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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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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G6000V V500R001C20

 

读者对象

本文档介绍USG6000V的定位和特点、典型组网方式和应用场景、软件架构和功能特
性。通过本文档可以快速了解产品全貌。

本文档适用于负责配置和管理FW的网络管理员。您应该熟悉以太网基础知识，且具有
丰富的网络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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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警示紧急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员死亡
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人员死
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中度或
轻微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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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
致设备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
结果。

“注意”不涉及人身伤害。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 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
害信息。

 

修订记录

修改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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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27) 产品版本 V500R001C2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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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定位和特点

2.1 产品定位

本文档面向USG6000V版本。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传统数据中心向云数据中心转变，业务快速上线，业
务按需迁移，定制化防护等客户需求激增，同时虚拟机攻击Hypervisor、虚拟机之间的
攻击和嗅探、虚拟化网络可用性损失等新的虚拟网络安全问题出现，传统的业务网关
无法适应云网络的部署，SDN和网络设备NFV需求和技术应运而生。SDN和NFV通过
管理控制和数据面的分离和分布式化、网络功能的软件化、虚拟化，为各种新业务组
合的灵活性以及动态部署提供了多种可能，同时，通过业务和平台接口的开放互联，
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融合。

华为USG6000V是一款运行在标准服务器虚拟机上的纯软件产品，面向云数据中心及
NFV场景，提供全面软件化部署的虚拟网络安全防护。通过软件定义安全来实现安全
能力的快速部署。USG6000V可以与华为公司Fusion Sphere、Agile Controller控制器、
EMS/NMS，以及开源的Openstack平台构成开放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丰富的下一代防
火墙特性，为客户虚拟网络中提供了丰富的安全业务运营及防护。

USG6000V系列产品包括以下产品型号：

l USG6000V1

l USG6000V2

l USG6000V4

l USG6000V8

2.2 产品特点

高性能

与Intel深度合作，在提供具有高灵活性的纯软件NFV同时，实现了与硬件方案相近的
吞吐率。

整机基本路由和防火墙业务达到超过40G的吞吐率、200k+的会话新建速率，IPS应用安
全业务达到6Gbps的吞吐率和45k的会话新建速率。整机 高支持8M并发连接、500个
虚拟系统，可以满足客户高性能的场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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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部署

l 支持集中式和分布式部署模式。集中式部署配置简单，部署成本低，满足公有云
功能模块化规划的场景。分布式部署可以有效减小防护流量路径，使其效率
高。

l 支持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管理。通用服务器已经完成基本连线组网的情况下，
USG6000V的加载、销毁、扩容、升级等，完全实现自动化的管理。

l 支持业务北向API接口，实现控制器对USG6000V的业务编排、动态按需部署。

l 支持用户在虚拟化的环境中搭建企业网络，可以按需动态地调配和管理网络资源
及服务。

l 通过虚拟系统功能，可以将一台设备划分为多台逻辑上完全隔离，相互独立的虚
拟设备，实现系统级的扩展，应对海量小租户独立防护或低成本的要求。

l 灵活的license授权发放方式。USG6000V除提供传统的单机license授权方式外，针
对云计算数据中心多租户场景下的需要，支持数据中心内license server的集中授权
方式，灵活的license加载方式，便于快速完成扩容和部署。

丰富的业务特性

l 专业的安全防御技术。支持对数千种常见的入侵行为、蠕虫、木马、僵尸网络进
行检测和防护，同时USG6000V利用专业的智能感知引擎和不断更新的病毒特征库
实现对病毒文件的检测和处理。

l 完善的传统防火墙安全功能。USG6000V完整继承了传统防火墙所拥有的网络层安
全功能，可以轻松应对网络层发生的攻击或威胁。

l 全面的路由交换协议支持（包括VXLAN）。USG6000V可以适用于多种网络环
境，替代原有的路由器或防火墙产品，或者透明植入原有的网络当中。

l 多样的VPN接入方式。USG6000V可通过IPSec、L2TP、GRE等多种VPN接入方
式，在Internet上安全连接企业总部、分支结构、合作伙伴，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
虚拟局域网解决方案。

多样的开放互联平台

l 支持在多种虚拟化平台上部署，包括VMware、Linux KVM、XEN、Hyper-V、华
为FusionSphere以及AWS云平台。也支持直接在安装了SuSE操作系统的X86服务器
上部署。无缝适应用户的基础环境。

l 提供NETCONF和RESTCONF两种API接口，形成丰富的解决方案被集成能力。

l 提供OpenStack Plugin，支持从OpenStack管理界面直接下发安全策略和VPN配置到
USG6000V，保护OpenStack内部计算节点。

l 提供华为MANO快速部署模板，通过MANO部署的USG6000V带有基础配置，可
以直接投入业务流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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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应用场景

3.1 云数据中心中的 VXLAN 网关
公有云客户在VPC间互通场景需要VPC网关终结VXLAN，并提供安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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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云数据中心中的应用

在云数据中心场景下USG6000V的应用和部署方式：

l USG6000V作为VXLAN网关，实现VPC流量隔离。由于VPC之间存在网络重叠，
当多个租户使用同一台USG6000V时候，可以创建多个虚拟系统，实现路由隔离，
并做NAT转换。

l USG6000V作为租户边界安全控制点，实现南北向边界安全，和VPC之间的边界防
护。作为。实现IPSec VPN，NAT、LB、状态检测基础功能，并可以按需开启入
侵防御、AV等高级功能

l 在对设备运行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网络中，还可以使用双机热备的组网。

l 支持部署在多种虚拟化平台上，比如XEN/KVM/FusionSphere等，支持灵活的扩缩
容。开放NETCONF和RESTCONF两种API北向接口，易集成，易管理。

l 对一些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场景，USG6000V支持直接部署在X86服务器上、独占
CPU、内存和物理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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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结构

4.1 物理架构

USG6000V支持在多种虚拟化平台上部署，包括VMware、Linux KVM、XEN、华为
FusionSphere、Hyper-V以及AWS云平台。也支持直接在安装了SuSE操作系统的X86服
务器上部署。USG6000V提供NETCONF和RESTCONF两种API接口，形成丰富的解决
方案被集成能力。

图 4-1 云平台部署架构

SDN · 转发表同步

· HA状态监控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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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X86 服务器部署架构

Northbound API Service

FW

SuSE Linux

Physical Server
X86 Server

Controller

 

4.2 软件逻辑架构

USG6000V的软件系统采用华为公司灵活、成熟的VRP平台为基础，VRP平台采用组件
化技术，支持分布式体系结构，增强了安全性和可靠性。软件逻辑架构分为三个平
面：管理平面、控制平面和数据转发平面。如图4-3所示。

图 4-3 软件逻辑架构图

l 系统支撑与驱动

为每个平面提供适配层，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通信差异，提供统一的接口。

l 管理平面

提供了配置、测试、维护等接口，与管理员进行界面交互。全新设计的Web界面
提供了丰富的管理功能，管理员可以进行可视化的配置管理，阅读丰富的日志报
表，进行智能地故障诊断与检测。此外，丰富的北向被管理能力，能被各种控制
器所集成。

l 转发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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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文的基础解析与处理，并与其他平面联动进行报文的转发、丢弃或转换。
例如进行基础的L2转发、L3转发、状态检测防火墙处理、NAT、VPN处理、带宽
管理、DDoS攻击防范、IPS入侵检测、防病毒等应用层安全处理和及SLB服务器
负载均衡业务处理。

l 控制平面

与网络用户进行交互，获取认证信息并将结果反馈给转发平面，使转发平面可以
基于用户进行报文处理。完成系统中需要高性能集中处理的业务，包括用户认
证、日志处理功能、应用关联检测、安全业务的IKE协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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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功能

5.1 USG6000V 功能一览
本节将给出USG6000V支持的主要特性。

表 5-1 USG6000V 功能一览表

分类 特性 说明

内容安全 应用识别 通过预先搭载的特征库识别常见应用程序。

特征库可得到持续更新，同时还支持自定义应用
程序。

支持对数十种常见的承载协议进行协议解码，识
别协议内容。支持常见的多通道协议。

SSL加密流量
检测

支持对SSL流量进行解密，确定其真实的流量
后，进行内容安全检测。

反病毒 利用专业的智能感知引擎和不断更新的病毒特征
库实现对病毒的检测和处理。

入侵防御 支持对数千种常见的入侵行为、蠕虫、木马、僵
尸网络、恶意域名进行检测和防护。

特征库可得到持续更新，同时还支持自定义签
名。

URL过滤 支持根据HTTP协议中的URL地址对连接进行阻
断。

支持本地添加URL和URL分类、向远程URL查询
服务器实时查询 新的URL及其所属分类。

URL分类可得到持续更新。

DNS过滤 支持在域名解析阶段过滤DNS请求中的域名，从
而控制运行或进行访问的网站。

HUAWEI USG6000V 系列
产品描述 5 产品功能

文档版本 01 (2017-11-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



分类 特性 说明

内容过滤 支持HTTP、FTP、SMTP、POP3、NFS、SMB、
IMAP、RTMPT和FLASH等常见的文件传输协
议。

支持对以上协议传输的常见文档文件内容进行基
于关键字的过滤。

支持对HTTP和FTP的协议内容进行基于关键字的
过滤。

文件过滤 支持HTTP、FTP、SMTP、POP3、NFS、SMB、
IMAP、RTMPT和FLASH等常见的文件传输协
议。

支持对以上协议传输的常见文档文件、代码文
件、可执行文件、多媒体文件、压缩包文件的真
实类型和扩展名的识别。

支持对以上协议传输的常见文件进行基于真实类
型和扩展名的过滤。

应用行为控制 支持对HTTP协议的文件上传下载、POST、浏览
网页、HTTP代理等应用行为进行控制。

支持对FTP协议的文件上传下载等应用行为进行
控制。

邮件过滤 支持本地建立邮件服务器黑白名单，对垃圾邮件
服务器进行阻断。

支持与RBL服务器联动，远程实时查询邮件是否
属于垃圾邮件。

支持根据邮件的收/发件人地址、附件大小/个数等
信息对邮件进行过滤。

APT防御 支持通过与沙箱联动对APT攻击进行检测和防
御。

网络层安全防
护

包过滤 支持基于策略的包过滤。

NAT 支持对报文源、目的IP地址和端口进行转换。

支持将私网IP地址和端口映射为公网IP地址和端
口，使内网服务器可以对外提供网络服务。

支持对多通道协议报文的载荷中协商的IP地址和
端口进行自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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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性 说明

