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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USG6000V 虚拟综合业务网关 

技术白皮书 

关键词：NFV、SDN、NGFW、华为 USG6000V、网络安全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华为NFV虚拟防火墙的技术特点、工作原理等，并提供了NFV虚拟防火墙选择

过程的一些需要关注的技术问题。 

名称缩写 完整拼写 中文解释 

NGFW Next Generation Firewall 下一代防火墙 

vNGFW Virtual Next Generation Firewall 虚拟化下一代防火墙 

VM 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 

SDN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软件定义网络 

NFV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O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Orchestration 

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 

NFVI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Infrastructure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M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Management 

NFV 管理 

vESA Virtual Elast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虚拟弹性安全架构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私有网 

AAA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ccounting 验证，授权，计费 

ASPF Application Specific Packet Filter 基于应用层规范的包过滤 

DoS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一种常见的网络攻击手段 

L2TP Layer 2 tunnel protocol 二层隧道协议 

IPSEC IP Security IP 安全 

IKE Internet Key Exchange Internet 密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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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网络虚拟化的变化及 NFV 虚拟防火墙的产生 

近些年来，互联网业务、信息和网络流量的高速增长，引爆了云计算的发展，给人们带

来了更方便快捷、便宜多样的业务，同时也对 IT 的计算、存储和网络基础设施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SDN 和网络设备 NFV 需求和技术应运而生。 

SDN 即软件定义网络，重在实现了控制与转发的分离。在过去，网络流表都是通过路由

学习等方式相互转发，缺乏统一策略，而 SDN 通过中心控制器（Controller）将流表统

一下发给各设备，各设备再根据其制定的规则来执行，由此带来了集中配置更灵活，接

口开放可编程，以及更适应业务的灵活迁移等多种优势。 

NFV 即网络功能虚拟化，是由运营商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网络搭建方

式。NFV 将原本各专有封闭设备中的网络功能释放出来，并通过搭建开放的网络平台统

一承载。 

因此，SDN 通过管理控制和数据面的分离和分布式化，NFV 通过网络功能的软件化、

虚拟化，这两者的结合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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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是华为公司全新推出的 NFV 虚拟防火墙系列，可以与华为

FusionSphere 云平台、AgileController 控制器、EMS/NMS，以及开源的 OpenStack 平台

共同构成开放的 SDN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在公有云 DC 或企业 DC 中为客户提供路由转

发、NAT、IPSec/GRE VPN、安全策略、用户接入、带宽管理等基本路由业务，以及攻

击防范、状态防火墙、应用识别与管控、IPS 入侵防护、Anti Virus 防病毒、服务器负载

均衡等安全和增值业务，符合下一代防火墙的特征，因此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属

于 vNGFW，即虚拟化下一代防火墙产品。 

1.2 vNGFW 的定义 

根据 Gartner 对“下一代防火墙”的定义，NGFW 至少具有以下属性： 

 支持在线 BITW（线缆中的块）配置，同时不会干扰网络运行。 · 

 可作为网络流量检测与网络安全策略执行的平台，并具有下列最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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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第一代防火墙功能：具有数据包过滤、网络地址转换（NAT）、协议状

态检查以及 VPN 功能等。  

 集成式而非仅仅共处同一位置的网络入侵防御：支持基于漏洞的签名与基于威

胁的签名。IPS 与防火墙间的协作所获得的性能要远高于部件的叠加，如：提

供推荐防火墙规则，以阻止持续某一载入 IPS 及有害流量的地址。这就证明，

在下一代防火墙中，互相关联作用的是防火墙而非由操作人员在控制台制定与

执行各种解决方案。高质量的集成式 IPS 引擎与签名也是下一代防火墙的主要

特性。所谓集成可将诸多特性集合在一起，如：根据针对注入恶意软件网站的

IPS 检测向防火墙提供推荐阻止的地址。  

 业务识别与全栈可视性：采用非端口与协议 vs 仅端口、协议与服务的方式，

识别应用程序并在应用层执行网络安全策略。范例中包括允许使用 Skype 但禁

用 Skype 内部共享或一直阻止 GoToMyPC。 

 超级智能的防火墙: 可收集防火墙外的各类信息，用于改进阻止决策，或作为

优化阻止规则的基础。范例中还包括利用目录集成来强化根据用户身份实施的

阻止或根据地址编制黑名单与白名单。” 

 

华为公司在 NGFW 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在 vNGFW 在 SDN、NFV 应用场景下关键特

征的定义： 

 防火墙功能与专有硬件平台解耦：防火墙功能不再依赖于专有的硬件平台（如 NP、

MIPS 等网络处理平台），而是将功能虚拟化，可以灵活部署到通用服务器平台，

或者常用的虚拟机平台之上（如 VMWare 等 Hypervisor 的 VM 环境）； 

 可以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管理：当防火墙功能虚拟化，特别是在防火墙可以独

立运行在 VM 之上后，防火墙功能的部署不再按照专有硬件的方式来进行，当通用

服务器已经完成基本连线组网的情况下，防火墙功能的加载、销毁、扩容、升级、

故障处理等，完全实现自动化的管理； 

 北向被集成能力：结合 SDN 软件定义网络的思想，防火墙业务功能也需要纳入 SDN

的统一控制中，因此，防火墙需要提供丰富的业务北向被集成能力，实现 SDN 控

制器对防火墙的业务编排、动态按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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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G6000V 的架构全貌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架构采用华为公司的 vESA (Virtual Elast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虚拟弹性安全架构架构，可以灵活地部署在各种虚拟机环境，提供丰富的

北向被管理能力，能被各种 Controller 所集成，并可以与传统硬件交换机等形成混合组

网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各种需求。 

vSwitch vSwitch vSwitch

Linux/KVM Xen VMWare

vSwitch

FusionSpher

e

Switch

x86Hardware

OS

HostO

S
Fabric

OS

Hardware

Support Layer

GuestO

S

Cloud Aware Middleware

Data Path Plane

Conf Routing
Virtual Resource 

Management

Security PolicySecurity Policy Security Policy

Northbound API 

Service

SDN Controller

vNGFW

 

