防护”、
“威胁处置”、
“威胁情报”、
“地址黑名单”、
“域名黑名单”所产生的日志。只
有用户开启了相应功能并配置了对应策略，才会检测到该类型的威胁并生成
威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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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日志的威胁类型为“反病毒”时，威胁名称显示病毒库中对应的“威胁
类型[威胁子类型]/威胁名称”。威胁类型包括 Worm（蠕虫）、Trojan（木马）、
GrayWare（灰色软件）
、RiskWare（风险软件）等；严重性为病毒库中定义的
威胁对应的严重等级，分为“高危”、
“中危”和“低危”；应用对应反病毒支
持的协议和应用（IMAP、SMTP、POP3、FTP、SMB 和识别出的具体 HTTP
应用）；反病毒类型的威胁日志包含可以下载的病毒样本、样本类型（black
表示病毒）、样本 MD5 和检测方式（local 表示本地病毒检测，cloud 为云病
毒检测）。
威胁日志的威胁类型为“防间谍软件”或“漏洞防护”时，威胁名称对应 IPS
库中定义的间谍软件或漏洞名称；严重性为 IPS 库中定义的威胁对应的严重
等级，分为“高危”、
“中危”和“低危”。威胁子分类对应防间谍软件或漏洞
防护的分类。
“威胁情报”类型的威胁日志为本地 IOC 情报检测生成的威胁日志，该类型
的威胁日志威胁名称为 IOC 情报库中定义的威胁名称，严重性为 IOC 情报库
中定义的威胁对应的严重等级，严重等级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
未开启威胁情报预置动作时，所有情报检测类型的威胁日志动作为“日志”，
开启威胁情报预置动作后，对“高危”的威胁进行阻断并记录日志，对“中
危”和“低危”的威胁不进行阻断仅记录日志。单击情报 ID 左侧的链接可
以登录“威胁情报中心”，查询该威胁情报的详情。
“威胁处置”类型的威胁日志为用户处置由天御云下发的失陷主机、风险主机
或用户手工添加的处置策略后生成的威胁日志，该类型的威胁日志威胁等级
为“高危”。

域名日志
域名日志记录命中防火墙安全策略的流量中被成功解析的 DNS 报文信息。只
有开启流量日志开关，才会记录域名日志。
用户可以在域名日志中按条件对域名日志进行查询。当用户发现与 DNS 相关
的威胁时，可以在域名日志中查询并了解域名请求的详细内容，进一步判断
问题、处置问题。
如果某个域名存在于域名黑名单中，命中该域名的日志会记录在“威胁日志”
中；如果某个域名存在于域名白名单中，命中白名单以外的域名，日志会记
录在“威胁日志”中，命中白名单不产生日志。

URL 过滤日志
URL 日志记录的是 URL 过滤功能所产生的日志。用户可以通过 URL 过滤日
志查看到防火墙放行、阻断的 URL 及访问这些 URL 的详细信息，并对产生
的所有 URL 过滤日志进行按条件的查询，若发现异常 URL 访问，可对其进
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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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过滤日志
邮件过滤日志记录的是邮件过滤功能所产生的日志。用户可以通过邮件过滤
日志查看到防火墙放行、阻断的邮件过滤及其详细信息。并对产生的所有邮
件过滤日志进行按条件的查询，若发现异常邮件收发行为，可对其进行处置。

内容日志
内容日志记录的是内容过滤功能和文件过滤功能所产生的日志。用户可以通
过内容日志查看到防火墙放行、阻断的内容或文件及访问该内容或的详细信
息。并对产生的所有内容日志进行按条件的查询，若发现异常行为，可对其
进行处置。

行为日志
行为日志记录的是行为管控及联动终端管控功能所产生的日志。用户可以通
过行为日志查看到防火墙放行、阻断的 HTTP、SMTP、POP3、IMAP、FTP、
Telnet 行为或联动终端管控阻断的终端。并对产生的所有行为日志进行按条
件的查询，若发现异常行为，可对其进行处置。

即时通讯日志
即时通讯日志记录 QQ 上线和下线所产生的日志。

说明
QQ 被迫下线不会记录即时通信日志。

操作日志
防火墙配置变更所产生的日志会记录在操作日志中，用户可以从操作日志中
查看增删改防火墙配置的变更时间、模块、源用户、源 IP、登录方式、设备
和详细信息等内容。

系统日志
防火墙在运行过程中，有系统自动产生的事件会全部记录在系统日志中，如
管理员的登录退出、接口状态的变更、隧道状态的变更、库升级信息、光模
块不兼容信息、系统产生的告警信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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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日志操作
设置显示的日志参数
日志列表中默认显示日志的部分参数，用户可以单击“操作”左侧的 ，选
择要显示的参数。选中参数对应的复选框，显示该参数，取消选中参数对应
的复选框，不显示该参数。

搜索日志说明
防火墙日志支持模糊搜索和按过滤条件搜索。仅“模糊搜索”页面支持模糊
搜索。
“模糊搜索”页面支持所有日志类型的内容。按过滤条件搜索支持在单
日志类型页面搜索，也支持在“模糊搜索”页面进行多日志类型范围的日志
搜索。
在“模糊搜索”页面同时支持模糊搜索和按过滤条件搜索：


模糊搜索
在“模糊搜索”页面支持在搜索框中输入字符串或汉字进行模糊搜索。
查询内容必须完全匹配对应属性的值才会搜索到结果。



按过滤条件搜索

选中“条件”，通过输入符合语法的条件或通过添加过滤条件进行搜索。
−

单击流量日志列表中显示为绿色的参数，在搜索栏中增加搜索条件。
单击多个条件时，默认参数间为“and”的关系。设置完成后，单击“搜
索”。

−

在搜索框中手工输入搜索条件，设备完成后，单击“搜索”。

−

单击搜索栏右侧的 ，添加搜索条件。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添加，添加
完成后，单击“关闭”。直接进行搜索。

−

单击搜索栏右侧的

−

单击搜索栏右侧的

，收藏搜索条件。

−

单击搜索栏右侧的
框中进行搜索。

，显示收藏的搜索条件。并可以选中后加入搜索

−

单击搜索栏右侧时间下拉框，选择要搜索的日志时间范围。

，清空搜索条件。

模糊搜索
模糊搜索只需要在搜索框中输入对应参数的取值或包含数字进行搜索，不需
要输入参数项。搜索比较方便。但模糊搜索仅支持输入单个参数的值，不支
持多个参数值一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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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日志 > 模糊搜索”。
步骤 2 设置要查找的日志时间范围。时间范围选择预定义的时间周期，也可以自定
义时间范围。预定义周期最小为“最近 1 天”，最大为“最近 1 月”。
步骤 3 进行模糊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字符串或汉字，单击搜索。
模糊搜索不选中“条件”。选中“条件”复选框后，开启按过滤条件搜索。