CGN 支持NAT444，在用户网关侧和运营商出口处部署
两次NAT功能。

支持PCP，使基于P2P技术的文件共享、语音通
信、视频传输等业务可以在NAT444场景中很好地
运行。

支持静态映射，在NAT444场景中解决用户地址的
快速溯源。

支持DS-Lite，通过隧道和NAT结合，解决私网
IPv4用户跨越IPv6网访问IPv4 Internet的问题。

支持端口预分配和增量分配，在NAT转换前预先
为用户分配端口段，后续从此用户来的业务都用
此端口段的端口进行处理。

支持NAT64，解决IPv4网络和IPv6网络互访的问
题。

DDoS攻击防范 防范多种DoS和DDoS攻击:
l 协议报文DDoS：SYN Flood、UDP Flood、

ICMP Flood、ARP Flood
l 应用层DDoS：HTTP Flood、HTTPS Flood、

DNS Flood、SIP Flood

单包攻击防范 防范多种单包攻击，进行文合法性检查：IP
Spoofing、LAND攻击、Smurf攻击、Fraggle攻
击、WinNuke、Ping of Death、Tear Drop、地址扫
描、端口扫描、IP Option控制、IP分片报文控
制、TCP标记合法性检查、ICMP报文控制、
ICMP重定向报文控制、ICMP不可达报文控制、
TRACERT报文控制。

黑名单 支持通过基于IP地址的黑名单，对报文进行快速
过滤。

白名单 支持通过基于IP地址的白名单，直接跳过黑名
单、内容安全和攻击防范处理流程。

IP与MAC地址
绑定

支持将用户主机的IP地址与MAC地址进行绑定，
防范IP地址仿冒。

CIS联动 支持由CIS分析出恶意会话并下发阻断指令给
FW，使得FW对已经建立的会话进行删除，从而
阻断恶意攻击。

SCTP 支持配置SCTP NAT。

流量管理 基于IP和用户
的带宽管理

可以限制IP或用户的 大带宽。

基于IP和用户
的连接数管理

可以限制IP或用户的 大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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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性 说明

基于接口的带
宽管理

可以限制接口的 大带宽。

智能选路 DNS透明代理 支持修改DNS请求报文的目的地址，将DNS请求
分发到不同的ISP，以实现流量负载分担。

策略路由 支持从应用、服务、用户、入接口、源安全区
域、源/目的IP地址、时间段等维度决定如何转发
报文。

支持单出口和多出口，当策略路由为多出口时，
可以基于链路带宽、链路权重、链路质量或链路
优先级进行智能选路。

全局选路策略 支持基于等价路由的智能选路，可以根据链路带
宽、链路权重、链路质量或链路优先级进行选
路。

ISP选路 支持基于目的地址所在运营商网络选择相应的出
接口。

健康检查 支持基于多种协议对服务或链路的可用性进行探
测。

负载均衡 服务器负载均
衡

支持简单轮询、加权轮询、加权源IP hash等算
法，和会话保持技术。

SSL卸载 支持HTTPS协议的SSL卸载。

路由交换与报
文转发

交换协议 支持ARP、VLAN、PPP/PPPoE等常用链路层协
议。

路由协议 支持静态路由、策略路由、路由策略、RIP、IS-
IS、OSPF、BGP、组播等常用路由协议。

IP转发 支持DNS、DHCP、ICMP、URPF等基本IP协议。

IPv6 IPv6基础技术 支持IPv6报文的解析与转发，支持IPv6的静态路
由、策略路由、路由策略以及RIPng、OSPFv3、
BGP4+、IS-ISv6等IPv6动态路由协议。

IPv6过渡技术 支持4to6、6to4、NAT64等IPv6过渡技术，可以组
建完整的IPv6网络，以及作为IPv6网络和IPv4网
络的边界。

IPv6网络的安
全防护

支持基于IPv6地址部署安全策略，进行IPv6网络
的安全防护。可以基于IPv6地址对网络主机的报
文进行包过滤和内容安全的检测处理，所能实现
的功能和达到的防护效果与IPv4一致。

VPN IPSec/IKE 支持IKE的v1和v2两个版本。

支持DES、3DES、AES等多种加密算法，支持
MD5、SHA1等多种校验算法。提供完整的报文加
密与验证能力。

支持L2TP over IPSec、GRE over IP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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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性 说明

L2TP 支持作为LAC或者LNS。

GRE 支持通过GRE跨网传播RIP、OSPF和BGP。

SSL VPN 支持Web代理、网络扩展、端口转发、文件共
享。

MPLS 支持MPLS L3VPN。

支持L2TP、IPSec、GRE接入MPLS VPN功能。

支持MPLS承载IPSec VPN功能。

高可靠性 双机热备 支持VRRP、VGMP、HRP等双机热备协议。提供
完善的双机热备处理机制，保证主机发生故障
时，业务可以自动平滑切换到备机上运行。

链路状态检测 支持通过ICMP探测、ARP探测、BFD等方式对链
路连接状况进行实时检测，在链路故障时及时倒
换流量。

虚拟系统 功能虚拟化 除硬件资源、网络资源等需要集中管理的资源
外，实现了主要功能的完全虚拟化。每个虚拟系
统都拥有各自的配置、表项以及资源。

虚拟管理员 支持创建虚拟管理员，每个管理员可以分配特定
虚拟系统。每个管理员都有各自的配置界面，可
以独立对设备进行维护操作。不同虚拟系统间相
互隔离，配置不会产生冲突。

可视化管理与
维护

全新设计的
Web界面

全新设计的Web界面提供了丰富、易用的可视化
管理和维护功能，在Web界面可以轻松查看日志
报表、进行配置管理和故障诊断。使用Web界面
中的快速向导可以轻松完成部分重要特性的常用
配置。

多种远程管理
方式

支持Web、CLI（Console、Telnet、SSH）、网管
（SNMP）等多种管理方式。

升级中心 在Web上界面就可以对系统软件、应用特征库、
威胁签名库、病毒特征库、URL分类库等资源进
行各种方式的升级，持续拥有 新 强大的防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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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性 说明

远程管理 支持通过Console口、Telnet、SSH、Web等多种方
式登录设备进行管理。

支持SNMP协议，可以使用标准网管软件进行管
理。

支持Syslog格式日志，可以使用日志服务器进行
日志收集和管理。

支持NQA。

支持NETCONF和RESTCONF两种北向API接口，
管理员可以通过上层控制器对FW进行统一配置和
维护，简化运维管理。使用北向API接口进行环境
搭建、业务配置等详细内容，请参见《API开发指
南》。

网络安全分析
报告

输出网络运行诊断结果和改进建议，还提供多种
报表形式（如饼图、柱状图和折线图）来展现流
量分析、威胁分析、Web网页浏览分析和数据泄
露行为分析的结果，使管理员可以直观地了解当
前网络的安全性。

日志与报表 日志 支持流量日志、威胁日志、URL日志、内容日
志、邮件过滤日志、操作日志、系统日志、策略
命中日志等多种日志类型供管理员查看，帮助管
理员掌握网络事件。

报表 支持流量报表、威胁报表、URL报表、策略命中
报表等多种报表格式供管理员查看，帮助管理员
对网络流量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以及进行安全防
护效果的展示。

 

5.2 强大的内容安全防护
基于深度的应用和内容解析，提供完善的应用层安全防护能力，是下一代防火墙产品
的 大优势。

5.2.1 一体化检测机制

USG6000V的一体化检测机制不仅提供了强大的内容安全功能，还使得即使在内容安全
功能全开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较高性能。

一体化检测机制是指设备仅对报文进行一次检测，就可以获取到后续所有内容安全功
能所需的数据，从而大幅提升设备处理性能。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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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一体化检测机制

一
体
化
检
测

应用识别

安全策略

应用解码

威胁防护处理

反病毒处理

URL过滤处理
流量

文件过滤处理

内容过滤处理

应用控制处理

5.2.2 反病毒（Anti-Virus）
反病毒功能可以对网络中传输的文件进行扫描，识别出其中携带的病毒，并且予以记
录或清除。

病毒是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
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病毒通常被携带在文件中，通过
网页、邮件、文件传输协议进行传播。内网主机一旦感染病毒，就可能导致系统瘫
痪、服务中止、数据泄露，令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USG6000V提供的反病毒功能对 容易传播病毒的文件传输与共享协议以及邮件协议进
行检测和扫描，可以防范多种躲避病毒检测的机制，实现针对病毒的强大防护能力。

l 支持丰富的应用层协议和应用程序

支持对HTTP、FTP、SMTP、POP3、IMAP、NFS、SMB传输的文件进行病毒检
测。

支持对部分常见的基于HTTP协议的应用程序设置例外动作。

l 支持对压缩文件进行病毒扫描

支持对zip、gzip压缩文件进行解压，然后再进行病毒扫描。

l 支持海量的病毒特征库

海量的病毒特征库使得USG6000V拥有强大的病毒检测能力。同时华为通过专业的
病毒分析团队，实时跟踪 新出现的病毒类型，并对其进行分析，在第一时间更
新病毒特征库供网络管理员下载使用，使得USG6000V始终拥有 新 强大的病毒
识别能力。

l 支持针对不同流量配置不同的防护措施，支持添加应用例外和病毒例外定制病毒
防护策略

通过安全策略，网络管理员可以针对不同流量制定细粒度的防护策略，对不同的
网络环境采取不同级别的保护。

同时，通过对部分常见的基于HTTP协议的应用程序设置额外的防护动作，或者根
据日志将部分误报的病毒类型添加到病毒例外中，可以对反病毒策略进行灵活的
调整，以保证业务的正常传输。