如上图所示，vESA 虚拟弹性安全架构的特点： 

 多虚拟机平台支持：vESA 可以兼容主流的虚拟机平台，包括 Linux/KVM、Xen、

VMware 以及华为公司的 FusionSphere 云计算平台； 

 兼容硬件交换机的大二层处理：vESA 架构不仅可以完成在 VM 的部署，也可以完

成在多个 VM 的部署，另外还可以与非 NFV 化的专有硬件交换机等设备完成混合

组网部署； 

 高性能的数据处理引擎：vESA 架构针对各虚拟机平台均实现了数据加速处理，结

合 SR-IOV 和 DPDK，能够提供高性能的数据转发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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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北向接口：vESA 架构将北向被集成作为一个关键能力，可以北向同时提供

NETCONF 和 RESTCONF 两套 API 接口，既可以被华为 DCN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Agile Controller 集成，也可以直接由第三方控制器如 OpenStack 所集成，形成丰富

的解决方案被集成能力； 

 灵活的生命周期管理：vESA 架构的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多种软件发放

方式，包括 vmdk、iso、qcow2、ovf、bin 等多种格式，可以结合 VNFM 等 VM 管

理软件，完成 NFV 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灵活的 license 授权发放方式：vESA 架构除提供传统的单机授权方式的 license 外，

还针对云计算数据中心多租户场景下灵活部署的需要，提供数据中心内 license 

server 的集中授权方式，在此场景下，VNFM 等管理软件可以方便灵活的加载

license，完成部署。 

3 NFV 防火墙的技术原则 

3.1 NFV 防火墙的可靠性设计 

NFV 防火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网络设备，而且其位置一般都是作为网络的出口。防火墙

的位置和功能决定了防火墙设备应该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保证 NFV 防火墙的高可靠性主要依靠如下几点技术来保证： 

 双机备份技术 

由于防火墙设备位置的特殊性为了提供更可靠的运行保证，一般防火墙都应该提供

双机备份技术。NFV 防火墙的双机备份可以采用在两台独立的物理服务器各自部署

一个 VM 虚拟机的 NFV 防火墙形成主备来完成。完善的双机备份环境可以有两种

工作模式：第一种是，两台设备中只有一台防火墙在工作，当发生意外故障的时候

另外一台防火墙接替工作。第二种是，两台设备都在工作，当一台发生意外故障的

时候，另外一台自动接替所有的工作。 

 链路备份技术 

链路备份是为了防止因为链路故障而导致服务的终止，实现链路备份的具体技术可

能有多样。一般最终实现的具体形式是：提供两条链路同时提供服务，当链路都正

常的时候可以选择两条链路一起工作起到负载均衡的作用，当某条链路坏的时候，

流量全部自动切换到另外一条链路上。实现链路备份，应该要求防火墙能提供各种

路由协议、各种路由管理功能。基于路由提供的链路备份技术可以非常好的使用在

各种场合，通过多条链路的互相备份提供更可靠的服务。 

 热备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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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备份指的是在发生故障产生设备切换或者是链路切换的时候完全不影响业务，这

样的备份机制一般称为“热备份”。而如果因为故障等产生的备份行为发生的时候

业务会中断，这样的备份机制应该称为“冷备份”或者“温备份”。在大部分介绍

资料里面，热备份、温备份、冷备份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许多厂商都是使用

“热备份”概念来宣传的，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大部分备份机制并不是严格的热备

份。从热备份的机制上可以知道，如果动态信息越多则热备份的实现机制越复杂，

防火墙设备需要维护大量的规则信息、连接信息等，针对防火墙设备的热备份机制

都会比较复杂，因此在考察防火墙的备份技术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分热备份和冷备

份。 

 NFV 热迁移技术 

在云计算数据中心场景弹性扩容、异地容灾等情况下，需要对应的 NFV 防火墙做

热迁移，即在迁移的过程中用户流量、业务不中断。这就要求 NFV 防火墙能够跟

SDN 控制器做联动，在 SDN 控制器实施迁移动作时，通知 NFV 防火墙完成热数据

的备份，将 NFV 防火墙迁移。 

防火墙设备的可靠性设计反映出了防火墙在设计方面的一种综合考虑，必须明确的是防

火墙设备是一台重要的网络设备，其可靠性要求设计要求比较高，在选择防火墙设备的

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其可靠性方面的设计。 

3.2 防火墙的性能模型 

防火墙的性能对于衡量一个防火墙设备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应该通过哪些指标来具

体的衡量防火墙的性能呢？本小节主要讨论一下，衡量防火墙的性能的时候应该注意哪

些方面。 

业界现在衡量防火墙的性能的时候，主要使用“吞吐量”这个指标。吞吐量主要是指防

火墙在大包的情况下，尽量转发能通过防火墙的总的流量，一般使用 BPS（比特每秒）

为单位来衡量的，使用吞吐量作为衡量防火墙的性能指标非常片面，不能反映出防火墙

的实际工作能力。 

除了吞吐量之外，在衡量防火墙性能的时候一定还要考察下面几个指标： 

 小包转发能力 

防火墙的吞吐量在业界一般都是使用 1K～1.5K 的大包衡量防火墙对报文的处理能

力的。因网络流量大部分是 200 字节报文，因此需要考察防火墙小包转发下性能，

防火墙的小包转发性能真实的反映了防火墙在实际环境下工作的转发性能指标。 

 规则数目对转发效率的影响 

防火墙一般都是工作在大量的规则下，规则、业务的实施对转发性能有必然的影响，

因此需要考察防火墙在大量规则下的转发效率，避免业务对防火墙性能影响太大，

导致防火墙在实际环境下无法工作。 

 每秒建立连接速度 

指的是每秒钟可以通过防火墙建立起来的完整 TCP 连接。由于防火墙的连接是动

态产生的是根据当前通信状态而动态建立的一个信息表。每个会话在数据交换之

前，在防火墙上都必须建立连接。如果防火墙建立连接速率较慢，在客户端反映是

每次通信有较大延迟。因此支持的指标越大，转发速率越高。在受到攻击时，这个

指标越大，抗攻击能力越强。这个指标越大，状态备份能力越强。 每秒新建连接

速度是衡量防火墙功能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偏低的时候防火墙无法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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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环境中体现优异的性能，尤其是遭受 DOS 攻击的时候，如果该指标偏低防

火墙会停止工作。 

 并发连接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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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 

延时测试是指在不丢包的前提下转发数据包所需要的时间，延时越小越好。延时在

一些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非常重要，例如语音、视频等业务。如果通过防火墙的

延时太大，会造成声音失真、重要业务中断等情况发生，因此保持很小的延时是防

火墙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以上是衡量防火墙性能的一些基本数据，在实际选择防火墙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具体的组