说明
日志所有参数仅 URL、域名、发件人、收件人、邮件主题、抄送、样本 MD5、
情报 ID 和 IM 帐号支持包含搜索值就会被搜索到，其他参数必须完全匹配参
数值才会被搜索到。

威胁日志过滤
威胁日志支持按日志类型进行过滤。选中“全部威胁类型”前的复选框，显
示全部类型的威胁日志。通过在“入侵类”、“恶意软件类”、“攻击类”、“情
报类”下拉框的下拉菜单中选中或取消选中某个威胁类型，可以设置要显示
的威胁日志类型。

按过滤条件搜索
步骤 1 选择“日志”。
步骤 2 单击选择要搜索的日志类型。
支持通过过滤条件搜索的日志类型包括“流量日志”、“威胁日志”、“域名日
志”、
“URL 过滤日志”、
“邮件过滤日志”、
“内容日志”、
“行为日志”、
“即时
通讯日志”、“操作日志”和“系统日志”。
多日志类型的日志内容搜索，请选择“模糊搜索”页面。
步骤 3 设置要查找的日志时间范围。时间范围选择预定义的时间周期，也可以自定
义时间范围。预定义周期最小为“最近 1 天”，最大为“最近 1 月”。
步骤 4 添加过滤条件。
模糊搜索页面按过滤条件搜索需要选中“条件”
。查询内容必须完全匹配对应
属性的值才会搜索到结果。
系统支持 3 种指定关键字的方法：


单击 ，在“添加过滤条件”中选择连接符、属性名和操作，并输入查
询内容，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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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连接符

多个条件之间可以通过连接符“and（与）”、“or（或）”
或“not（取反）来连接。


and 表示“与”操作，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日志才会命
中。



or 表示“或”操作，只要满足多个条件中的一条即命中。



not 表示取反操作。

查询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查询。 and 优先级高于 or。当
想先执行 or 操作时，可以在执行 or 操作的条件外添加单
括号。
属性名

在下拉框中选择要过滤的条件。

操作

在下拉框中选择对属性值所做的运算。下面对所有属性名
下的操作进行说明：

查询内容



=，等于。信息内容与查询内容完全一致才能命中。



!=，不等于。信息内容不等于查询内容的命中。



>、<、>=、<=，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信息内容满足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查询内
容的命中。



in，IP 地址包含。查询地址需要填写为“网络号/网络掩
码”的形式，包含在网段内的 IP 地址所产生的日志均
命中。



contains，包含。信息内容只要含有查询内容就命中。



not empty，不为空。指定属性的信息内容不为空就命中。

指定某个属性下，用户希望查找的信息内容需要满足的地
址、数值或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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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这个过程再次添加一个条件关键字。默认连接符为“and”，可以设置
为“or”，可以对条件关键词进行取反。设置完成后，单击“关闭”。关
闭添加过滤条件页面后，自动开始搜索。


单击选择条件

在已经产生的日志中，单击一个或多个属性中的日志内容，系统会自动将
其配置为检索条件，多个属性之间默认是“与”操作。单击“ ”，检索
日志。


在搜索框中输入符合条件规则语法的条件，单击“搜索”按钮。

数值不支持单引号、双引号、$。
单击

，清除搜索栏中已有的条件。

通过日志添加处置策略
步骤 1 选择“日志”。
步骤 2 单击日志类型。
支持日志处置的日志类型包括“流量日志”、
“威胁日志”、
“域名日志”、
“URL
过滤日志”、
“邮件过滤日志”、
“内容日志”、
“行为日志”和“即时通讯日志”。
步骤 3 找到要处置的日志，选择操作下的“处置”按钮。
步骤 4 配置处置类型。
不同日志类型支持的处置类型有所差别。下面对所有处置类型进行说明。


网络连接，选中要处置的参数。参数包括源 IP、目的 IP、源端口、目的
端口、协议，对符合选中条件的数据流执行相应的处置动作。



应用名称，选中应用名称。对该应用的数据流执行应处置动作。



威胁名称，选中要处置的参数。参数包括威胁类型和威胁 ID。对符合选
中条件的数据流执行相应的处置动作。



域名，选中域名。对访问该域名的数据流执行应处置动作。



URL，选中 URL。对访问该 URL 的数据流执行应处置动作。



即时通讯，选中 QQ 号码。对该 QQ 的数据流执行应处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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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处置动作。处置动作支持“日志”和“阻断”。


“日志”，放行数据包但记录日志。



“阻断”，丢弃数据包并记录日志。

步骤 6 选择处置时间，即该处置动作生效的时间。
处置时间支持“永久”、“90 天”、“30 天”、“7 天”和“1 天”。
步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处置后，在“处置中心 > 人工处置”下可以查看对应的处置策略。“立即处
置”的策略状态为“已处置”，“延后处置”的策略状态为“未处置”。

查看日志详情
步骤 1 选择“日志”。
步骤 2 单击日志类型。
支持日志处置的日志类型包括“流量日志”、
“威胁日志”、
“域名日志”、
“URL
过滤日志”、
“邮件过滤日志”、
“内容日志”、
“行为日志”和“即时通讯日志”。
步骤 3 找到要查看详情的日志，单击操作下的“查看”按钮。
步骤 4 查看日志详情。
每种类型的日志详细信息参数有所不同。日志详情包括常规信息、源和目的
信息，并展示相关日志信息。
步骤 5 单击“关闭”。
奇安信集团

19-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导出日志
步骤 1 选择“日志”。
步骤 2 单击日志类型，进入对应日志页面。
支持导出的日志类型包括“流量日志”、
“威胁日志”、
“域名日志”、
“URL 过
滤日志”、
“邮件过滤日志”、
“内容日志”、
“行为日志”、
“即时通讯日志”、
“操
作日志”和“系统日志”。
步骤 3 （可选）日志时间范围和其他过滤条件，设置好要导出的日志。
步骤 4 单击

，导出日志。日志导出为 excel 格式。

超出最大导出条目，需要分多次导出。

下载威胁样本
用户开启反病毒、漏洞防护、防间谍软件配置文件下的“样本留存”功能后，
威胁日志将保存威胁样本。用户可以将样本下载到本地查看。仅带硬盘的防
火墙设备支持。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 > 威胁日志”。
步骤 2 单击