5.2.3 入侵防御（IPS）
入侵防御功能主要可以防护应用层的攻击或入侵，例如缓冲区溢出攻击、木马、后门
攻击、蠕虫等。

USG6000V的入侵防御功能可以通过监控或者分析系统事件，检测应用层攻击和入侵，
并通过一定的响应方式，实时地中止入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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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多种部署方式，支持针对不同流量配置不同的防护措施

USG6000V支持直路部署和旁路部署两种部署模式。在直路部署时可以作为IPS设
备工作，实时检测威胁事件的发生并及时中止其流量传输，保护内部网络；在旁
路部署时可以作为IDS设备工作，检测并记录网络中发生的可疑事件，及时通知网
络管理员采取行动，或者帮助管理员进行事后检查，同时又不影响流量的正常传
输。

通过安全策略，网络管理员可以针对不同流量制定细粒度的防护策略，对不同的
网络环境采取不同级别的保护。

l 支持对应用层报文进行深度解析

通过强大的报文深度识别功能，以及不断更新的应用特征库，USG6000V可以对数
千种常见的应用程序进行报文深度解析，并检测出其中携带的攻击和入侵流量。
根据基于应用的安全策略，USG6000V可以对不同的应用程序作出不同的响应工
作，方便管理员灵活部署入侵防御功能。

l 支持进行报文分片重组和TCP流重组之后再进行威胁检测

针对网络攻击利用IP报文分片和TCP流乱序重组等技术躲避威胁检测的行为，
USG6000V支持将IP分片报文重组还原为原始报文后再进行检测，还支持对TCP流
进行重组，按照流序号还原为正序流后再进行检测。

l 支持海量的签名库，支持自定义签名

IPS设备通常使用签名来识别攻击流量的特征，签名库的容量就代表了设备识别应
用层威胁的能力。

然而新型的攻击层出不穷，威胁日新月异，所以华为通过专业的签名开发团队密
切跟踪全球知名安全组织和软件厂商发布的安全公告，对这些威胁进行分析和验
证，生成保护各种软件系统（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数据库）漏洞的签名库。此
外，通过遍布全球的蜜网（通过诱使黑客进行攻击捕捉攻击行为特征的站点），
实时捕获 新的攻击、蠕虫病毒、木马，提取威胁的特征，发现威胁的趋势。在
此基础上，当新的漏洞被发现时，华为能够在 短时间内发布 新的签名，及时
升级签名库，来防御针对该漏洞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攻击，真正实现零日防御。

USG6000V自带的签名库可以识别出数千种应用层攻击行为。通过签名库的不断升
级，还可以持续获取 新的识别和防护能力。网络管理员还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
流量信息自行定义签名，使得USG6000V的入侵防御功能更加完善。

l 超低的签名误报率

误报率是衡量签名库质量的重要标准，代表着签名的准确率。出现误报有可能会
影响网络正常业务，同时会产生大量的攻击事件，管理员需要在海量日志数据中
寻找真正有价值的攻击内容。

误报的原因一般是签名不够精确，或者检测机制不够完善。华为拥有众多安全研
究人员，具有丰富数据来源，从而可以分析更多的样本，签名编写完成后经过了
完备的误报测试，所以发布的签名几乎是零误报率。得益于签名的超低误报，
USG6000V默认开启阻截的签名的比率非常高，在不影响用户正常业务的情况下，
可以 大程度地化解威胁。这样，管理员就无需对照冗长的日志来查看是否有误
报，以及是否需要关闭一些签名。

5.2.4 数据泄漏防护（DLP）
数据泄密防护（Data Leakage Prevention，DLP）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防止企业的
指定数据或信息资产以违反安全策略规定的形式流出企业的一种策略。

数据泄露防护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企业或个人的重要数据。由于窃取数据的手段众多，
所以实现数据泄露防护需要一组技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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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6000V提供的数据泄露防护技术主要防止的是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发生泄露，例
如：

l 通过网络通信工具将机密数据从企业内部网络传输到外部网络。大部分的数据泄
露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有意或无意造成的。

l 外部网络的黑客通过入侵技术进入企业内网主机，获取控制权限并获取机密数
据，甚至长期监控内网主机运行的情况。

l 由于内网主机无意中感染木马或其他间谍病毒，机密数据被病毒自动搜寻并发送
至外部网络。

l 在内网主机与外网主机进行必要通信的过程中，由于黑客进行了侦听或截取导致
机密数据泄露。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根据数据泄露的途径，USG6000V分别提供了不同的技术应对：

表 5-2 数据泄露防护技术

泄露途径 技术 说明

通过HTTP、FTP等
文件传输协议，或
者即时通信软件等
应用程序以文本或
文件的方式泄露

应用识别、文件过
滤、内容过滤

基于强大的应用识别能力，USG6000V可
以对具有网络通信功能的应用程序以及
传输协议进行报文的深度解析，识别其
中包含的文件和信息。

内容过滤根据文本或文件中出现的关键
词，文件过滤根据文件的类型等信息分
别对流量进行过滤。

通过电子邮件程序
以文本或附件的方
式泄露

邮件过滤、文件过
滤、内容过滤

邮件过滤根据邮件的收发件人地址、附
件大小、附件个数等信息对邮件进行过
滤。

文件过滤根据邮件附件的文件类型信息
对邮件进行过滤。

内容过滤根据邮件的收发件人地址、主
题、正文、附件文件名中出现的关键字
对邮件进行过滤。

外网中的黑客通过
入侵内网方式窃取
数据

入侵防御 对网络攻击、应用层攻击以及入侵行为
的监控，及时阻断外网队内网的渗透和
数据窃取。

关于入侵防御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5.2.3 入侵防御（IPS）。

内网主机因为感染
病毒无意中泄露

反病毒 对木马及其他间谍病毒的扫描与识别，
避免内网感染具有类似功能的病毒，防
止危害在内网泛滥。

关于反病毒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5.2.2
反病毒（Anti-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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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途径 技术 说明

在内网与外网的正
常通信过程中，数
据被黑客窃取

VPN 针对内网主机与外网主机的通信，或者
两个被Internet隔离的内网之间的通信，
采用VPN加密技术对通信过程进行保
护，防止数据被窃听、篡改、伪造和重
放。

关于VPN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5.9 多样
的VPN接入方式。

 

除了以上主动防御措施外，USG6000V还可以通过对网络中出现的应用行为进行审计，
记录相应的源、目的、时间、传输的文件、进行的操作等等信息，从而实现对数据泄
露行为的监管、追溯与事后取证。

通过USG6000V提供的这一系列技术，结合企业内部已有的对存储介质的存放管理、文
档数据的加密管理、用户认证与网络资源的授权等等技术，可以对企业数据进行端到
端的安全保护，实现完整的数据泄露防护方案。

5.2.5 Web 安全防护

随着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始往Web上进行迁移。Web已经从单纯的提供网
页浏览演变成为集金融、社交、音乐、视频、游戏等领域为一身的综合平台。Web业
务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安全风险，通过综合多种技术可以实现对
Web站点和访问行为的安全防护。

Web安全问题中 为显著的就是非法网站和恶意网站。

l 非法网站是指暴力、色情等不被当地法律法规或者企业管理制度所允许访问的网
络资源。非法网站带来的危害包括影响社会稳定、降低员工工作效率、占用企业
带宽、浪费企业网络资源等。

l 恶意网站是指挂马网站、钓鱼网站等试图在用户浏览过程中向用户主机植入木
马、进行SQL注入和跨站脚本攻击、利用浏览器/系统漏洞获取主机权限或数据、
骗取用户钱财等存在恶意行为的网站。恶意网站有可能带来用户或企业的大量经
济损失。恶意网站的显著特征就是在没有安全机制保护的情况下，用户对其恶意
行为完全不知情，往往在无意中就造成了损失。

针对以上问题，USG6000V分别提供了不同的技术应对：

表 5-3 Web 安全防护技术

风险 技术 说明

非法网站 URL过滤 URL过滤根据用户访问的URL地
址对URL访问行为进行控制。管
理员可以根据USG6000V提供的
海量URL分类数据库，以及自己
定义的URL地址及分类，对不同
的URL地址设置不同的处理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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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技术 说明

恶意网站 入侵防御、反病毒、
URL过滤

入侵防御和反病毒可以实时监控
用户的Web访问行为，一旦发现
病毒下载或入侵行为就予以告警
或阻断。保护内网站主机免于病
毒的危害。

同时，USG6000V提供的URL分
类数据包含了大量已知的挂马网
站、钓鱼网站等恶意网站的网
址。用户在访问URL时，设备可
以自动查询这个URL是否属于恶
意网站，并作出相应的处理措
施。

 

由于URL地址的数量极其庞大，而且每天都增加，作用也可能发生改变。华为提供的
海量URL分类数据库可以及时跟踪Internet上的URL地址变化，实时更新URL分类信
息，保证了URL过滤功能的不断增强。