网要求衡量一些其他的指标。由于防火墙本身是一个“处理复杂业务”的通信设备，涉

及的性能指标比传统数据通信设备的多，在实际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防火墙

的性能指标同时反映了一台防火墙的综合指标，是选择防火墙设备的一个重要依据。 

3.3 网络隔离 

防火墙的本质功能就是隔离网络，通过防火墙可以把普通区域、重点区域等各种逻辑网

络进行隔离，避免了不安全因素的扩散。在防火墙技术体系中，灵活的网络隔离特性是

防火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只有合理的划分了网络区域，安全策略也可以更有效的实

施。防火墙是否具有合理的网络隔离，可以根据以下一些情况考察： 

整个防火墙的网络隔离体系是否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使得防火墙可以适应不同的场

合。例如，防火墙至少应该具有单独的 DMZ 区域。 

网络区域应该可以和各种物理接口配合工作，并且不依赖于物理接口提供网络隔离的划

分。如果依靠物理接口进行网络隔离，很明显不能满足各种方案的灵活实施，网络隔离

是一个逻辑上面的概念，必须可以灵活设定才能更好的满足业务的实施。 

网络隔离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了针对隧道、VPN、VLAN 接口等各种虚拟接口的实施。

现在网络业务灵活多变，VPN、VLAN 隔离是各种网络经常实施的一些业务，区域隔离

必须考虑各种虚拟接口的实施以及和各种 VPN、VLAN 等业务的配合实施。 

在整个体系当中，是否考虑防火墙本身的安全问题。防火墙是一个网络隔离的控制点，

因此防火墙本身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防火墙本身得不到保证，整个

网络的安全性就无法保证。如何保证被防火墙分隔的网络中对防火墙本身的访问也必须

是网络隔离中考虑的一个问题。 

3.4 访问控制 

防火墙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访问控制，在防火墙中主要涉及访问控制列表。通过报文

的特征定义一系列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特征可以控制通过防火墙报文。访问控制特性

是防火墙最重要的特性。由于在一些复杂场合，防火墙需要设定大量的规则，因此针对

大量规则的性能指标也是衡量防火墙性能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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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流的状态检测技术 

在访问控制中应用的较多的是基于 ACL 的 IP 包过滤技术，这种技术简单可靠，但缺乏

一定的灵活性。对于类似于应用 FTP 协议进行通信的多通道协议来说，配置防火墙则是

困难的。FTP 包含一个预知端口的 TCP 控制通道和一个动态协商的 TCP 数据通道，对

于一般的防火墙来说，配置安全策略时无法预知数据通道的端口号，因此无法确定数据

通道的入口。基于状态检测的技术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通过对数据包的状态进行检测，

可以动态的发现应该打开的端口，这样可以保证在通信的过程中动态的决定哪些数据包

可以通过防火墙。 

基于流的状态检测技术可以提供更高的转发性能，因为基于 ACL 的包过滤技术是逐包

检测的，这样当规则非常多的时候包过滤防火墙的性能会变得比较低下，而基于流的状

态防火墙可以根据流的信息决定数据包是否可以通过防火墙，这样就可以利用流的状态

信息决定对数据包的处理结果加快了转发性能。 

现在主流的防火墙产品基本上都采用了状态防火墙技术，因此在选择防火墙的时候应该

优先考虑状态防火墙。 

3.6 基于用户的管控能力 

NGFW 下一代防火墙，不仅能够根据 IP 地址进行安全策略控制。需要能够根据用户身

份进行安全策略控制。 

防火墙应该能够监控用户的上下线动作，并根据用户/用户组进行用户权限的控制、带宽

分配等。 

3.7 基于应用的管控能力 

NGFW 下一代防火墙，不仅能够根据端口进行策略控制。需要能够根据协议内容进行深

度应用识别，并根据识别的结果进行基于应用的管控。 

防火墙必须能够不断升级模式文件（用于识别应用软件），防止员工通过更新应用软件

的版本或者使用新的应用软件来绕过防火墙的监控。 

3.8 应用层的威胁防护 

NGFW 下一代防火墙，不仅能够解决传统网络层的攻击问题。并且需要能够防护基于应

用层的威胁。下一代防火墙，集成应用的识别、解码能力，能够检测网络蠕虫、僵尸网

络、病毒文件以及其他基于应用的攻击，并且能够检测应用中传输的内容，进行应用层

内容过滤，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和非法信息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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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业务支撑能力 

防火墙一般都是部署在一个网络业务的控制点，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手段就

是在“开放”和“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防火墙本身的技术特点有时候会引

起当引入防火墙设备到网络的时候导致某些业务受到影响。为了满足网络的业务扩展能

力的提高，在部署防火墙的时候需要考察防火墙的业务支撑能力。 

 基于流的状态检测特性是否考虑了对丰富业务的支持，随着网络带宽资源的丰富，

各种基于宽带应用的业务日益丰富，在使用基于流的状态检测技术的同时一定得保

证该技术对各种业务的支持能力。 

 具有对多媒体业务的支持能力，在宽带业务中多媒体业务占很大的比例，例如基于

H.323、SIP、RTSP 的语音视频业务，因此防火墙应该全面支持 H.323、SIP、RTSP

等多媒体业务。 

 防火墙必须支持强大的地址转换功能。由于现在 IPV4 的公有地址十分短缺，因此

地址转换已经是提供业务的必须手段，由于防火墙的特殊位置，在防火墙上提供地

址转换是最常用的业务之一。同时使用地址转换技术可以有效的屏蔽内部网络，也

是一个保证网络安全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 

3.10 地址转换能力 

随着 Internet 的发展，IP 地址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 IPV6 使

用之前，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技术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

技术手段。 

地址转换主要是因为 Internet 地址短缺问题而提出的，利用地址转换可以使内部网络的

用户访问外部网络（Internet），利用地址转换可以给内部网络提供一种“隐私”保护，

同时也可以按照用户的需要提供给外部网络一定的服务，如：WWW、FTP、TELNET、

SMTP、POP3 等。地址转换技术实现的功能是上述的两个方面，一般称为“正向的地址

转换”和“反向的地址转换”。在正向的地址转换中，具有只转换地址（NAT）和同时

转换地址和端口（PAT）两种形式。 

现在地址短缺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非常严重，由于防火墙的位置和技术特点，在防火墙上