，下载样本。

下载内容留存样本
用户开启内容过滤配置文件下的“内容留存”功能后，内容日志中将保存命
中关键字过滤规则的内容文件，并可以下载到本地查看。仅带硬盘的防火墙
设备支持。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 > 内容日志”。
步骤 2 单击

，下载内容留存样本。

19.2 日志设置
日志设置用于配置日志外发到日志服务器、日志清除等功能。

19.2.1 日志等级说明
日志外发将日志等级划分为 8 个等级，分别为紧急、警报、严重、错误、告
警、通知、信息、调试。每一个等级代表的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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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等级

说明

紧急

系统不可用

警报

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的事件

严重

关键的事件

错误

错误事件

告警

告警事件

通知

普通但重要的事件

信息

有用的信息

调试

调试信息

19.2.2 添加日志服务器
日志服务器用于接收防火墙日志。防火墙与日志服务器之间必须保持连通性。
用户需要在防火墙上指定到达日志服务器的静态路由。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设置 > 日志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日志服务器参数。
参数

说明

服务器名称

配置日志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器地址

指定日志外发的服务器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

协议

选择发送日志的协议。防火期支持使用 UDP 发送日志。
协议和端口必须与日志服务器的配置一致，否则，日志服
务器将无法接收防火墙的日志。

类型

选择日志服务器的类型。支持“文本”与“二进制”两种
类型。

端口

文本类型的日志默认使用 UDP 协议的 514 端口，二进制
类型的日志默认使用 20000 端口。
协议和端口必须与日志服务器的配置一致，否则，日志服
务器将无法接收防火墙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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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添加后的服务器在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可以对服务器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19.2.3 添加日志服务器组
日志服务器组中的多个日志服务器可以实现日志的冗余备份。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设置 > 日志服务器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日志服务器组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日志服务器组的名称。

描述

添加帮助识别和记忆该日志服务器组的描述信息。

选择日志服务
器对象

从可选框中选择日志服务器或日志服务器组加入已选框
中，作为该日志服务器组的成员。
可以通过选择“日志服务器”或“日志服务器组”，或输
入查询条件对可选中的成员进行过滤。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好的日志服务器组在日志服务器组列表中显示。可以查看该日志服务器
的名称，成员，引用关系等。
单击名称链接或操作下的编辑按钮，可以对该日志服务器组参数进行修改。

19.2.4 日志外发
日志外发功能用于进行日志转储。通过将历史日志转储到日志服务器上可以
保存历史日志。日志外发功能支持为不同日志类型、日志等级的日志分别设
置日志服务器。

全局设置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设置 > 日志外发”。
步骤 2 选择全局设置条件。


若全局设置条件选择“全部”，则统一指定所有的日志类型所使用的服
务器或服务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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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全局设置条件选择“自定义”，单击日志文本框，在可选区域框中选
择一种或多种要配置的日志类型并指定服务器或服务器组。指定完成后，
对应列表中的服务器变为指定的服务器或服务器组。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在列表中选择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设置 > 日志外发”。
步骤 2 直接在日志服务器列表中进行设置。
可以对不同日志类型、不同日志等级设置不同的日志服务器。
步骤 3 设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19.2.5 日志清除
对于已经备份的历史日志可以通过日志清除功能清除。日志清除后无法恢复，
建议您在进行日志清除前，进行日志备份。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日志设置 > 日志清除”。
步骤 2 选择要清除的日志类型。

步骤 3 单击“应用”。

19.3 统计
19.3.1 网络概况
网络概况展示网络中的流量趋势以及消耗带宽最多的 TOP5 增长应用、下降
应用、源 IP、应用程序、应用类别。并对 TOP5 威胁进行统计展示。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支持 TOP5 增长应用和 TOP5 下降应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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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概况展示选定时间段内的流量趋势。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流量字节数。
概况中只展示接收和发送总流量的趋势。

单击时间段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段。可查看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的流量趋
势。
请关注流量峰值、流量低谷及流量的走势规律。当流量出现明显异常的峰值
时，可以进一步排查该时间段内时候是否有攻击发生。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将鼠标放到图形上某个位置，显示该位置的时间和流量大小。
若要查看接收流量趋势、发送流量趋势、并发数趋势、新建数可以单击“连
接监视器”，选择查看整机概况的流量、并发数和新建数的趋势。“连接监视
器”页面下还可以查看单个接口的流量趋势。

TOP5 增长/下降应用
“网络概况”页面下可以查看 TOP5 增长应用和 TOP5 下降应用的情况。
奇安信集团

19-13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应用的时间段可以设置为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也可以自定义。应用对比的时间段可以是“前一天”、“前
一周”、
“前 1 月”，也可以自定义时间某个时间段。例如时间段设置为“最近
15 分钟”，对比选择“前 1 月”，则对比“前 1 月”的对应 15 分钟内的应用
变化情况。
图中以柱形对比展示 TOP5 应用流量变化，以曲线图展示 TOP5 应用会话变
化。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显示。
通过“应用趋势”页面可以查看更多关于应用变化的信息。应用对象可以查
看“TOP5”、“TOP10”和“TOP20”。可以查看应用所有分类或单个分类的
增长、下降、新增、丢弃的流量（字节数）或会话变化的情况。

TOP5 带宽消耗统计
TOP5 带宽消耗统计包括 TOP5 带宽消耗源 IP、
TOP5 带宽消耗应用程序、TOP
带宽消耗应用程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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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时间段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段。时间段支持“最近 15 分钟”、
“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
和“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不同的 IP、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分类通过不同颜色区分。单击某个图例可以
关闭或打开图中柱形对应该图例的区域。

通过“网络监视器”可以查看更多源 IP、应用、应用程序分类的字节数和会
话数排名的情况，还可以查看目的 IP 和用户的字节数和会话数排名的情况。
不仅可以查看“TOP5”个对象的情况还可以查看“TOP10”或“TOP20”个
对象的流量（字节数）或会话数的统计图或趋势图。可以通过过滤查看某个
类型单个对象的流量或会话情况。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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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 威胁
网络概况展示 TOP5 威胁在选定时间段内的统计情况。