5.2.6 应用行为控制

应用行为控制可以对企业网络中的特定网络行为进行控制，以避免安全风险，提高管
理效率。

在现代企业中，网络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平台和工具，但是同时因为员工滥用网络的行
为，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l 由于员工在工作时间内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网页、下载音乐视频等行为导致工
作效率的下降和企业网络资源的浪费。

l 由于员工通过网络向外传输文本或文件，泄露企业的机密信息。

l 由于员工在网络上发表不符合当地法律法规或者企业管理制度的言论，对企业形
象或利益造成损失。

USG6000V提供的应用行为控制功能，可以有效地监控和控制以上网络行为，避免企业
利益的损失，提升企业效率：

l HTTP行为控制

– 支持对论坛发帖、表单提交、用户登录等HTTP POST行为进行阻断。

– 支持对网页浏览行为进行阻断。

– 支持对HTTP代理上网行为进行阻断。

– 支持根据HTTP上传/下载的文件大小进行告警或阻断。

l FTP行为控制

– 支持根据FTP上传/下载的文件大小进行告警或阻断。

– 支持对FTP删除文件行为进行阻断。

5.2.7 垃圾邮件过滤（Anti-SPAM）

垃圾邮件过滤功能可以根据邮件发送服务器的IP地址以及邮件内容对垃圾邮件进行拦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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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凡是未经用户许可就强行发送到用户的邮箱中的任何电子邮件都可以称之
为垃圾邮件。垃圾邮件 初只是宣传广告的传播途径，但是演变至今已经对网络的正
常运转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l 占用网络带宽，造成邮件服务器拥塞，进而降低整个网络的运行效率。

l 侵犯收件人的隐私权，占用收件人信箱空间，耗费收件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有的垃圾邮件还盗用他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做发信地址，严重损害了他人的信誉。

l 包含木马和病毒，被黑客利用，成为网络攻击的工具。

l 严重影响ISP的形象。在国际上，频繁转发垃圾邮件的主机会被上级国际因特网服
务提供商列入国际垃圾邮件数据库，从而导致该主机不能访问国外许多网络。而
且收到垃圾邮件的用户会因为ISP没有建立完善的垃圾邮件过滤机制，而转向其它
ISP。

l 传播虚假、反动、色情等内容，对现实社会造成危害。

FW提供的垃圾邮件过滤技术包括：

l 本地定义黑白名单，对允许通过的邮件服务器进行控制。

l 向Internet上的RBL服务器实时查询邮件服务器是否属于垃圾邮件服务器。RBL服
务器可以提供完整、丰富、不断更新的已知垃圾邮件服务器清单。

l 根据邮件的发件人、主题与正文内容中出现的关键字对邮件进行过滤，实现对未
知垃圾邮件的基于内容的防护。

5.3 完善的传统防火墙安全功能
USG6000V完整继承了传统防火墙的网络层防护功能。这些安全机制虽然简单但是高
效，可以有效应对网络层的威胁。

包过滤

包过滤是防火墙 基本的安全功能，它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对报文进行放行或丢弃。
USG6000V将包过滤的条件从“源/目的IP+源/目的端口+服务+时间段”扩展为“源/目
的IP+源/目的端口+服务+时间段+用户+应用”，使得管理员可以基于流量所属的用户
及流量的真实应用进行报文的快速过滤。

USG6000V将包过滤和内容安全防护功能融合至安全策略中，管理员可以基于策略进行
统一配置和管理，体现了基于流量部署安全功能的思路，简化了管理员的操作，提供
了网络管理效率。

NAT
NAT功能可以根据一定规则将IP报文头中的IP地址转换为另一个IP地址。NAT可以隐藏
内网的IP地址，避免内网结构被外网窥探，同时还可以解决IPv4公网地址枯竭的问题。

USG6000V提供以下NAT功能：

l 源地址转换

主要用于实现内部网络（私有IP地址）访问外部网络（公有IP地址）的功能。通
过应用NAT，能够使多数的私有IP地址转换为少数的公有IP地址，减缓可用IPv4地
址空间枯竭的速度。

– 支持一对一转换，为每一台内网主机自动分配独享的一个公网IP地址。

– 支持多对一转换，让多台内网主机共享同一个公网IP地址，通过端口号进行
区分，即进行PAT转换（Port Address Translation）。

HUAWEI USG6000V 系列
产品描述 5 产品功能

文档版本 01 (2017-11-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



– 支持让多台内网主机自动使用公网接口的公网IP地址，通过端口进行区分，
即Easy-ip功能。

l 服务器映射

NAT隐藏了内部网络的结构，具有“屏蔽”内部主机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
中，可能需要提供少量内部主机给外部网络访问，如对外公开的网站服务器或FTP
服务器。使用NAT可以灵活地添加内部服务器。

外部用户访问内部服务器时，有如下两部分操作：

– 设备将外部用户的请求报文的目的地址（内部服务器的公网地址）转换成内
部服务器的私网地址。

– 设备将内部服务器的回应报文的源地址（内部服务器的私网地址）转换成公
网地址。

l NAT ALG
某些多通道协议在传输过程中会临时协商IP地址或端口号。由于这些IP地址或端
口号通常都是随机出现的，事先不能为其配置相应的NAT策略。所以要求设备可
以自动识别协商过程的报文，并为其开放相应的策略。这就是NAT ALG功能。

USG6000V通过强大的应用和识别能力，自带NAT ALG功能，可以识别大部分常
见的多通道协议，如FTP、H.323、PPTP等。

攻击防范

l 防范多种DDoS攻击

USG6000V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这些攻击报文，通过丢弃这些报文等处理措施避免攻
击行为，同时将这些攻击行为记录在日志中。目前，USG6000V可以防范多种
DDoS攻击，主要包括：

– 协议报文DDoS：SYN Flood、UDP Flood、ICMP Flood、ARP Flood
– 应用层DDoS：HTTP Flood、HTTPS Flood、DNS Flood、SIP Flood

l 防范扫描类攻击

攻击者通过扫描窥探就能大致了解目标系统提供的服务种类和潜在的安全漏洞，
为进一步侵入系统做好准备。USG6000V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灵活高效地检测出这
类扫描窥探报文，从而预先避免后续的攻击行为。

l 防范多种畸形报文类攻击

USG6000V可以有效防范多种畸形报文类攻击，进行报文合法性检查。这些攻击通
常利用软件系统处理异常报文（超大超小、特殊报文、格式异常等）的缺陷，对
网络主机进行攻击，使其瘫痪或性能下降。包括IP欺骗、IP分片报文攻击、
Teardrop、Smurf攻击、Ping of Death、Fraggle攻击、WinNuke攻击、Land攻击、
TCP报文标志位非法、ARP欺骗。

l 防范多种特殊报文控制类攻击

USG6000V可以有效防范超大ICMP报文攻击、ICMP不可达报文攻击、ICMP重定
向报文攻击、利用tracert工具窥探网络结构、带源站选路选项的IP报文攻击、带路
由记录选项的IP报文攻击、带时间戳选项的IP报文攻击，确保系统访问权的安
全。

黑白名单

l 黑名单

将部分用户、IP地址、端口加入黑名单，可以让设备丢弃来自或发往这些用户、
IP地址、端口的所有报文。黑名单可以用于报文的快速过滤。由于判断条件简
单，过滤效率非常高，可以用于应对恶意用户的大流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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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以下几种方式将用户/IP地址加入黑名单：

– 由管理员手工加入，永久生效。

– 由于频繁访问不同的IP地址或端口，被设备认为在进行IP地址扫描攻击或端
口扫描攻击，IP地址将被设备自动加入黑名单。

– 被入侵防御功能认为在进行入侵行为，IP地址将被设备自动加入黑名单。

l 白名单

白名单通常用于添加某些可信IP地址，使这些IP地址不受攻击防范和入侵防御检
查，以避免误报。

IP 与 MAC 地址绑定

由于IP地址以明文形式存放于IP报文中，极易窃取和篡改。所以为了避免通过仿冒伪造
IP地址实施的网络欺骗或攻击，在局域网中可以通过将IP地址和主机网卡的MAC地址
进行绑定，禁止其他主机使用该IP地址。如果收到源IP地址与源MAC地址不匹配的报
文，将予以丢弃。对于匹配目的IP地址的报文，USG6000V会将该报文发送到相关联的
MAC地址上。

5.4 精细的流量管理
网络业务在飞速发展，但是网络带宽不可能无限扩展。所以必要时管理员需要对流量
的带宽占用进行管理，保证高优先级的网络业务，降低低优先级的网络业务的带宽占
用。

目前网络管理员在管理网络带宽时经常遇到以下问题：

l P2P流量在网络中建立了大量连接，占用了绝大部分网络带宽。

l 由于遭受DDoS攻击，普通主机无法正常访问企业所提供的服务。

l 无法为些特殊业务保证稳定带宽或连接数。

l 超负荷的业务流量导致设备运行效率低下，影响网络的体验。

l 极少数用户占用了绝大多数的带宽，浪费企业成本的同时也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针对以上问题，USG6000V提供的流量管理技术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l 基于IP地址、用户、应用、时间分配带宽和连接数，降低P2P流量的带宽占用，只
给特定用户开放P2P的下载权限。

l 基于安全区域或接口限定 大带宽，即使发生DDoS攻击，也可以保证内网服务器
和设备本身正常运行。

l 通过给不同的应用分配不同的保证带宽和 大带宽，实现带宽的合理分配，保证
特殊业务的需求。USG6000V强大的应用识别能力可以实现精细化的带宽管理。

l 为指定用户分配固定的上网时长和流量，实现带宽的合理化分配和使用。

USG6000V提供了灵活的带宽分配方式，通过引入带宽策略和带宽通道，每个带宽通道
代表一个带宽/连接数范围，每个带宽策略可以给一类流量分配一个带宽通道，从而实
现以下分配方式：

l 多个带宽策略共享带宽通道，带宽策略中的各条流量通过抢占的方式使用带宽通
道的带宽/连接数资源，使得网络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可以限制其中每个IP
或用户的 大带宽，既可以保证全局流量不拥塞，也可以保证单台主机不会因为
其他主机占用带宽过多导致无法上网。

l 一个带宽策略独享带宽通道。通常用于保证特殊业务或主机的流量带宽不受其他
流量的影响，使高优先级业务可以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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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全面的路由交换协议支持
USG6000V提供全面的路由交换协议支持，可以良好地适应各种网络环境和部署需求。

交换协议

USG6000V通过支持以下协议可以满足丰富的局域网组网模式和需求：

表 5-4 交换协议

协议 简介

ARP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就是将一个IP地址映射到正确
的MAC地址的地址解析机制。

局域网中每台主机或路由设备都有一个32位的IP地址，这个地址用
于该主机的所有通信中。IP地址的分配是独立于机器的硬件地址
的。

而在以太网中，主机或路由设备是根据48位的MAC（Medium
Access Control）地址来发送、接收以太网数据帧的，这个MAC地
址又称为物理地址或硬件地址，是制造设备时分配到以太网接口中
的。因而，在实际的网络互联中，需要一种地址解析的机制来为这
两种不同的地址形式提供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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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简介