提供地址转换技术是非常合适的，因此在防火墙设备上提供完善的 NAT 服务是防火墙

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特性。 

3.11 攻击防范能力 

攻击防范的能力是防火墙的一个核心功能，防火墙必须具有高效、可靠的攻击防范的能

力，防火墙需要具有如下基本功能防范能力： 

 防火墙必须具有针对 Dos（拒绝式服务攻击）的防范能力。 

 防火墙必须具有各种畸形报文进行防范的能力，可以智能的识别出攻击包。 

 防火墙必须可以抵御各种扫描等窥探攻击。 

 防火墙必须的防御手段必须健全和丰富，因为 Dos 攻击手段种类比较多，因此必须

具有丰富的防御手段，才可以保证真正的抵御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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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墙必须具有优秀的处理性能，因为 Dos 攻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流量突然

增大，如果防火墙本身不具有优秀的处理能力，则防火墙在处理 Dos 攻击的同时本

身就成为了网络的瓶颈，根本就不可能抵御 Dos 攻击。因为 Dos 攻击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使得网络瘫痪，网络上的关键设备点发生了阻塞，则 Dos 攻击的目的就达到

了。 

 防火墙必须具有准确的识别攻击能力。很多防火墙在处理 Dos 攻击的时候，仅仅能

保证防火墙后端的流量趋于网络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不能保证准确的识别攻击报

文。这样处理虽然可以保证网络流量的正常，可以保证服务器不会瘫痪，但是这样

处理还是会阻挡正常用户上网、访问等的报文，因此虽然网络层面是正常的，但是

真正的服务还是被拒绝了，因此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 Dos 攻击防御的目的。 

3.12 防火墙的组网适应能力 

由于网络部署的复杂性，要求防火墙本身应该具有优秀的组网适应能力，保证防火墙有

利于更灵活的组建业务网络。优秀的组网能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支持路由协议，大部分防火墙都不支持动态路由协议，一般都是使用静态路由协议。

但是在很多场合，支持动态路由协议可以有效的提高防火墙的组网适应能力。 

 防火墙应该支持透明模式。透明模式使得防火墙可以工作在二层方式下，当防火墙

加入到网络中的时候可以不影响网络现在的拓扑。 

 支持各种虚拟接口，比如 VLAN 子接口、隧道接口等。防火墙一般可以提供的物

理接口是有限的，为了可以使得防火墙可以适应更复杂的组网，防火墙设备应该支

持虚拟接口，通过虚拟接口使得防火墙可以提供更复杂的组网支持。 

3.13 VPN 业务 

防火墙由于处于企业网络的边缘，因此防火墙设备一般都可以提供 VPN 业务，通过防

火墙强大的控制能力，可以通过防火墙建立企业之间的 VPN 连接服务。 

在 VPN 阵营里面，最常用的 VPN 技术就是 IP VPN，包括 IPSEC/ L2TP/GRE VPN 等。

IP VPN 技术的作用是使远程分支和移动办公用户安全高效地接入到企业网，通常应用

于网络的边缘。 

通过防火墙一般可以提供如下一些 VPN 服务： 

 通过防火墙提供企业分支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的 VPN 服务，一般可以提供 IPSEC

加密隧道提供非常可靠安全的 VPN 服务； 

 通过防火墙为企业移动办公人员提供 VPN 接入服务，这要求防火墙支持二层的

VPN 协议，现在最通用的二层 VPN 协议是 L2TP，通过 L2TP 可以使得远程出差员

工通过帐户、密码安全的接入到企业内部，提供 VPN 服务； 

 防火墙需要提供高效的加密服务； 

 防火墙应该支持完备的 VPN 协议，例如 GRE、IPSEC、L2TP 等； 

 各种 VPN 协议应该严格按照 RFC 或者相关标准实施，保证可以和其他厂商的 VPN

设备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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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防火墙管理系统 

 防火墙应该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防火墙设备进行管理。 

 防火墙设备应该具有方便的升级手段，可以实现热补丁等在线升级功能。 

 防火墙应该支持图形化管理方式，方便防火墙的配置和策略管理等功能。 

 防火墙应该支持远程维护、监控的手段。 

 远程登陆应该支持安全可靠的方式，例如支持通过 SSH 进行远程登陆。 

3.15 防火墙的日志系统 

系统日志提供了一种事后审计的方式，防火墙设备针对各种操作记录、攻击信息等情况

应该可以提供详细的日志，并且可以提供日志查询、过滤等的手段，可以方便的进行日

志查找、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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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技术特点 

4.1 高可靠性设计 

华为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是华为公司基于 vESA虚拟弹性安全架构开发的电信级

的 NFV 防火墙，采用高可靠实时 OS 和软件系统(华为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操作系统

VRP)，在提供高安全、高可靠性的同时，很好地解决了高性能与业务处理复杂之间的矛

盾。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从健壮的软件体系、双机热备技术、链路备份技术、

热备份等方面采取了措施保证网络可靠性。 

健壮的软件体系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华为公司自行开发的 VRP 操作系统作为其运行的

核心组件，使得其天生就避免了各种通用操作系统的安全漏洞、病毒攻击等等各种软件

不可靠因素。 

VRP 操作系统是一个数据通信设备专用的平台，其软件构架设计就是为数据通信产品量

身定制，综合考虑了数据通信技术的发展。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但具有可

靠、安全的运行保证，同时针对安全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更良好的扩展空间，这就决定

了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新技术发展方面可以领先一步。 

双机备份技术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双机备份是采用两台独立的、型号一致的设备共同工

作，提供更可靠的工作环境。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双机备份可以工作在两种

模式下：第一种是，两台防火墙中只有一台防火墙在工作，当发生意外故障的时候另外

一台防火墙接替工作。第二种是，两台防火墙都在工作，且可以通过配置达到负载均衡

分担的工作状态，但当一台发生意外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自动接替所有的工作。 

热备份技术 

热备份指的是在发生故障产生设备切换或者是链路切换的时候完全不影响业务，这样的

备份机制一般称为“热备份”。而如果因为故障等产生的备份行为发生的时候业务会中

断，这样的备份机制应该称为“冷备份”。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真正实现了

热备份，包括防火墙配置信息、动态业务流量（包括防火墙的过滤规则信息、连接信息、

动态路由信息、状态检测的应用层协议的状态机信息等），因此从热备份的机制上可以

知道，如果动态信息越多则热备份的实现机制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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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备份技术 