单击时间段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段。可查看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的 TOP5
威胁排行。通过 TOP5 威胁排行，用户可以了解网络中当前存在的 TOP5 威
胁及这些威胁的名称、攻击次数。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威胁通过不同颜色区分。单击威胁对应的图例可以关闭或打开对应应用在图
中的显示。
通过“威胁统计”页面还可以查看基于威胁类型、威胁子分类、源 IP、目的
IP 和用户的威胁统计图形。统计对象还可以选择“TOP10”或“TOP20”。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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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应用趋势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包括应用趋势。
应用趋势以应用为视角，按应用名称、应用类型、源、目的、用户分类，可
查看应用的增长、下降、新增、丢弃，并可选择按字节数或会话数进行排序。
全方位的了解网络中的应用趋势，可以帮助用户定位网络中常用的应用及使
用情况，通过对比历史应用趋势，可得到网络中正常访问下的应用状态信息，
从而定位异常的应用访问。
表19-1 应用趋势界面说明

参数

说明

TOP

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
TOP10、TOP20。

类型

应用趋势展示的类型，分为应用、应用类型、源、目
的、用户（源）。

应用分类

按应用、应用类型展示应用趋势时，可选择展示的应
用分类，分为所有应用分类、商业软件、交互软件、
通用协议、多媒体软件、网络协议、未知类型。

状态

应用趋势展示的应用状态，分为增长、下降、新增、
丢弃。

排序

应用趋势展示按字节数或会话数进行排序。

时间

应用趋势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或自定
义时间范围。

对比

选择与当前应用趋势展示的数据进行对比的应用趋势
数据， 可对比前一天、前一周、前一个月或自定义时
间范围内的应用趋势数据。

19.3.3 威胁统计
威胁统计对网络中存在的威胁进行统计。对网络中流量分别基于威胁、威胁
类型、威胁子分类、源 IP、目的 IP、用户进行统计，对 TOPN 威胁、威胁类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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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威胁子分类、源 IP、目的 IP、用户进行展示。对恶意 URL、恶意域名和
恶意地址进行专项统计。

基于威胁名称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威胁”，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威胁名称出现的次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威胁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威胁展示排名最靠前的
TOPN 个威胁及威胁次数。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仅显示选中名称的威胁
及威胁次数。

基于威胁类型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威胁类型”，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威胁类型下的威胁出现的
次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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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威胁类型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威胁展示排名最靠
前的 TOPN 个威胁类型及威胁次数。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仅显示选中名
称的威胁类型及威胁次数。

基于威胁子分类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威胁子分类”，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威胁子分类下的威胁出
现的次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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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威胁子分类包括“僵尸网络”、“其他攻击”、“恶意扫描”、“拒绝服务”、“木
马后门”、
“病毒蠕虫”
、
“Web 攻击”、
“SQL 注入”、
“跨站脚本”、
“恶意扫描”、
“自定义签名”、“协议异常”等。
威胁子分类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威胁子分类展示
排名最靠前的 TOPN 个威胁子分类及威胁次数。 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
仅显示选中名称的威胁子分类及威胁次数。

基于源 IP 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源”，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源 IP 流量中威胁出现的次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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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仅显示选择的源 IP 地址的威胁统计情况。
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源 IP 威胁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源展示排名最靠前
的 TOPN 个源 IP 及威胁次数。

基于目的 IP 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目的”，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目的 IP 流量中威胁出现的次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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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仅显示选择的目的 IP 地址的威胁统计情况。
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目的 IP 威胁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目的展示排名最
靠前的 TOPN 个目的 IP 及威胁次数。

基于用户的威胁统计
类型选择“用户”，展示选定时间段内 TOPN 用户 IP 流量中威胁出现的次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仅显示选择的用户的威胁统计情况。
威胁统计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用户威胁统计的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TOP 目的展示排名最靠
前的 TOPN 个源用户及威胁次数。

恶意 URL
恶意 URL 对选定时间内 TOP 恶意 URL 进行展示。网络中恶意 URL 的统计
情况展示，主要来源为处置中心已处置的 URL、恶意网站、反病毒检测到的
恶意 URL 等。用户可以通过恶意 URL 统计查看网络中重点被访问的恶意
URL 地址及访问次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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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通过时间下拉框，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
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恶意域名
网络中访问恶意域名的统计情况展示，主要来源于域名黑名单中记录的黑域
名以及 IOC 中记录的失陷 IOC。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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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通过时间下拉框，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
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用户可以通过恶意域名统计查看网络中重点被访问的恶意域名及访问次数。

恶意地址
网络中发起攻击的恶意地址的统计情况展示，主要来源于处置中心已处置的
黑 IP、高级安全功能检测到的攻击者等。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通过时间下拉框，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
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用户可以通过恶意地址统计查看网络中重点的恶意地址及攻击发起次数或恶
意地址被访问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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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威胁地图
威胁地图通过地图的方式展示传入或传出威胁次数最多的国家或地区。不同
的颜色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
传入威胁是指用户本地网络遭到外网攻击。传出威胁时指由用户内网主动发
起的威胁。
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TOP20。
威胁地图展示的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
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将鼠标放到威胁地图中的可以显示该区域的国家/地区名称。

19.3.5 网络监视器
网络监视器支持按应用、应用分类、源、目的、用户五个类型，对相应类型
的字节数、会话数进行在指定时间范围内进行排序，可以以统计图、趋势图
的方式来展现。

TOP 应用流量
类型选择“应用”。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应用的情况。排
序选择“字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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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
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

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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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应用展示字节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应用程序及字节数。

TOP 应用分类流量
类型选择“应用分类”。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应用分类的
情况。排序选择“字节数”。
应用分类包括商业软件、交互软件、通用协议、多媒体软件、网络协议、未
知类型。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应用类型展示字节数
排名最靠前的 TOPN 个应用类型及字节数。

TOP 源 IP 流量
类型选择“源”。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源 IP 的情况。排
序选择“字节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源展示字节数排名最
靠前的 TOPN 个源 IP 及字节数。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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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目的 IP 流量
类型选择“目的”。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目的 IP 的情况。
排序选择“字节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目的展示字节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目的 IP 及字节数。

TOP 源用户流量
类型选择“用户”。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用户的情况。排
序选择“字节数”。排序选择“字节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用户展示字节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用户及字节数。

TOP 应用会话数
类型选择“应用”。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应用的情况。排
序选择“会话数”。

奇安信集团

19-28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会话数。TOP 应用展示会话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应用程序及会话数。

TOP 应用分类会话数
类型选择“应用分类”。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应用分类的
情况。排序选择“会话数”。
按应用、应用类型展示网络监视器时，可选择展示的应用分类，分为所有应
用分类、商业软件、交互软件、通用协议、多媒体软件、网络协议、未知类
型。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应用类型展示会话数
排名最靠前的 TOPN 个应用类型及会话数。

TOP 源 IP 会话数
类型选择“源”。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源 IP 的情况。排
序选择“会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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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源展示会话数排名最
靠前的 TOPN 个源 IP 及会话数。