NSH SFC是Service Function Chain的简称，又被称为业务链，是一种给
应用层提供有序服务的技术。SFC用来将网络设备上的服务在逻辑
层面上联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的服务组合。SFC通过对报文
进行NSH（Network Service Header）封装，使得业务链路径上的各
个节点能够相互传递信息，有了这些信息整个服务链可以对数据做
动态灵活的策略处理。

在SFC中，USG6000V作为服务节点SF（Service Function），提供
安全、负载均衡、NAT等服务。

USG6000V收到业务链转发节点SFF（Service Function Forwarder）
发送来的NSH类型的报文后先掉NSH头，送入USG6000V本身的转
发流程。处理完后，再加上NSH头（SI减1）将报文发送回SFF。

图 5-2 NSH 报文格式

VLAN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组网需要在USG6000V上划分VLAN，实现以下
功能：

l 控制广播域的范围。将局域网内的广播报文限制在一个VLAN
内，节省带宽，提高网络处理能力。

l 增强局域网的安全性。由于报文在数据链路层被VLAN划分的广
播域所隔离，因此各个VLAN内的主机间不能直接通信，需要通
过路由器或三层交换机等网络层设备对报文进行三层转发。

l 灵活创建虚拟工作组。使用VLAN可以创建跨物理网络范围的虚
拟工作组。

l 相同VLAN下的用户互访不受访问策略的控制。

l 不同VLAN之间的用户互访受到访问策略的控制。

VXLAN USG6000V作为三层VXLAN网关，实现南北向边界安全，包括外
网到VPC的边界防护，和VPC之间的边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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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简介

PPP/PPPoE PPP（Point-to-Point protocol）是在点到点链路上承载网络层数据包
的一种链路层协议，提供用户验证功能，支持同／异步。

PPP定义了一整套的协议，其中包括：

l 链路控制协议LCP（Link Control Protocol）：用于建立、拆除和
监控数据链路。

l 网络层控制协议NCP（Network Control Protocol）：用于协商数
据链路上传输的数据包的格式与类型。

l 验证协议PAP（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CHAP
（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用于验证网络
安全。

PPPoE（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利用以太网将大量主
机组成网络，通过一个远端接入设备连入因特网。

通过配置PPPoE，可以实现与远端设备建立PPP会话，实现接入控
制和计费。

USG6000V可以作为PPPoE Server端，用于在以太网环境中接入不
同类型的PPPoE Client用户。

USG6000V可以作为PPPoE Client设备，实现PPPoE的客户端拨号功
能。

 

静态路由

USG6000V支持用户手工配置到某一特定目的地的静态路由。

当网络结构比较简单时，只配置静态路由就可以使网络正常工作。设置和使用静态路
由可以改进网络的性能，并可为重要的应用保证带宽。

静态路由的缺点在于：当网络发生故障或者拓扑发生变化后，静态路由不会自动改
变，必须由管理员进行重新手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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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由

表 5-5 动态路由协议

协议 简介

RIP USG6000V支持配置RIP（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动态路由协
议，指导报文的转发。

RIP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内部网关协议，基于距离矢量算法，通过
UDP报文进行路由信息的交换，使用的端口号为520。
RIP使用跳数（Hop Count）来衡量到达目的地址的距离，称为度量
值。在RIP中，路由器到与它直接相连的网络的跳数为0，通过一个
路由器可达的网络的跳数为1，其余依此类推。为限制收敛时间，
RIP规定度量值取0～15之间的整数，大于或等于16的跳数被定义为
无穷大，即目的网络或主机不可达。由于这个限制，使得RIP不可
能在大型网络中得到应用。

为提高性能，RIP支持设置报文的发送间隔和发送报文的 大数
量；为防止产生路由循环，RIP支持水平分割（Split Horizon）和毒
性反转（Poison Reverse）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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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F路由协议有如下几个特点：

l 适应范围广，支持各种规模的网络， 多可支持几百台设备。

l 快速收敛，在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后立即发送更新报文，
将更新后的网络拓扑在自治系统中同步。

l 无自环，由于OSPF根据收集到的链路状态采用 短路径树算法
计算路由，从算法本身保证了不会生成自环路由。

l 区域划分，允许自治系统的网络被划分成区域来管理，区域间
传送的路由信息被进一步抽象，从而减少了占用的网络带宽。

l 等价路由，支持到同一目的地址的多条等价路由。

l 路由分级，使用4类不同的路由，按优先顺序来说分别是：区域
内路由、区域间路由、第一类外部路由、第二类外部路由。

l 支持验证，支持基于接口的报文验证，以保证报文交互的安全
性。

l 组播发送，在某些类型的链路上以组播地址发送协议报文，减
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OSPF适合于大中型网络。

HUAWEI USG6000V 系列
产品描述 5 产品功能

文档版本 01 (2017-11-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7



协议 简介

BGP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是一种自治系统间的动态路由发现
协议，它的基本功能是在自治系统间自动交换无环路的路由信息，
通过交换带有自治系统号（AS）序列属性的路径可达信息，来构
造自治区域的拓扑图，从而消除路由环路并实施用户配置的路由策
略。

与OSPF和RIP等在自治区域内部运行的协议对应，BGP是一类EGP
（Exterior Gateway Protocol）协议，而OSPF和RIP等为IGP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协议。BGP协议经常用于ISP之间。

BGP是一种外部路由协议，与OSPF、RIP等的内部路由协议不同，
其着眼点不在于发现和计算路由，而在于控制路由的传播和选择
好的路由。

IS-IS IS-IS（Intermediate system to intermediate system） 初是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为它
的无连接网络协议CLNP（ConnectionLess Network Protocol）设计
的一种动态路由协议。

为了提供对IP的路由支持，IETF在RFC1195中对IS-IS进行了扩充和
修改，使它能够同时应用在TCP/IP和OSI环境中，称为集成化IS-IS
（Integrated IS-IS或Dual IS-IS）。

IS-IS属于内部网关协议IGP（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用于自治
系统内部。IS-IS是一种链路状态协议，使用 短路径优先SPF
（Shortest Path First）算法进行路由计算，与OSPF协议有很多相似
之处。

 

路由策略

路由策略是为了改变网络流量所经过的途径而修改路由信息的技术，主要通过改变路
由属性（包括可达性）来实现。

USG6000V在发布与接收路由信息时，可以实施一些策略，用来对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例如只接收或发布满足一定条件的路由信息。另外，一种路由协议可能需要引入其它
的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信息，同时引入的路由信息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并对所引入
的路由信息的某些属性进行设置，以使其满足本协议的要求。

在USG6000V中，提供了七种过滤器供路由协议引用：

l 访问控制列表

l 地址前 列表

l AS路径过滤器

l 团体属性过滤器

l 扩展团体属性过滤器

l RD属性过滤器

l Route-Policy

组播

组播（Multicast）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从而实现了网络中
点到多点的高效数据传送，能够节约大量网络带宽、降低网络负载。IP组播技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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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对带宽和数据交互的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信息服务，包括在线直播、网络电视、远
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电台、实时视/音频会议等。

5.6 智能的选路策略
USG6000V拥有多条出口链路时，可以通过智能的选路策略动态选择出接口，保证流量
按照预设的策略转发，提高链路资源的利用率，提升用户的上网体验。

如图5-3所示，USG6000V通常作为网关部署在企业的网络出口，企业可以通过ISP1或
ISP2链路访问Internet上的资源，Internet用户也可以通过ISP1或ISP2网络访问企业内网
的服务资源。

图 5-3 智能选路组网图

ISP2

ISP1

市场部

研发部

服务器区

FW

Web Server 1

为ISP2提供服务
2.2.2.10

为ISP1提供服务
1.1.1.10

DNS Server

DNS Server

www.example.com

Web Server 2

DNS Server

www.example.net

P2P业务 Email/数据库业务

ISP1用户访问内网DNS服务器流量

内网用户访问ISP1 DNS服务器流量

Email/数据库业务流量

P2P业务流量

传统的控制流量走向的方法是通过路由实现选路，而路由只能根据目的地址提供转发
服务，考虑到当今网络业务的繁杂和数据流量的瞬息万变，仅依靠路由显然无法满足
用户的实际需求。而USG6000V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多种选路策略，通过分析流
量的属性或链路的实时状态选择 佳的出接口，真正做到了动态响应和转发。

DNS 透明代理

DNS透明代理可以修改部分内网用户的DNS请求报文的目的地址，将其修改为其他ISP
内的DNS服务器地址。由于DNS请求被转发到不同的ISP，因此解析后的Web服务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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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也就属于不同的ISP，上网流量将通过不同的ISP链路转发，这样就不会造成一个链
路拥塞、其他链路却闲置的情况，充分利用了所有链路资源。

如图5-3中蓝色曲线所示，企业内网用户访问外网网站www.example.com时，首先需要
外网的DNS Server解析IP地址，假设用户客户端上设置的是ISP2 DNS服务器的IP地
址。使用DNS透明代理功能后，USG6000V通过分析各链路的实时状态，将DNS请求报
文的目的地址修改为ISP1 DNS服务器的IP地址，所以用户将访问ISP1的Web Server 1，
而不会访问ISP2的Web Server 2。

策略路由

策略路由是在路由表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不按照现有的路由表进行转发，而是根据用
户制定的策略进行路由选择的机制，从更多的维度（应用、服务、用户、入接口、源
安全区域、源/目的IP地址、时间段）来决定报文如何转发，增加了在报文转发控制上
的灵活度。

如图5-3中绿色曲线和橙色曲线所示，策略路由可以针对特定的应用和服务进行选路，
令P2P业务流量从ISP1链路转发，Email/数据库业务流量从ISP2链路转发。