链路备份是为了防止因为链路故障而导致服务的终止，实现链路备份的具体技术可能有

多样。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两条链路同时提供服务，当链路都正常的时

候可以选择两条链路一起工作并起到负载均衡的作用，当某条链路坏的时候，流量全部

自动切换到另外一条链路上。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能在切换时候动态调整各

种路由协议。由此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基于路由提供的链路备份技术可以非

常好的使用在各种场合，通过多条链路的互相备份提供更可靠的服务。 

NFV 热迁移技术 

在云计算数据中心场景弹性扩容、异地容灾等情况下，需要对应的 NFV 防火墙做热迁

移，即在迁移的过程中用户流量、业务不中断。这就要求 NFV 防火墙能够跟 SDN 控制

器做联动，在 SDN 控制器实施迁移动作时，通知 NFV 防火墙完成对应策略的备份，将

NFV 防火墙迁移。 

双向转发检测(BFD) 

双向转发检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用于快速检测系统之间的通信

故障，并在出现故障时通知上层协议。 

BFD 是一种独立的 Hello 协议，可以实现轻负荷的快速故障探测功能。通过与上层协议

的联动，可以让上层协议快速发现故障并进行恢复。BFD 可以与 OSPF、静态路由、FRR

（Fast ReRoute）、策略路由、DHCP 等业务进行联动，快速识别链路故障。 

华为防火墙可靠性技术优势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双机热备具备以下优势： 

 因为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展了 VRRP 协议——VGMP 协议来控制和保

证防火墙的 VRRP 一致性，使得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局域网的应用中具

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在局域网中采用 VRRP 协议的可靠性技术被证明是稳定可

靠的，而且能做到对局域网内用户透明，这样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双机热

备方案在局域网中，及至企业网的接入点上都有很大优势；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热备技术是基于华为 HRP 协议的热备技术，这是一种

华为自己开发的快速高效的双机热备技术，且可以根据现网的流量不同对应配置

HRP 多条优先级不同的备份通道，因为会话表的备份快捷，因此在防火墙因故障而

发生主备切换时用户的应用不会中断；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双机热备技术支持抢占功能，这一点在互为备份

流量分担的组网中特别重要，因为一旦设备故障所有流量都切换到一台设备上时，

需要一个切实的机制能保证故障设备恢复时流量能平滑的切换回去，而支持抢占功

能的双机热备技术能保证这种切换的平滑，从而保证了互为备份组网的可靠运行；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 OSPF+VRRP 混合组网的方式，在发生故障

时候，动态调整 OSPF 的参数，使其业务流量快速切换到另一台设备，保证故障恢

复时候流量平滑的切换，保证备份组网的可靠运行。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混合模式下的双机热备方案，保证防火墙的业

务接口工作在透明模式下，不影响现网的拓扑结构，同时又可以备份业务流量，因

此在防火墙因故障而发生主备切换时用户的应用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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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网方式丰富多样，每种组网都能提供全冗余的设备和链路，从而能够保证整个可

靠性组网的稳定运行。 

4.2 灵活的安全区域管理 

基于安全区域的隔离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安全隔离设计是基于安全区域来划分的，这样的设计

模型为用户在实际使用防火墙的时候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管理模型。 

防火墙的核心功能是网络隔离，并且这种网络隔离技术不是简单的依靠网络接口来划分

的，因为网络的实际拓扑是千差万别的，使用固定接口来进行网络隔离不能适应网络的

实际要求。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基于安全区域的隔离模型，每个安全区域可以按

照网络的实际组网加入任意的接口，不会受到网络拓扑的影响。 

可管理的安全区域 

业界很多防火墙一般都提供受信安全区域（trust）、非受信安全区域（untrust）、非军事

化区域（DMZ）三个独立的安全区域，这样的保护模型可以适应大部分的组网要求，但

是在一些安全策略要求较高的场合，这样的保护模型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默认提供四个安全区域：trust、untrust、DMZ、local，

在提供三个最常用的安全逻辑区域的基础上还新增加了本地逻辑安全区域，本地安全区

域可以定义到防火墙本身的报文，保证了防火墙本身的安全防护，使得对防火墙本身的

安全保护得到加强。例如，通过对本地安全区域的报文控制，可以很容易的防止不安全

区域对防火墙本身的 Telnet、ftp 等访问。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还提供自定义安全区域，每个安全区域都可以加入独立

的接口。 

基于安全区域的策略控制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根据不同的安全区域之间的访问设计不同的安全

策略组，每条安全策略组支持若干个独立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体系使得防火墙的策略十

分容易管理，方便用户对各种逻辑安全区域的独立管理。 

基于安全区域的策略控制模型，可以清晰的分别定义从 trust 到 untrust、从 DMZ到 untrust

之间的各种访问，这样的策略控制模型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网络隔离

功能具有很好的管理能力。 

丰富的业务支撑 

防火墙的安全区域管理涵盖了防火墙所有的接口、子接口、Loopback 接口、隧道接口、

拨号逻辑接口、虚拟模板接口等各种接口类型，安全区域管理的策略支撑了防火墙可以

支持所有业务类型。通过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独立的安全区域管理，可以使

得用户针对 VLAN 接入的网络也可以通过安全区域完全独立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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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针对本地安全区域的管理，可以方便的设定各

种策略来满足外部用户针对防火墙本身的访问，通过这样的策略设定可以非常灵活设定

对防火墙本身的管理规则。例如，只能允许某个特定安全区域的用户可以登陆防火墙，

只能某个特性区域的接口和防火墙进行路由互通等等。这样就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对防火

墙本身的管理，而不至于将针对防火墙管理的策略和针对业务流管理的策略混在一起，

方便用户制订清晰的安全策略。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各种安全策略也可以基于安全区域进行统一设定，例如

针对 Dos 攻击的防护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安全区域采用不同的防范级别，通过这种针对

业务的支持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各种策略、控制都可以和安全区域很

好的配合，提供了整个系统层面的安全防范、策略管理等，方便了用户对各种安全业务、

策略的管理和实施,使得用户的安全防范的体系非常清晰。 

4.3 安全策略控制 

灵活的规则设定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支持灵活的规则设定，可以根据报文的特点方便的