TOP 目的 IP 会话数
类型选择“目的”。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目的 IP 的情况。
排序选择“字节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目的展示会话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目的 IP 及会话数。

TOP 源用户会话数
类型选择“用户”。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个用户的情况。排
序选择“会话数”。
通过 TOP 下拉框，可选择需要查看的 TOP 排行榜数量，分为 TOP5、TOP10、
TOP20。

奇安信集团

19-30

360 网神防火墙系统（NSG 系列）

图形可以选择统计图或趋势图。统计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对比其他对象在时
间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对比。趋势图侧重关注目标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
势。
时间范围可选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统计图或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TOP 用户展示会话数排名
最靠前的 TOPN 个用户及会话数。

19.3.6 连接监视器
连接监视器对网络中整机或接口流量、整机并发会话数和整机新建会话数进
行展示。

整机流量趋势
整机流量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流量。连接监视器展示的时间范围，
可选实时、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整机流量包括两条曲线，分别为接收流量和发送流量。单击图形下方的图注
可以关闭或打开显示对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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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放到曲线的某个位置，可以查看该位置的对应时间和流量。

整机并发会话趋势
整机并发会话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并发会话数。连接监视器展示
的时间范围，可选实时、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将鼠标放到曲线的某个位置，可以查看该位置的对应时间和并发会话数。

整机新建会话趋势
整机新建会话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新建会话数。连接监视器展示
的时间范围，可选实时、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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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放到曲线的某个位置，可以查看该位置的对应时间和新建会话数。

接口流量趋势
接口流量趋势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流量。连接监视器展示的时间范围，
可选实时、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可以选择查看某个物理接口的流量趋势。关注流量趋势的异常峰值或低值。
接口流量包括两条曲线，分别为接收流量和发送流量。单击图形下方的图注
可以关闭或打开显示对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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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放到曲线的某个位置，可以查看该位置的对应时间和流量。

19.3.7 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是重点 URL、重点应用和重点用户的统计。重点用户是指访问重点
URL 和重点应用的用户。
重点应用在“对象配置 >应用 > 应用组”中设置，重点 URL 在“对象配置 >
URL 分类”中设置。

重点用户
重点关注用户是由防火墙自动生成，无需手动指定。
当网络中有地址/用户访问重点关注 URL/重点关注应用，防火墙就会将 IP 地
址/用户名称记录在重点关注用户中。
访问重点关注 URL/重点关注应用的 IP 地址存在对应的用户名称时，会以用
户名形式记录在重点关注用户中，若访问重点关注 URL/重点关注应用的 IP
地址没有对应的用户名称时，会以 IP 地址的形式记录在重点关注用户中。
在重点关注用户中，可以记录其在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上网流量、上网时长、
访问 URL 次数。并支持按上网流量、上网时长、访问 URL 次数进行排序。
可选择查看 TOP5、TOP10、TOP20 的排序情况。
展示的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
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重点关注 URL 分类
用户需要提前在“对象配置 > URL 分类”中选择重点关注的 URL。支持关
注预定义的 URL 分类及自定义的 URL 分类。
重点关注 URL 分类可以记录指定时间范围内的访问 URL 次数，并可选择查
看 TOP5、TOP10、TOP20 的排序情况。
展示的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
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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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应用
用户需要提前在“对象配置 >应用 >应用组”中选择重点关注的应用，支持
预定义的应用及自定义的应用。
重点关注应用可以记录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上网流量、上网时长，并可选择查
看 TOP5、TOP10、TOP20 的排序情况。
展示的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5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2 小时、
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1 月。

说明
仅带硬盘的设备时间范围支持“最近 1 月”。

19.3.8 丢包统计
丢包统计展示防火墙攻击防护导致的丢包数。攻击防护在“策略配置 > 安
全防护 > 攻击防护”下配置。当防火墙检测到对应的攻击或威胁时会丢弃
恶意流量。

19.4 会话
会话监控列表展示防火墙当前会话信息。会话监控提供基于地址、端口、应
用、字节数等条件的列表展示，让用户能实时监控当前防火墙上会话数的详
细情况及超时时间。并提供过滤功能，满足管理员查看特定条件下会话的详
细信息。

显示最新会话信息
单击“刷新”，刷新当前会话显示。

查看会话监控详细信息
单击某条会话操作下的“查看”，查看该会话监控的详细信息。
详细信息显示客户端到服务器和服务器到客户端的会话信息，信息内容包括
源 IP、目的 IP、源端口、目的端口、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协议、应用、
剩余超时时间、生存时间、安全策略、源 NAT、目的 NAT、流量、用户、认
证服务器等。
超时是指该会话剩余超时时间。会话超时后会自动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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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会话连接
当发现某条会话存在异常时，可以单击某条会话操作下的断开连接，断开该
条会话。
单击“全部断开连接”，会话断开会话监控中当前所有的会话。

会话高级查询
当用户需要查看某个用户或应用等当前的会话时，可以通过高级查询进行查
找。
高级查询支持指定会话的源 IP 地址/范围、目的 IP 地址/范围、源端口号/范
围、目的端口号/范围、协议号/范围、源 NAT、目的 NAT、源安全域、目的
安全域、应用、安全策略、用户、认证服务器信息，来查询指定的会话。

19.5 监控
19.5.1 系统监控
CPU 使用率
资源监控提供详细的 CPU 使用率展示。用户可以查看到多核架构下的每一个
CPU 核的名称及当前的使用率。方便用户评估防火墙性能使用情况。

风扇状态
资源监控提供风扇状态展示。按风扇的个数，逐一显示风扇的转速。

19.5.2 会话限制监控
配置会话限制功能之后，用户可以在会话限制统计菜单看到命中规则的统计
信息。按安全域的三个方向分为双向统计、出域统计、入域统计。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会话限制统计的 IP 地址。

数量

IP 地址所对应的会话数展示。

规则名称

所命中的会话限制规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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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报表
19.6.1 报表任务
带硬盘的防火墙将采集到的用户数据进行筛选、分析、保存后，可为管理员
提供报表功能。
“报表任务”可根据管理员指定的报表模板，定时为管理员输出基于流量、威
胁、应用程序的报表。生成的报表可保存在防火墙上供管理员下载，也可发
送给指定的 FTP 服务器或邮箱。
不带硬盘的防火墙由于存储空间有限，暂不提供报表功能。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报表 > 报表配置”。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配置报表任务。
参数