策略路由支持单出口和多出口，当策略路由为多出口时，可以基于链路带宽、链路权
重、链路质量或链路优先级进行智能选路。

l 根据链路带宽负载分担：USG6000V按照链路带宽的比例将流量分配到各条链路
上。此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各链路的带宽，提高链路的利用率。

l 根据链路权重负载分担：USG6000V按照链路权重的比例将流量分配到各条链路
上。此方式可以控制链路转发流量的比例，令某些链路转发较多的流量，其他链
路转发较少的流量，从而充分利用所有链路资源，保证用户利益的 大化，并提
升用户体验。

l 根据链路优先级主备备份：USG6000V优先使用链路优先级高的链路转发流量，并
使用其他优先级低的链路作为备份链路或负载分担链路。此方式可以优先使用部
分链路转发流量，以此提高转发的可靠性，提升用户体验。

l 根据链路质量负载分担：USG6000V按照链路的实时传输质量动态调整流量的分
配。此方式可以根据丢包、时延、时延抖动等参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判断链路的传
输质量，从而选择质量 佳的链路转发流量，提升用户体验。

全局选路策略

全局选路策略基于等价路由，当USG6000V到达目的地址有多条链路可选时，
USG6000V可以基于链路带宽、链路权重、链路质量或链路优先级进行智能选路，相关
原理和策略路由智能选路相同。

ISP 选路

ISP选路可以实现按照运营商转发流量，使目的地址在不同运营商网络内的流量从对应
出接口转发，无需绕道其他运营商网络，从而减小内网用户的网络访问延迟。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对服务或链路的可用性进行探测，并根据探测结果调整业务流量的分配，
为网络服务质量提供必要保障。

健康检查可以配合策略路由智能选路、全局选路策略或ISP选路一起使用，通过健康检
查结果实时监控各链路的健康状态，并作出相应地调整，保证使用状态正常的链路转
发流量，提高访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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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灵活易用的负载均衡
服务器负载均衡技术按照一定的算法分配流量，将用户请求分给多个服务器处理，以
此提升网络的业务处理能力和可靠性。

日益增长的网络业务量对服务器造成了巨大压力，当单个服务器无法满足网络需求
时，企业一般会采取更换高性能设备或增加服务器数量的方法来解决性能不足的问
题。如果更换为高性能的服务器，则已有低性能的服务器将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浪
费。而且后续肯定会面临新一轮的设备升级，导致投入巨大，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性
能的瓶颈。如果单纯地增加服务器的数量，则涉及到如何分配流量、服务器间的协同
机制等很多复杂的问题。既要考虑成本因素和现实需求，又要兼顾日后的设备升级和
扩容，服务器负载均衡（SLB，server load balancing）技术由此应运而生。

服务器负载均衡就是将本应由一个服务器处理的业务分发给多个服务器来处理，以此
提高处理业务的效率和能力。如图5-4所示，这些处理业务的服务器组成服务器集群，
对外体现为一台逻辑上的服务器。对于用户来说，访问的是这台逻辑上的服务器，而
不知道实际处理业务的是其他服务器。由FW决定如何分配流量给各个服务器，这样做
的好处显而易见：如果某个服务器损坏，FW将不再分配流量给它；如果现有服务器集
群还需要扩容，直接增加服务器到集群中即可。这些内部的变化对于用户来说是完全
透明的，非常有利于企业对网络的日常运维和后续调整。

服务器负载均衡功能可以保证流量较平均地分配到各个服务器上，避免出现一个服务
器满负荷运转、另一个服务器却空闲的情况。FW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型调整流量
的分配方法，满足特定服务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图 5-4 服务器负载均衡

FW

逻辑上的服务器

逻辑上的业务流量

实际的业务流量
逻辑上的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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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算法是服务器负载均衡功能的核心，通过负载均衡算法即可得到由哪台实服
务器来处理业务流量。支持的如下的负载均衡算法：

l 简单轮询算法

l 加权轮询算法

l 小连接算法

l 加权 小连接算法

l 源IP hash算法

l 加权源IP hash算法

5.8 领先的 IPv6 支持
USG6000V对下一代IP网络技术IPv6进行了全面支持，可以满足多种IPv6组网模式，有
效保护IPv6网络的安全。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新版本的网络层协议，它是Internet工程任务组
（IETF）设计的一套规范。IPv6和IPv4之间 显著的区别就是IP地址的长度从32位升为
128位。

IPv6可以较为彻底的解决IP地址缺乏问题。同时，使用IPv6后，网络中路由设备的路由
表项将会变少，可以提高路由设备转发报文的速率。

在IPv6网络的搭建中，主要涉及以下两类IPv6技术：

l IPv6主机之间的通信技术，又被称为IPv6基础技术。

l 在IPv4网络逐渐向IPv6网络演进的过程中，IPv6主机和IPv4主机之间的通信技术，
又被称为IPv6过渡技术。

USG6000V对以上两类技术的支持情况如表5-6和表5-7所示。

表 5-6 IPv6 基础技术

技术 简介

IPv6地址 USG6000V支持IPv4和IPv6双协议栈，支持对IPv6报文的报文头进
行解析，根据其中的IPv6地址进行报文转发。

支持IPv6地址的手工配置和自动配置，支持IPv6邻居发现。

支持ICMPv6PPPoEv6等配套技术。

HUAWEI USG6000V 系列
产品描述 5 产品功能

文档版本 01 (2017-11-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2



技术 简介

IPv6路由 l 支持IPv6的静态路由、策略路由、路由策略，用于路由表的灵
活调整。

l 支持RIPng动态路由协议。

RIPng又称为下一代RIP协议（RIP next generation），它是为了
在IPv6网络应用RIP而对原来的IPv4网络中RIP-2协议的扩展和修
改。大多数RIP的概念都可以用于RIPng。
RIPng协议通过UDP报文交换路由信息，使用的端口号为521。
RIPng协议用跳数来衡量到达目的主机的距离，也称为度量值或
开销。

l 支持OSPFv3动态路由协议

OSPFv3是OSPF版本3的简称，主要提供对IPv6的支持，遵循的
标准为RFC2740（OSPF for IPv6）。大多数OSPF的概念都可以
用于OSPFv3。
OSPFv3和OSPFv2在很多方面相同：

– Router ID，Area ID，LSA Link State ID仍然是32位的。

– 相同类型的报文：Hello报文、DD报文、LSR报文、LSU报文
和LSAck报文。

– 同的邻居发现机制和邻接（Adjacency）形成机制。

– 相同的LSA扩散（Flooding）机制和老化（Aging）机制。

– 基本相同的LSA类型。

OSPFv3和OSPFv2的不同包括：

– OSPFv3是基于链路（Link）运行，OSPFv2是基于网段
（Network）运行。

– OSPFv3在同一条链路上可以运行多个实例。

– OSPFv3的拓扑关系和IPv6地址前 没有关系。

– 使用IPv6的链路本地（Link-local）地址标识邻接的邻居。

– 新增的3种不同的LSA扩散范围。

l 支持BGP4+动态路由协议

BGP4+是一种用于自治系统AS（Autonomous System）之间的动
态路由协议，它是对BGP的扩展。

传统的BGP4只能管理IPv4的路由信息，对于使用其它网络层协
议（如IPv6等）的应用，在跨自治系统传播路由信息时就受到
一定限制。

为了提供对多种网络层协议的支持，IETF对BGP4进行了扩展，
形成BGP4+，目前的BGP4+标准是RFC2858（Multiprotocol
Extensions for BGP-4，BGP-4多协议扩展）。BGP4+中的
Next_Hop属性用IPv6地址来表示，可以是IPv6全球单播地址或
者下一跳的链路本地地址。

在BGP4+中，BGP协议原有的消息机制和路由机制并没有改
变。

l 支持IS-IS动态路由协议的IPv6功能

IETF的draft-ietf-isis-ipv6-05.txt中规定了IS-IS为支持IPv6所新增
的内容。主要是新添加的支持IPv6路由信息的两个TLV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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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简介

Length-Values）和一个新的NLPID（Network Layer Protocol
Identifier）。

 

表 5-7 IPv6 过渡技术

技术 简介

IPv6 over IPv4
隧道

IPv6 over IPv4 隧道技术可以使两个被IPv4网络隔离的IPv6网络进行
正常通信。在IPv6发展的前期，IPv6网络较少，往往不能直接相
连，还需要通过现有的IPv4网络进行通信。所以通过IPv6和IPv4的
网络边界设备上建立IPv6 over IPv4隧道，使得IPv6报文可以跨越
IPv4网络传输。

IPv4 over IPv6
隧道

IPv4 over IPv6 隧道技术可以使两个被IPv6网络隔离的IPv4网络进行
正常通信。在IPv6发展的后期，IPv6网络将属于主要的网络形式，
仅存的少数IPv4就会被IPv6网络隔离。所以通过IPv6和IPv4的网络
边界设备上建立IPv4 over IPv6隧道，使得IPv4报文可以跨越IPv6网
络传输

NAT64 当IPv6网络和IPv4网络共存的时候，存在IPv6主机和IPv4主机互访
的需求。通过NAT64技术，可以对报文中的IPv4地址和IPv6地址进
行相互转换。比如将IPv6主机发往IPv4主机的报文的源地址和目的
地址转换为指定的IPv4地址，使得该报文可以在IPv4网络中正常传
输，再将IPv4主机回复报文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转换为指定的IPv6
地址，使IPv6主机可以正常接收，以此来完成两者之间的通信。

 

USG6000V除了全面支持IPv6网络的组建技术外，还提供了IPv6网络的安全功能。
USG6000V支持基于IPv6地址部署安全策略，进行IPv6网络的安全防护。可以基于IPv6
地址对网络主机的报文进行包过滤和内容安全的检测处理，所能实现的功能和达到的
防护效果与IPv4一致。

5.9 多样的 VPN 接入方式
VPN技术提供了廉价安全的私有网络组建方案，在现代企业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USG6000V所提供的多样的VPN接入方式，扩展了企业网络的边界，可以满足各种
私有网络需求。

L2TP
USG6000V支持使用L2TP（Layer 2 Tunneling Protocol）协议构建VPDN（Virtual Private
Dial Network），利用公共网络（如ISDN和PSTN）的拨号功能及接入网来实现虚拟专
用网，为企业、小型ISP、移动办公人员提供接入服务。

l NAS-Initialized
通信过程由远程拨号用户发起。远程拨号用户通过PSTN/ISDN拨入LAC，由LAC
通过Internet向LNS发起建立隧道连接请求。拨号用户地址由LNS分配；对远程拨
号用户的验证与计费既可由LAC侧的代理完成，也可在LNS侧完成。典型部署如
图5-5所示。