设定各种规则。 

 可以依据报文的协议号设定规则； 

 可以依据报文的源地址、目的地址设定规则； 

 可以使用通配符设定地址的范围，用来指定某个地址段的主机； 

 针对 UDP 和 TCP 还可以指定源端口、目的端口； 

 针对目的端口、源端口可以采用大于、等于、介入、不等于等方式设定端口的范围； 

 针对 ICMP 协议，可以自由的指定 ICMP 报文的类型和 Code 号，可以通过规则针

对任何一种 ICMP 报文； 

 可以针对 IP 报文中的 TOS 域设定灵活的规则； 

 可以根据上网用户的用户组/用户名，设定过滤规则； 

 可以根据应用协议、应用协议分类，设定过滤规则； 

 可以根据地理位置设定过滤规则。 

基于时间段的规则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ACL 策略管理支持时间段，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定义

时间段：绝对时间范围、周期时间范围。通过时间段，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

可以非常容易的定制基于时间的策略，例如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 MSN、QQ 等，而下班

时间可以使用等。 

所有基于 ACL 控制的策略，都可以使用时间段特性。例如地址转换服务也是依靠 ACL

来定义地址转换的策略，因此依靠时间段特性也可以定义更灵活的地址转换服务。 

高速策略匹配 

防火墙的策略都是由很多规则构成的，因此防火墙在进行策略匹配的时候会影响防火墙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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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了华为专有技术的ACL快速查找匹配的专门算法，

这样就保证了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很多规则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高效

的转发效率，系统在进行上万条 ACL 规则的查找时，性能基本不受影响，处理速度保

持不变，从而确保了 ACL 查找的高速度，提高了系统整体性能。 

MAC 地址和 IP 地址绑定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根据用户配置，将 MAC 和 IP 地址进行绑定从而形成

关联关系。对于从该 IP 地址发来的报文，如果 MAC 地址不匹配则被丢弃；对于发往该

IP 地址的报文都被强制发送到指定的 MAC 地址处，从而有效避免 IP 地址假冒的攻击

行为。 

动态策略管理－黑名单技术 

华为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将某些可疑报文的源 IP地址记录在黑名单列表中，

系统通过丢弃黑名单用户的所有报文，从而有效避免某些恶意主机的攻击行为。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如下几种黑名单列表维护方式： 

 手工添加黑名单记录，实现主动防御； 

 与攻击防范结合自动添加黑名单记录，起到智能保护；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定“白名单”，使得即使存在黑名单中的主机，依然可以使用

部分的网络资源。例如，即使某台主机被加入到了黑名单，但是依然可以允许这个

用户上网； 

黑名单技术是一种动态策略技术，属于响应体系。防火墙在动态运行的过程中，会发现

一些攻击行为，通过黑名单动态响应系统，可以抑制这些非法用户的部分流量，起到保

护整个系统的作用。 

4.4 基于流会话的状态检测技术 

基于会话管理的核心技术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是一款高级的基于流会话的状态防火墙，其核心集成了

强大的基于会话管理的核心技术。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两个核心处理

单元：首包处理单元和会话管理单元，两个单元分别依靠独立的加速系统进行管理。这

样处理的明显优势是： 

 首包处理单元避免了防火墙在首报文处理下的瓶颈，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

防火墙可以支持优异的每秒新建连接的性能，使得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

在实际工作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处理性能。 

 会话管理单元使得防火墙具有了优异的转发加速体系，使得防火墙具有优异的转发

性能，后续的转发性能依靠独立的加速系统完成报文加速转发，使得防火墙在每秒

新增连接的性能处理基础上，也具有更高的转发性能。 

 防火墙的连接管理粒度可以做到非常细致，大部分防火墙针对连接的管理只能针对

TCP 或者 UDP 设定管理策略，而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针对不同的

业务类型设定管理策略。例如，可以针对 Telnet、HTTP 等各种协议单独设定管理

策略，管理的粒度非常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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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墙针对业务的处理都是基于会话管理的核心来完成的，这样就保证了防火墙基

于会话的管理可以支持丰富的业务，例如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支持

策略路由、带宽管控等业务特性，这样业务特性都可以是基于流来管理的。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提供基于流的各种业务，这样保证了防火墙可以适

应各种工作环境，适应防火墙基于流的转发技术，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

火墙在提供状态检测的技术的同时可以适应更丰富的业务。 

深度检测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 ASPF 技术，ASPF 是一种高级通信过滤技术，

它检查应用层协议信息并且监控基于连接的应用层协议状态。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

防火墙依靠这种基于报文内容的访问控制，能够对应用层的一部分攻击加以检测和防

范，包括对于 FTP 命令字、SMTP 命令的检测、HTTP 的 Java、ActiveX 控件等的检测。 

ASPF 技术是在基于会话管理的技术基础上提供深层检测技术的，ASPF 技术利用会话管

理维护的信息来维护会话的访问规则，通过 ASPF 技术在会话管理中保存着不能由静态

访问列表规则保存的会话状态信息。会话状态信息可以用于智能的允许/禁止报文。当一

个会话终止时，会话管理会将该会话的相关信息删除，防火墙中的会话也将被关闭。 

针对 TCP 连接，ASPF 可以智能的检测“TCP 的三次握手的信息”和“拆除连接的握手

信息”，通过检测握手、拆连接的状态检测，保证一个正常的 TCP 访问可以正常进行，

而对于非完整的 TCP 握手连接的报文会直接拒绝。 

状态检测技术的优势 

在普通的场合，一般使用的是基于 ACL 的 IP 包过滤技术，这种技术比较简单，但缺乏

一定的灵活性，在很多复杂应用的场合普通包过滤是无法完成对网络的安全保护的。例

如对于类似于应用 FTP 协议进行通信的多通道协议来说，配置防火墙包过滤规则是非常

困难的。FTP 包含一个预知端口的 TCP 控制通道和一个动态协商的 TCP 数据通道，对

于一般的包过滤防火墙来说，配置安全策略时无法预知数据通道的端口号，因此无法确

定数据通道的入口。这样就无法配置准确的安全策略。ASPF 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问题，

它检测 IP 层之上的应用层报文信息，并动态地根据报文的内容创建和删除临时的规则，

以允许相关的报文通过。 

ASPF 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能够支持一个控制通道上存在多个数据连接

的协议，同时还可以在应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方便的制订各种安全的策略。许多应用协