说明

名称

配置任务名称。任务名称不能重复。

描述

添加该任务的必要说明，便于管理员记忆该任务。

报表模板

选择配置好的报表模板或单击“报表模板”添加一个新的
报表模板。

报表周期

选择报表任务执行的周期。报表周期支持每天、每周和每
月。
每天，每日 0 点自动生成报表。
每周，每周一的 0 点自动生成报表。
每月，每月一号的 0 点自动生成报表。
报表统计本周期内的统计项的情况，并提供上一周期的情
况进行对比。

通知方式

“本地保存”方式下，报表生成后保存在“报表查看”
页面下，用户可以随时下载。



“FTP 服务器上传”方式下，自动生成的报表不仅保存
在“报表查看”页面下，同时还会将生成的报表发送到
指定的 FTP 服务器上。需要管理员指定 FTP 服务器的
地址、文件路径、用户名、密码。通过 FTP 服务器上传
测试，可先验证防火墙与 FTP 服务器之间的连通性。



“邮件发送”方式下，自动生成的报表不仅保存在“报
表查看”页面下，同时还会将生成的报表发送到人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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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中。此方式下需要配置发邮件服务器和收件人邮箱。最
多可添加四个不同的邮件服务器。

步骤 4 （可选）通知方式为邮件发送时添加收发件人和服务器，配置完成后，单击“确
定”。
参数

说明

SSL

选中“启用”则防火墙与邮件发送服务器通讯时会采
用 SSL 加密，不选中“启用”则不加密。是否勾选由
邮件发送服务器是否要求通过 SSL 加密通讯来决定。

服务器

指定邮件发送服务器的地址。

用户名

防火墙发送邮件所使用的邮件用户名。

密码

防火墙发送邮件所使用的邮件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发件人

发件人的邮件地址。

收件人

收件人的邮件地址，每行可填写一个邮件地址，最多
可填写 16 个邮件地址。

步骤 5 单击“确定”。
添加后的报表任务在报表任务列表中显示。
选中“启用”复选框，开启报表任务。
单击“编辑”可以对报表任务进行修改。
步骤 6 （可选）立即执行报表任务。
单击“立即执行”，立即执行报表。
立即生成的每日报表，使用从生成报表时刻起两天内的数据。立即生成的周
报和月报，使用从当天 23:59:59 往前推两个周期内的数据。

19.6.2 报表模板
报表模板将在报表任务中被引用，防火墙根据报表模板及采集到的数据为管
理员生成所需的报表。
步骤 1 选择“数据中心 > 报表 > 报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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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报表模板”。
步骤 3 单击“添加”。
步骤 4 配置报表模板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

指定报表模板的名称。

描述

添加报表模板的备注信息。

报表类型

报表类型为综合报表。

报表子类型

可选报表子类型为威胁汇总、流量汇总、应用程序汇
总。管理员可根据所需报表的侧重点来选择一个或多
个报表子类型。

统计数量

选择报表统计中单项统计对应的统计数量，可选 5 个、
10 个、20 个，对应报表统计中的 TOP5、
TOP10、
TOP20。

高级

指定报表的提交人及单位名称，用于在报表封面中进
行引用。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19.6.3 报表查看
已生成报表会保存防火墙自动生成的报表，包含本地保存、通过 FTP 服务器
发送、通过邮件发送三种通知方式的所有报表。
当防火墙的硬盘剩余空间不足 5%时，防火墙会将全部报表任务生成的所有
报表中，生成时间更早的一半报表删除，为防火墙清理出足够的空间继续存
储数据。
当单个报表任务生成的日报达 800 份/周报达 80 份/月报达 40 份时，防火墙
也会将单个报表任务生成的日报/周报/月报中，生成时间更早的一半报表删
除，为防火墙清理出足够的空间继续存储数据。
生成的报表在报表查看页面显示。列表中显示报表名称、任务名称、报表类
型、生成时间。
可以对报表进行查看、下载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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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析中心

说明
查看分析中心的图表前需要先单击“搜索”
（

），否则页面不显示数据。

20.1 简介
分析中心通过对防火墙日志进行全面分析，以图表的方式直观的展示网络的
情况。通过查看分析中心的图表，方便用户发现网络的异常，对策略进行合
理的调整。
分析中心支持预定义分析活动和自定义分析活动。自定义功能允许用户自定
义关注的维度，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预定义分析活动包括：


网络活动
网络活动用于展示被保护网络的日常活动，包括流量中主要使用了哪些
应用程序、存在哪些活跃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这些用户
或 IP 属于哪些国家/地区，这些流量主要匹配了哪些策略。



威胁活动
威胁活动通过对威胁日志进行分析，展示网络活动中的需要重点关注的
威胁或威胁可能性大的活动。内容包括检测出的威胁活动、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请求恶意域名的主机、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允许非标准端口
应用程序的策略。



阻止活动
阻止活动重点关注网络活动中被阻止的活动，包括阻止的应用、阻止的
用户活动、阻止的威胁、阻止的内容、阻止的域名、阻止的 URL、策略
阻止的活动。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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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操作说明
分析中心默认对用户设置的的时间范围内的全部日志进行分析，通过图表进
行展示。

20.2.1 设置分析时间段
单击页面左侧的时间下拉框，选择时间段或自定义时间段。自定义时间需要
用户设置要查看的日志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说明
带硬盘的设备与不带硬盘的设备可选择的时间段不同。带硬盘的设备支持的
预定义时间段最小是 15 分钟，最大是 30 天。不带硬盘的设备预定义时间段
仅支持实时。
若设备上没有硬盘则无法存储大量日志，当设置的自定义时间段较长时可能
会因为缺少日志，导致分析结果不够准确。

20.2.2 设置全局过滤条件
全局过滤是对整个分析中心进行过滤。
步骤 1 单击页面左侧的过滤条件下拉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增加的过滤参数。
步骤 2 单击“添加”按钮，增加一个该过滤参数的过滤项。
步骤 3 设置要查询的过滤参数的值和操作符。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或在下拉框中输入要查询的值。防火墙支持从图中和列表
中添加过滤条件。当区域框设置为“全局查询”时，单击图或列表中的对应
区域，在对应的在全局搜索中添加全局过滤条件。
项目右侧的等号，表示筛选出符合该值的项目。单击等号，设置为不等号，
表示筛选出所有不符合该值的项目。
步骤 4 重复以上操作，添加新的过滤条件。
多种过滤条件之间是“与”的关系，只有同时符合多种过滤条件的流量才会
被过滤出来显示。一种过滤条件下的多个过滤参数是“或”的关系，所有命
中其中一个过滤参数的流量都会被过滤出来显示。
步骤 5 单击“删除”或“全选”按钮，对过滤条件进行编辑。
步骤 6 单击“搜索”，进行全局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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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设置私有过滤条件
私有过滤条件仅对该私有过滤条件所在的区域框有效。
防火墙支持从图中和列表中添加私有过滤条件。单击“本地查询”，从图表中
添加的过滤条件被加入到私有过滤条件中，
“本地查询”旁边的数字显示私有
过滤条件的个数。
单击