HUAWEI USG6000V 系列
产品描述 5 产品功能

文档版本 01 (2017-11-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图 5-5 NAS-Initialized 方式的 L2TP

VPN Client NAS
(LAC)

LNS Headquarters
L2TP Tunnel

PSTN/ISDN

l Client-Initialized
通信过程直接由LAC客户端（指可在本地支持L2TP协议的PC）发起。此时LAC客
户端可直接向LNS发起隧道连接请求，无需再经过一个单独的LAC设备。LAC客
户端地址的分配由LNS来完成。典型部署如图5-6所示。

图 5-6 Client-Initialized 方式的 L2TP

VPN Client
（LAC）

LNS Headquarters
L2TP Tunnel

l LAC自主拨号

用户通过配置命令触发建立LAC与LNS之间的永久性L2TP会话。LAC使用存储在
本地的用户名通过VT接口和LNS建立一个永久存在的L2TP隧道，此时的L2TP隧
道就想当于一个物理连接，出接口是VT接口。用户与LAC之间的连接就不受限于
PPP连接，而只要是一个IP连接即可，这样LAC能够将用户的IP报文转发到LNS。
典型部署如图5-7所示。

图 5-7 LAC 自主拨号方式的 L2TP

User LAC LNS Headquarters
L2TP Tunnel

Ethernet

IPSec
IPSec协议族是IETF制定的一系列协议，它为IP报文提供了高质量的、可互操作的、基
于密码学的安全保护机制。特定的通信双方在IP层通过加密与数据源验证等方式，保
证报文在网络中传输时的私有性、完整性、真实性和防重放。

USG6000V可以通过硬件加密提供IPSec安全机制，为通信双方提供访问控制、完整
性、数据来源认证、防重放、加密以及对数据流分类加密等服务。通过AH
（Authentication Header）和ESP（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这两个安全协议来实
现对IP数据报或上层协议的保护，支持传输和隧道两种封装模式。

USG6000V还支持使用IKEv2协议进行IPSec隧道协商。IKEv2协议保留了IKE的基本功
能，并针对IKE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修订。同时兼顾简洁性、高效性、安全性和
健壮性的需要，整合了IKE的相关文档，由RFC 4306单个文档替代。通过核心功能和
默认密码算法的 小化规定，新协议极大地提高了不同IPSec VPN系统的互操作性。

USG6000V不仅可以通过IPSec为用户提供高可靠的安全传输通道，还支持IPSec结合
L2TP和GRE构建L2TP over IPSec VPN和GRE over IPSec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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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USG6000V支持使用通用路由封装GRE（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协议对某些网
络层协议的数据报进行封装，使这些被封装的报文能够在另一网络层协议中传输。

GRE可以作为VPN的第三层隧道协议，在协议层之间采用了Tunnel技术。Tunnel是一个
虚拟的点对点的连接，在实际中可以看成仅支持点对点连接的虚拟接口，这个接口提
供了一条通路使封装的数据报能够在这个通路上传输，并且在一个Tunnel的两端分别
对数据报进行封装及解封装。

USG6000V支持使用通用路由封装GRE协议对某些网络层协议的数据报进行封装，使这
些被封装的报文能够在另一网络层协议中传输。

SSL VPN
l 虚拟网关

在USG6000V中，SSL VPN功能模块建立的通道称为虚拟网关。USG6000V通过虚
拟网关为用户提供SSL VPN服务。USG6000V作为一个物理实体，可以通过虚拟网
关技术虚拟为多个逻辑上独立的网关，各虚拟网关的配置和提供的服务互相独
立，以提供给多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的多个部门使用。

比如，某个大型企业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有各自的员工，部门间能够访问的资
源和服务也各不相同，每个部门有自己的访问控制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
每个部门分配一个虚拟网关，每个虚拟网关都是独立可管理的，可以配置各自的
用户、资源和策略规则，形成独立的访问体系。而每个部门的感觉就像各自在使
用一个独立的网关一样高效、安全。

虚拟网关按照IP地址和域名的分配情况分为独占型和共享型。独占型虚拟网关独
占一个或多个IP地址和域名；多个共享型虚拟网关共享同一个IP地址，具有相同
的父域名，通过子域名来区分各虚拟网关。

l Web代理

Web代理提供外部客户端和内部局域网Web服务器通信中转功能，避免局域网Web
服务器直接暴露给外网攻击者，为局域网Web服务器提供理想的安全保护。

Web代理是指通过USG6000V可以安全的访问内网Web资源，包括Webmail和Web服
务器，它将来自远端浏览器的页面请求（采用HTTPS协议）转发给内网Web服务
器，然后将服务器的响应回传给终端用户。

用户只要在USG6000V的虚拟网关客户端Web页面上安装控件后即可访问Web资
源。

l 网络扩展

网络扩展功能通过建立SSL（Secure Socket Layer）隧道，实现了对所有基于IP的
内网业务的全面访问。用户远程访问内网资源就像访问本地局域网一样方便，适
用于各种复杂的业务功能。

网络扩展提供了两种使用方式，用户可以通过登录USG6000V客户端页面，安装
ActiveX控件启用网络扩展服务，或者下载安装独立的网络扩展客户端软件。

网络扩展支持三种访问模式：

– 全路由模式

用户只与USG6000V建立网络连接，只能对企业内网进行访问。

– 分离模式

用户不仅能够经过USG6000V安全远程访问企业内网，同时也可以访问本地子
网。

– 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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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仅能访问企业内网的特定资源、本地子网，还能访问Internet的各种资
源。

BGP MPLS IP VPN
BGP/MPLS IP VPN是服务提供商VPN解决方案PPVPN（Provider Provisioned VPN）中
一种基于PE的L3VPN技术。它使用BGP在服务提供商骨干网上发布VPN路由，使用
MPLS在服务提供商骨干网上转发VPN报文。

BGP/MPLS IP VPN组网方式灵活、可扩展性好，并能够方便地支持MPLS QoS，因此
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5.10 稳定的高可靠性机制
网络对于企业商业成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网络是否可以正常运转已经对企业收益
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是对于依赖网络开展服务的网络资讯、网游、电子商务等企
业。因此能否保证网络设备的稳定性和高可靠性至关重要。

华为凭借多年电信级产品的设计生产经验，为USG6000V提供了电信级的高可靠性机
制，从软件、链路三个层面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如图5-8所示。

图 5-8 高可靠性机制

FW
双机热备

软件可靠性

链路
可靠性

链路
可靠性

软件可靠性

软件可靠性是指在通过良好的软件设计及时侦测业务故障，并采取相应的自动调整措
施，避免各种网络异常对设备运行造成影响，甚至可以在硬件发生故障保证业务正常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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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软件可靠性技术

技术 简介

双机热备 可以通过将两台完全相同的USG6000V进行双机热备组网来保证一
台设备发生故障时，业务流量可以平滑切换到另一台设备上。双机
热备技术除了通过双设备的硬件备份来保证网络的联通，同时还支
持一系列软件可靠性技术，例如VRRP、VGMP、HRP等协议。

通过双机热备可以将两台物理设备虚拟为一台逻辑设备，在完全不
影响上下游其他网络设备配置的前提下，自动实现两台设备的故障
侦测、业务切换和配置备份，保证在主用设备和备用设备进行业务
切换时，业务流量不中断。

负载均衡 当一台服务器无法处理多个用户的访问时，可使用多台服务器分担
网络流量。此时可以将USG6000V部署在服务器所在网络的出口，
用户只需访问一个IP地址，USG6000V按照配置的算法，将访问流
量分配到不同的服务器上。这样不但可以分别利用各个服务器的处
理能力，达到流量分担的目的，而且保障了服务器的可用性，得到
佳的网络扩展性。USG6000V同时支持对服务器的健康性检查功

能。

 

链路可靠性

链路可靠性是指当设备之外的网络链路发生故障时，设备可以及时感知并作出相应的
转发或路由的调整，并将业务流量发送至健康的链路或网络中，以此来保证当网络本
身故障时，业务流量可以及时切换到备份链路上继续运行。

表 5-9 链路可靠性技术

技术 简介

IP-Link IP-Link是指设备可以对网络中任一IP地址的可达性进行实时的侦
测，当该IP地址由可达变为不可达时，可以认为通往该IP地址的链
路发生故障，以此通知设备调整路由或主备状态，将业务流量切换
至健康的备份链路中。

BFD 双向转发检测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是一种轻
负荷的快速故障检测机制，能实现毫秒级别的链路缺陷检测。由于
其实现了双向检测，且检测报文体积小，只需占用少量网络资源就
可以实现快速循环发送，所以故障感应更加灵敏。

Link-group Link-group的功能是将多个物理接口的状态相互绑定，组成一个逻
辑组。如果组内任意接口因故障而状态变为Down，系统将组内其
它接口状态也设置为Down。当组内所有接口恢复正常后，整个组
内的接口状态才重新被设置为Up。这样可以保证多链路的状态统
一切换，使得业务流量及时转发至健康链路中。

 

5.11 易用的虚拟系统
虚拟系统是将一台物理设备从逻辑上划分为多台独立的虚拟设备的功能。每台虚拟设
备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管理员、路由表和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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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系统目前主要用于以下三个场景：

l 设备租赁

目前有部分小型企业，其资金不足以支持购买一台网络安全设备以及相应的
License和售后服务，但是其业务开展又急需网络安全设备的保护。这时，网络服
务提供商或者专门的设备租赁商可以购买一台网络安全设备，再通过虚拟系统技
术将这台物理设备划分为多台独立的虚拟设备，分别向不同的企业网络提供安全
功能。多个企业共享硬件资源，但是实际流量又被完全隔离。这样即节约了设备
购置和维护的费用，又保证了各个企业的网络安全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和设
备租赁商来说，此项服务也可以作为利润的来源。

l 大中型企业的网络隔离

通常大中型企业的网络都具有大量的网络设备，和严密的网段、权限划分，以对
公司的核心资产进行保护。虽然传统防火墙可以通过安全区域对网络进行隔离，
但是在组网和需求复杂的情况下，通过接口划分的安全区域可能并不能满足需
求，或者导致策略配置异常复杂，容易出错。同时由于网络管理员权限相同，不
同网络的多个管理员操作同一台设备，更加容易造成配置的冲突。通过虚拟系统
技术，可以在实现网络隔离的基础上，使得业务管理更加清晰和简便。