议，如 Telnet 、SMTP 使用标准的或已约定的端口地址来进行通信，但大部分多媒体应

用协议（如 H.323、SIP）及 FTP、net meeting 等协议使用约定的端口来初始化一个控制

连接，再动态的选择端口用于数据传输。端口的选择是不可预测的，其中的某些应用甚

至可能要同时用到多个端口。因此包过滤防火墙只有阻止单通道的应用传输，以免内部

网络遭受攻击，只能仅仅阻止了一些使用固定端口的应用，而留下了许多安全隐患。而

ASPF 监听每一个应用的每一个连接所使用的端口，打开合适的通道让会话中的数据能

够出入防火墙，在会话结束时关闭该通道，从而能够对使用动态端口的应用实施有效的

访问控制。 

当报文通过防火墙时，ASPF 将对报文与指定的访问规则进行比较，如果规则允许，报

文将接受检查，否则报文直接被丢弃。如果该报文是用于打开一个新的控制或数据连接，

ASPF 将动态的修改规则，对于回来的报文只有属于一个已经存在对应的有效规则，才

会被允许通过防火墙。在处理回来的报文时，状态表也会随时更新。当一个连接被关闭

或超时后，该连接对应的状态表将被删除，确保未经授权的报文不能随便透过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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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CTUAL 感知 

随着网络信息量爆炸式增长，伴随着网络向无边界化、移动互联、Web2.0 应用等趋势

的发展，传统防火墙通过五元组 ACL 做控制的安全策略行为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针对网络应用流量日益复杂的现状和趋势，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创新地开发

了 ACTUAL 感知技术，使得基于此技术的安全策略可以更加准确、合理、精细地控制

网络流量、防御安全威胁、保障用户的网络安全。 

ACTUAL 概念 

ACTUAL 感知，是指对网络中流量的 Application/应用、Content/内容、Time/时间、User/

用户、Attack/攻击以及 Location/位置的感知能力，管理员可以结合上述 ACTUAL 的感

知结果配置对应的安全策略，如过滤、路由选路、流控、转换等策略。 

图4-1 ACTUAL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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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鉴于网络流量的混合复杂性，普通防火墙的管理员在无法准确分析获取真

实业务流量类型的情况下也就无法对网络流量做对应安全策略控制；而 USG6000V 系列

虚拟防火墙的 ACTUAL 感知能力，即是将复杂的混合网络环境的流量通过特定技术分

析，还原为防火墙管理员可理解的各种应用、威胁、内容、用户、位置等维度的分类，

从而为管理员精细配置安全策略提供了条件。 

Application/应用感知原理 

SA/应用感知模块负责对未知网络流量进行识别，SA 模块识别报文形态、根据报文提取

的特征字、报文负荷长度、报文内容/长度变化规律、IP 地址/端口等内容，并可结合统

计和报文间关联关系等，从而对网络流量进行精确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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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华为公司云安全能力中心的持续研究和积累，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SA 特

征库已经覆盖了超过 6000 种的应用种类，NGFW 并可通过 SA 识别引擎以及特征库在

线升级技术，确保对网络最新应用跟踪识别的能力。 

 基于应用的安全控制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基于应用的安全控制，如允许 HTTP 流量通过

防火墙，但是阻止 Web 迅雷通过。基于应用的安全控制，可以对流量进行更加细

粒度的分类，实现精确控制。 

基于应用的安全策略，是在原来一体化策略的基础上，增加应用的选择维度，保持

策略的含义、配置方式保持不变。 

 基于应用的流量管控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基于应用的流量管控，如限制 P2P 流量的带

宽，保证内部应用的带宽。基于应用的流量管控，可以对流量进行更加细粒度的分

类，实现精确控制。 

基于应用的安全策略，是在原来带宽策略的基础上，增加应用的选择维度，保持策

略的含义、配置方式保持不变。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流量管控，支持保证带宽和限制带宽的功能。保

证带宽，是对指定流量的最小带宽资源进行保证，避免关键业务受到其他流量的冲

击。限制带宽，是对指定流量的最大允许通过带宽进行限制，避免一些流量占用太

多的带宽，影响其它重要业务的运行。 

 基于应用的策略路由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基于应用的策略路由，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执

行不同的选路策略。如对重要的企业信息系统应用，选择可靠的低时延链路；对其

它的 P2P 等流量，选择其它链路。 

基于应用的安全策略，是在原来策略路由的基础上，增加应用的选择维度，保持策

略的含义、配置方式不变。 

Content/内容感知原理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对应用协议的解析，以获取应用协议传输的内容信息，

并可根据内容信息做相关的安全策略，形成 Content/内容感知能力。 

Content/内容感知，包括一个协议解码器和一个内容匹配模块，协议解码器对进入的报

文做初始协议分类，并根据协议分类进行信息提取即解码，对于提取的文件进行解压、

脱壳、文件真实类型识别，对于提取的 URL 信息进行规整，然后送入内容匹配模块，

内容匹配包括病毒特征匹配、入侵规则特征匹配、敏感防泄露信息匹配、邮件内容匹配

等，经过匹配后得出流量是否符合相关安全策略的结果。同时，相关特征也可以通过云

端升级或者直接送给云端做检测，保证了特征的实时有效性。 

Time/时间感知原理 

Time/时间感知的原理比较简单，主要通过如下技术来获得： 

 设备自动同步网络时钟 

NTP 是网络时间协议，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 NTP 协议来获取网络标准

时间，调整本地时钟与标准时钟的误差。 

 夏令时的自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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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或地区存在夏令时制度，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使用 VRP 通用路由

平台，配置对应夏令时的时钟设置，可以在每年夏令时钟切换时设备时钟自动切换。 

 设备基于时间（段）的安全策略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将时间（段）作为匹配元素加入到安全、流控、认证等

策略中，并根据时间（段）的转变关系实时刷新对应策略，以实现基于时间（段）

的控制，如可以根据不同时间段对企业网络流量做不同的流控策略。 

User/用户感知原理 

当前企业网络的无边界性、员工移动办公等特点，造成 IP 地址是可以动态变化的，从

而使得传统防火墙安全策略针对 IP 的配置无法适应企业网络安全管控的需求，如何精

确的识别出用户，并有效的对用户行为进行管控，已成为现阶段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User/用户感知功能，通过对网络流量用户身份的识别，