，手动添加私有过滤条件。

20.2.4 查看对应日志
单击“跳转”按钮，选择一种日志，将跳转到对应日志页面。若设置了过滤
条件，则日志页面只显示符合筛选条件的日志。

20.2.5 最小化区域框
单击

，可以最小化暂时不需要关注的区域框。

20.3 网络活动
网络活动对防火墙上至关重要的字节数（流量）和会话数进行统计并以可视
化图表进行展示，以便用户掌握流量和会话数主要被哪些应用、源用户、目
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策略所占用。结合
本身网络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流量和会话数的使用是否存在异常。
网络活动还对威胁、内容、URL 进行统计，看哪些应用、源用户、目的用户、
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策略命中的威胁次数、恶意
内容次数和恶意 URL 次数最多。对这些存在异常的用户或 IP 进行分析和处
置。
应用、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
策略互相关联帮助发现和定位异常。例如，在“应用程序使用”图或表中单
击可能存在异常的应用，增加全局过滤条件，通过全局搜索查看该异常应用
对应的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
策略。同理，单击可能存在异常的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
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或策略，可以查看对应的其他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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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应用程序使用
字节数
应用程序字节数以矩形树图展示应用类型和具体应用占用的字节数。矩形树
图中占得面积越大，说明该应用类型或该应用占用的字节数越大。区域的颜
色跟应用程序的风险等级的颜色一致。风险等级分为 5 级，从绿色到红色，
风险从小到大。面积小的应用看不清应用名称和值，鼠标放到对应区域可以
查看该区域对应参数名称和字节数。
图20-1 应用程序字节数

应用程序列表展示应用程序的名称、风险等级、字节数、会话、威胁、内容、
URL 等。展示字节数时，列表中应用程序按字节数从大到小展示，从上到下
降序展示。
单击“查看”，查看该应用程序在应用识别库中的规则描述。未知类别的应用
程序无法查看规则描述。
单击图中的某个区域或单击表中的应用程序可以将该应用程序加入过滤条件。
搜索后的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通过该图可以查看流量在时间
上的分布是否正常。
图20-2 某应用程序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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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应用对应的
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策略。
图20-3 查看应用程序详情

会话数
应用程序会话数以矩形树图展示应用类型和具体应用占用的会话数。矩形树
图中占得面积越大，说明该应用类型或该应用占用的会话数越大。区域的颜
色跟应用程序的风险等级的颜色一致。风险等级分为 5 级，从绿色到红色，
风险从小到大。面积小的应用看不清应用名称和值，鼠标放到对应区域可以
查看该区域对应参数名称和会话数。
图20-4 应用程序会话数

应用程序列表中应用程序按会话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展示。
单击图中的某个区域或单击表中的应用程序可以将该应用程序加入过滤条件。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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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后的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会话数。通过该图可以查看会话数在时
间上的分布是否正常。
图20-5 某应用程序会话数

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应用对应的
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策略。

威胁
应用程序威胁以柱状图展示威胁日志中不同威胁类型的日志数。威胁类型为
威胁日志的威胁类型。柱形按从大到小，从左到右降序排列。
图20-6 威胁次数

应用程序列表中应用程序按威胁次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展示。
在图中单击某个威胁类型对应的柱形，将该威胁类型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
图中显示该威胁类型下的存在哪些威胁，以及威胁次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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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7 某威胁类型威胁次数

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威胁对应的
应用、源用户、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
策略。

内容
应用程序内容以柱状图展示文件过滤和内容过滤的日志数。柱形按从大到小，
从左到右降序排列。

应用程序列表中应用程序按内容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展示。
单击“文件”或“内容”对应的柱形，将“文件”或“内容”加入过滤条件。
搜索后，图中显示不同文件类型的内容个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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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8 文件下对应的内容数

单击某个“文件类型”对应的柱形，将“文件”或“内容”加入过滤条件。
搜索后，图中显示不同文件名称的内容个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单击某个“文件”对应的柱形，将“文件名称”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图
中显示该文件的内容个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URL
应用程序 URL 以柱状图展示 URL 分类的日志数。URL 分类为 URL 库和用
户自定义的 URL 分类。柱形按从大到小，从左到右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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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列表中应用程序按 URL 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展示。
单击某个 URL 分类对应的柱形，将该 URL 分类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图
中显示不同 URL 子分类的 URL 日志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单击某个 URL 子分类对应的柱形，将该 URL 子分类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
图中显示不同 URL 的 URL 日志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单击某个 URL，将该 URL 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图中显示该 URL 的日志
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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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源用户活动
字节数
源用户字节数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字节数。展示选定时间段内，源用户
的流量变化趋势，通过该图可以查看源用户流量在时间上的分布是否正常。
两条流量曲线分别为接收字节数和发送字节数趋势图。

源用户列表中展示源用户、字节数、会话数、威胁日志次数、内容（即文件
过滤与内容过滤）日志次数、URL 日志次数。源用户按字节数从大到小，从
上到下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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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列表中的源用户，将源用户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显示该用户的字节
数变化趋势。
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源用户对应
的应用、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策略。

会话数
源用户会话数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会话数。展示选定时间段内，源用户
的会话数变化趋势，通过该图可以查看源用户占用会话数在时间上的分布是
否正常。
源用户列表中源用户按会话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单击列表中的源用户，将源用户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显示该用户的会话
数变化趋势。
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源用户对应
的应用、目的用户、源 IP、目的 IP、源国家/地区、目的国家/地区和策略。

威胁
源用户下的威胁与应用程序使用下的威胁显示内容相同，都是以柱状图展示
威胁日志中不同威胁类型的日志数。但下面的列表展示源用户列表。
源用户列表中源用户按威胁次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在图中单击某个威胁类型对应的柱形，将该威胁类型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
图中显示该威胁类型下的存在哪些威胁，以及威胁次数，表中的内容也相应
变化。

内容
源用户下的内容与应用程序使用下的内容显示内容相同，都是以柱状图展示
文件过滤和内容过滤的日志数。但下面的列表展示源用户列表。
源用户列表中源用户按内容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通过单击图中的柱形增加过滤条件进行搜索，搜索后还可以进行更细的搜索。