例如：某大型企业将公司网络分为研发区、生产区和市场营销区。网络流量主要
集中在每个区内的网络设备之间。不同区之间出于安全考虑，只有少量通信需
求。由于每个区都包含了多个网段，以及通过同一个公网接口进行VPN接入的网
络或用户，如果仅仅通过接口划分安全区域来进行网络隔离，则不仅配置复杂，
而且不能对区内的流量进行精细化地控制。此时，将不同的区的网络划分到不同
的虚拟系统中，从逻辑上看每个区都拥有一台独立的防火墙设备。可以为每一台
虚拟设备分配不同的管理员，每个网络管理员负责不同区内的功能配置。这样就
在不影响正常业务开展的基础上，简化了设备配置，提高了设备管理的效率。

l 云计算

新兴的云计算技术，其核心理念是将网络资源和计算能力存放于网络云端。网络
用户只需通过网络终端接入公有网络，就可以访问相应的网络资源，使用相应的
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用户之间的流量隔离、安全防护和资源分配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通过虚拟系统技术，就可以让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和数据中心出口的
USG6000V具备云计算网关的能力，对用户流量进行隔离的同时提供强大的安全防
护能力。

图 5-9 虚拟系统典型应用图

FW

虚拟服务器C 云终端C

虚拟系统A

虚拟系统B

虚拟系统C

企业A网络

企业B网络 企业B网络

企业A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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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每个虚拟系统的业务都能够做到正确转发、独立管理、相互隔离，USG6000V
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虚拟化：

l 路由虚拟化：每个虚拟系统都拥有各自的路由表及会话表，相互独立隔离。

l 安全功能虚拟化：每个虚拟系统都可以配置独立的安全策略及其他安全功能，只
有属于该虚拟系统的报文才会受到这些配置的影响。

l 配置虚拟化：每个虚拟系统都拥有独立的虚拟系统管理员和配置界面，每个虚拟
系统管理员只能管理自己所属的虚拟系统。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虚拟化，使得USG6000V的虚拟系统非常易于使用。当创建虚拟系
统之后，每个虚拟系统的管理员和用户都像在使用一台独享的防火墙设备。

5.12 可视化的设备管理与维护
USG6000V对Web界面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和改进。管理员通过Web界面可以轻松进行设
备的初始部署、配置、维护、故障诊断、状态监控、更新升级等一系列操作。

表 5-10 Web 界面板块简介

板块 简介

面板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对设备运行状态一览无余。查看当前设备
系统信息、连接状态、运行负荷、流量统计数据以及 新的日志信
息和威胁事件。管理员还可以点击快速链接，进行各种 常用的配
置修改。

监控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查看整理设备的全部日志信息，并生成各
种美观的报表以进行网络现状和设备运行状况的统计分析。同时管
理员还可以监控系统运行的重要表项，对系统运行进行及时调整。
在发生故障时，还可以通过故障诊断向导定位问题原因，解决相应
的网络或配置问题，及时恢复设备的正常运行。关于日志和报表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5.13 丰富的日志与报表。

策略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配置强大的安全与流量管理功能，实现对
流量的网络层、应用层等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以及流量带宽占用的
集中管理。

对象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创建一系列简化配置的引用对象，例如内
容安全文件、IP地址、服务、应用、时间段等。这些对象可以被安
全策略重复引用，简化了各项功能的配置。

网络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对设备的基础网络进行配置和维护。例如
配置DHCP、路由协议、安全区域、VPN等等一系列保证网络正常
通信的功能。

系统 通过此板块，管理员可以对系统基础参数进行配置和维护。例如配
置系统时间、管理员、License以及软件版本和特征库的升级。

 

除了通过Web界面，USG6000V还支持通过SNMP协议和北向API接口，接受网管和控
制器的统一配置，简化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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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丰富的日志与报表
日志和报表是设备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通过日志和报表，网络管理员才
可以对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和回溯。

从日志和报表所提供的信息中，管理员可以找到报文被丢弃的原因、进行故障的定位
和原因的排查、发现网络中曾经发生过的安全事件、分析网络流量的带宽使用等一系
列设备维护管理的重要功能。根据这些信息，管理员才可能及时了解到网络现状，并
因此对设备配置进行调整。

USG6000V所提供的丰富的日志与报表以直观的形式向管理员展现了网络的许多重要信
息，包括：

表 5-11 日志类型

日志 简介

流量日志 可以以用户和应用等维度查看网络中的流量整体情况，了解当前网
络的带宽占用以及安全策略的生效情况。

威胁日志 可以查看AV、入侵、DDoS、僵尸、木马、蠕虫等网络威胁的检测
和防御情况的记录，了解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威胁事件，以及时
做出策略调整或主动防御。

URL日志 可以查看URL过滤功能记录的内网用户访问URL时所产生的允许、
告警或阻断情况，了解内网用户的URL访问的使用情况以及被允
许、告警或阻断的原因。

内容日志 可以查看文件过滤、内容过滤、应用行为控制等功能记录的内网用
户传输文件、收发邮件、访问网站时所产生的告警和阻断，了解内
网用户进行这些有安全风险的行为的情况以及被告警或阻断的原
因。

操作日志 可以查看所有管理员的登录注销、配置设备等操作的记录，了解设
备管理的历史，增强设备安全性。

系统日志 可以查看系统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行日志以及硬件环境的相关日
志记录，了解设备是否一直正常运行，在发生问题时可以用于故障
的定位。

策略命中日志 可以查看各种策略被流量命中的情况，可以用于确定策略配置是否
正确，达到理想效果以及在发生问题时用于故障的定位。

邮件过滤日志 可以查看用户收发邮件的协议类型，邮件中包含的附件个数和大
小，合法正常的邮件被阻断的原因，进而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审计日志 可以查看审计功能记录的用户的特定网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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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报表类型

报表 简介

流量报表 将流量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各个维度形成的直观的
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了解当前网络的流量状态，从而
制定相关的流量管理措施。

威胁报表 将威胁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各个维度形成的直观的
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发现 常发生的威胁行为、经常
进行非法网络活动的攻击者以及经常遭受攻击的受害者等分析数
据，从而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URL报表 将URL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各个维度形成的直观的
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找出内网用户经常访问的URL地
址或站点，和经常产生非法URL访问行为的用户，从而制定相应的
URL过滤策略。

策略命中报表 将策略命中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各个维度形成的直
观的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发现策略配置的问题，以及
已配策略的有效性，从而进行各种策略配置的调整优化。

文件过滤报表 将内容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文件类型维度形成的直
观的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了解用户经常传输的文件，
分析文件过滤的配置是否正确及达到理想效果，从而对配置进行调
整优化。

内容过滤报表 将内容日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输出根据关键字组统计维度形成
的直观的报表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员了解用户在文件和应用
中经常使用的关键字，分析内容过滤的配置是否正确及达到理想效
果，从而对配置进行调整优化。

 

5.14 严格的设备安全保障

本节介绍数据系统安全性和操作维护安全性。

数据系统安全性

系统采取以下措施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l 备份恢复策略

将系统某个时间点的数据（系统软件、配置文件、日志文件、数据库数据）保存
到其他介质中，当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时，可导入备份数据到系统中，将系统恢复
到正常运行状态。

l 灾备还原配置

通过事先指定一份配置文件作为灾备配置文件，并指定灾备配置文件作为下次启
动的配置文件，则在配置文件不可恢复时，可以有效实现 初业务正常使用的目
的。

操作维护安全性

FW从设备管理、应用、日志等多个层面提供安全机制，构建操作维护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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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管理员权限控制

FW实行管理员分权管理机制，不同的管理员拥有不同的权限。管理员登录系统必
须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只能进行其权限内的操作。

l 访问通道控制

为了提高FW的安全性、防止业务流量和管理流量相互影响、降低FW脱离管理的
风险，FW采用了以下隔离机制：

提供独立的管理口（带外管理口或者支持管理面隔离机制的带内管理口），使业
务和管理通道分离。

当用户通过业务通道管理设备时，并使用管理协议（例如Telnet，SSH和HTTPS）
登录设备时，可以通过在业务口启用访问管理或设置安全策略，禁止用户对设备
进行管理操作，从而实现安全隔离机制。FW与第三方网管系统之间使用安全协议
进行数据通信，支持启用安全协议的服务，如HTTPS；支持关闭不安全协议的相
关服务，如HTTP、Telnet。同时，系统采取管理流量优先的处理机制，通过业务
通道上送的报文也会按管理、业务加入不同的物理队列，通过分类流控CAR，保
障管理报文优先得到处理。

系统分配独立的物理资源（例如CPU、内存）处理管理流量。

l 安全日志功能

系统对于重要操作，包括登录、退出等都提供了安全日志功能，可以供后续系统
安全审计使用。

l 用户敏感信息保护机制

提供密码和身份认证，采用高强度的数据加密算法对敏感的用户信息数据进行加
密保存。系统为每个用户分配一个密码，在为用户提供各种服务时，系统对用户
密码进行校验，以保护用户信息的安全性。管理员登录设备时，系统要求修改缺
省的密码，以加强安全管理。

设备可以配置专门的审计管理员用以查看用户的HTTP行为、FTP行为和收发邮件
行为相关的敏感日志，避免用户数据泄露。

l 防暴力破解机制

为防止一些未授权用户试图通过猜测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使用反复尝试的手
段非法登录设备。FW提供了登录失败次数检测功能，当用户的登录失败次数超过
限定值时，系统会将该用户的IP地址加入到黑名单，不允许该用户在锁定期间内
再次访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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