URL
源用户下的内容与应用程序使用下的 URL 显示内容相同，都是以柱状图展示
URL 分类的日志数。但下面的列表展示源用户列表。
源用户列表中源用户按 URL 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通过单击图中的柱形增加过滤条件进行搜索，搜索后还可以进行更细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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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目的用户活动
目的用户活动是从目的用户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

20.3.4 源 IP 活动
源 IP 活动是从源 IP 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

20.3.5 目的 IP 活动
目的 IP 活动是从目的 IP 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内容和 URL 的
情况。

20.3.6 源国家/地区活动
源国家/地区活动是从源国家/地区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内容
和 URL 的情况。

20.3.7 目的国家/地区活动
目的国家/地区活动是从目的国家/地区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
内容和 URL 的情况。

20.3.8 策略使用情况
策略使用情况是从策略匹配的角度分析字节数、会话数、威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

20.4 威胁活动
威胁活动从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请求恶意域名的主机、非标准端口应用程
序、允许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的策略几个方面对威胁进行分析。通过关联可
以发现该威胁对应的主机、应用和允许该应用的策略。

20.4.1 威胁活动
威胁以柱形图展示威胁日志中不同威胁类型的日志数。威胁类型为威胁日志
的威胁类型。柱形按从大到小，从左到右降序排列。
威胁列表中显示检测到次数最多的最多 50 条威胁。可以查看威胁名称、威胁
类型、严重性、威胁次数。严重性包括高危、中危和低危。
奇安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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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名称按威胁次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单击图中的威胁类型或列表中的威胁名称可以添加全局过滤条件或私有过滤
条件进行过滤，可以查看某些威胁类型或威胁名称的威胁的情况。

20.4.2 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
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通过曲线图展示用
户选择的时间段内访问恶意 URL 的趋势。
列表中显示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 IP、用户名和次数。
单击列表中的主机 IP，加入过滤条件。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
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主机 IP 涉及的威胁、使用的非标准端口应用以及
允许非标准端口应用的策略。

20.4.3 请求恶意域名的主机
请求恶意域名的主机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威胁次数。通过曲线图展示用
户选择的时间段内请求恶意域名的趋势。
列表中显示访问恶意 URL 的主机 IP、用户名和次数。
单击列表中的主机 IP，加入过滤条件。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
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主机 IP 涉及的威胁、使用的非标准端口应用以及
允许非标准端口应用的策略。

20.4.4 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
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展示采用非标准端口的应用程序，方便发现非标准端口
应用程序是否存在异常。
非标准应用程序对字节数、会话、威胁、内容、URL 分别进行统计展示。此
部分展示与“网络活动 > 应用程序使用”类似。
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列表中会显示应用程序的端口。

20.4.5 允许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的策略
允许非标准应用程序的策略配合非标准端口应用程序使用。当发现非标
准端口应用程序存在异常时，可以直接定位出相应的策略，进而对策略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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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阻止的活动
阻止的活动从应用、用户、威胁、内容、域名、URL 及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

20.5.1 阻止的应用
阻止的应用从应用的角度分析阻止的威胁、内容和 URL。

威胁
阻止的应用之威胁展示应用存在的威胁类型和对应威胁次数。每个威胁类型
的威胁次数用柱形显示，按次数从多到少，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

阻止的应用列表中展示被阻止的应用的应用名称、风险等级、威胁次数、内
容数和 URL 过滤日志次数。威胁列表按威胁次数由大到小由上到下降序排列。
单击图中某个威胁类型，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显示被阻止的该威胁类型
下威胁的威胁次数统计图。列表中显示该威胁类型对应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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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图中威胁名称，将威胁名称加入过滤条件。搜索后可以查看该威胁的威
胁次数。列表中显示该威胁对应的应用程序。
全局搜索后，对应的其他区域框的参数也发生变化。可以看出该威胁对应的
应用、用户和策略。

内容
阻止的应用之内容显示 URL 关键字过滤和内容过滤的日志次数。URL 或内
容用柱形显示，按日志次数从多到少，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
阻止的应用列表按内容日志数由大到小由上到下降序排列。
单击“URL”或“内容”，添加内容过滤条件。搜索后，展示 URL 分类或文
件类型的日志次数。图中继续单击增加过滤条件可以查看详情的 URL 或文件
的日志次数。列表中显示该内容对应的应用程序。

URL
阻止的应用之 URL 显示以柱状图展示被阻止的 URL 分类的日志数。URL 分
类为 URL 库和用户自定义的 URL 分类。柱形按从大到小，从左到右降序排
列。
阻止的应用列表按被阻止的 URL 日志数由大到小由上到下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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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某个 URL 分类，添加过滤条件。搜索后，展示 URL 子分类的日志次数。
图中继续单击增加过滤条件可以查看详情的 URL 的日志次数。列表中显示该
内容对应的应用程序。

20.5.2 阻止的用户活动
阻止的用户活动从用户的角度分析阻止的威胁、内容和 URL。
阻止的用户列表展示用户名、威胁、内容和 URL。

20.5.3 阻止的威胁
阻止的威胁列表中展示被阻止的威胁名称、威胁类型、严重性和次数。
按威胁次数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降序排列。

20.5.4 阻止的内容
阻止的内容统计包括文件、内容、URL 关键字的日志统计。
列表中显示被阻止的文件名和次数。

20.5.5 阻止的域名
被阻止的域名，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次数。展示选定时间段内被阻止的
域名趋势。
列表中显示被阻止的域名和次数。

20.5.6 阻止的 URL
被阻止的 URL，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次数。展示选定时间段内被阻止的
URL 趋势。
列表中显示被阻止的 URL 和次数。

20.5.7 策略阻止的活动
威胁阻止的活动列表中显示策略名称、威胁、内容和 URL。

20.6 自定义
通过单击“自定义添加”，用户可以自定义分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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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项目除包括网络活动、威胁活动和阻止活动下的项目外，还支持“入接
口”、“出接口”、“源安全域”、“目的安全域”和“未识别的应用程序”。

入接口
入接口分析选定时间段内不同物理接口接收和发送的字节数。对接口的流量
进行监控。

出接口
出接口分析选定时间段内不同物理接口接收和发送的字节数。对接口的流量
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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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域
源安全域分析源安全域内的字节数、会话、威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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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安全域
目的安全域分析目的安全域内的字节数、会话、威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

未识别的应用程序
未识别的应用程序可能存在风险，通过对未识别应用程序的流量、会话、威
胁、内容和 URL 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用户尽快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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