从而可以对流量做基于用户身份的安全管控。 

 用户认证、识别技术 

用户身份识别是用户差异化策略实施的基础，用户管控模块提供了多种认证方式，

用于满足不同类型用户、不同场景下的认证需求。 

− 免认证 

一般公司高层管理者，既希望高效办公，省略认证过程，又对用户身份的安全

性要求比较高。对于这类用户，可以将其与指定的 IP/MAC 配置双向绑定和免

认证。设备允许这类用户免认证，且只能通过指定 IP 或 MAC 地址登录。 

一般的公司或组织中有时会存在这样一类用户，他们不是该公司员工，只是临

时到访该公司，需要借用该公司网络上网，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账号，无法进

行认证，但设备要对他们的网络权限进行控制。用户管控模块对于这类用户，

支持自动为其创建对应的临时用户，并使用其 IP 地址作为该用户的用户名。 

− 密码认证 

对于普通的公司员工，一般采用密码认证，认证形式方便快捷。 

首先员工无需直接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认证页面 URL 即可进行认证。可以通

过 HTTP 或 HTTPS 两种协议认证，若用户要求认证过程的高安全性，可以选择

HTTPS 方式认证。 

其次，设备本身直接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同时设备与 LDAP，Radius， AD

多种认证服务器进行联动，将用户相关信息发送给认证服务器认证。 

同时，员工通过 WEB 浏览器使用 HTTP 协议经设备访问业务时，设备若发现该

用户还没有认证，则自动将页面重定向到设备认证页面，触发用户进行认证。 

− 单点登录 

如果当前网络中已经部署了 AD 服务器身份认证系统，则设备可以通过单点登

录功能，通过设备与 AD 服务器联动，识别出已向 AD 服务器认证通过的用户，

避免用户上网时再次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作为设备对用户的认证过程透明。 

如果用户访问网络已经是通过 VPN 接入后再访问，如 L2TP 接入、SSL VPN 接

入时，NGFW 已经通过了对应用户身份认证，在设备内部对接入用户和上网行

为管理用户做了归一处理，避免二层登录，实现了单点登录。 

− 事前认证与会话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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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认证是用户在访问网络资源前，实现通过登录 USG6000V 的用户认证 Portal 

页面，进行认证的一种认证方式。事前认证支持所有的上网方式。 

会话认证是用户在未完成认证前，直接访问需要访问的网络资源，NGFW 判断

用户尚未认证，推送认证页面给用户，提示用户进行认证的一种方式。会话认

证支持 HTTP 类型的网络访问。 

 基于用户的管控策略 

− 在线用户管控： 

若需要限制某些用户在某段时间内所有上网行为，可以冻结指定的在线用户。 

若管理员觉察到某些用户不可信，可以强制注销指定的在线用户。 

− 策略管控： 

提供基于用户的上网行为的管控，如基于用户和五元组的业务管控，基于用户

的应用层协议管控，基于用户的 URL 访问控制、邮件过滤、文件关键字，文件

类型等应用层管控。例如：通过限制员工上班时间进行 QQ，MSN 等 IM 聊天工

具的使用，或者限制员工访问游戏、论坛的 URL 地址，有效提高了员工的工作

效率。 

提供基于用户进行流量管控，连接数限制等，可以对有限的网络带宽资源进行

有效分配和管理。同时可以对用户或用户组的实际流量进行审计分析，根据网

络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网络带宽的优化重分配。 

提供基于用户的分类分时流量排名等报表。 

基于用户的管控策略支持继承，用户可以继承所属用户组的策略，子组可以继承所

属父组的策略。 

Attack/攻击感知原理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的 Attack/攻击感知，包括对网络安全事件和内容安全事

件的感知，可以根据对攻击事件、攻击行为、异常流量的感知结果，将其集成到一体化

安全策略和安全态势的统计报表中，在对攻击行为予以防御的同时，也提供给管理员予

可视化的安全态势分析，使得管理员和企业 CIO 们能更精准的把握安全态势。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Attack/位置感知技术，都来源于华为公司安全研发团队持

续的积累，基于如下技术来实现： 

 DOS/DDOS 检测和防御 

NGFW 对于 DDOS 检测能力采用行为分析、合法流量识别、特征识别过滤、异常

流量基线学习、动态指纹识别、反向探测等技术，对畸形报文攻击（如 Winnuke、

TearDrop 等）、扫描窥探攻击（如主机扫描、端口扫描、路由选项探测等）、泛洪或

流量型攻击（如各种 Flood 攻击、CC 攻击等）进行检测；并可结合 Netstream、路

由注入引流等技术，与上下游设备做 DDOS 检测联动，实现全网分层的攻击流量清

洗与防御能力。 

 IPS 入侵防御 

因特网上的僵尸网络、木马、蠕虫、SQL 注入、跨站脚本攻击越来越泛滥，防火墙

需要集成 IPS入侵检测能力，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IPS入侵防御提供 in-line

的防御部署模式，可以主动检测和实时阻断入侵行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IPS 入侵检测技术采用自主的一体化检测引擎，并采

用有 Intel Hyperscan 加速引擎，以获得高性能的检测能力；预定义和自定义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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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以及在线升级引擎和特征库的能力，结合华为公司安全攻防实验室对最新入

侵的跟踪，使得 NGFW 有更精确的检测能力和对于 0day 攻击检测的能力。 

 AV 病毒防御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AV 病毒防御功能，可以对网络上病毒文件的传输做

到检测和阻断防御的能力，具体检测技术包括流重组、文件重组、脱壳解压、PE

病毒检测、基于流的启发式检测技术，并且同 IPS 一样，提供引擎升级和病毒库的

在线升级能力。 

 垃圾邮件检测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垃圾邮件检测功能，主要包括基于动态黑名单的 RBL

实时检测技术，以及对 SMTP/POP3/Webmail 收发邮件的实时过滤功能，在提供垃

圾邮件检测能力的同时，也可用于邮件收发的内容过滤和管控功能。 

 恶意 URL 检测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恶意 URL 检测，主要用于阻止对于恶意网站（如挂

马网站、钓鱼网站等）的访问，恶意 URL 分类由华为公司安全团队实时维护，NGFW

设备可在线实时查询和更新。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 Attack/攻击的感知能力，还体现在云端安全能力的建设

上，设备通过收集网络的攻击感知结果，汇聚到云端服务器分析和处理，可以获取全球

互联网的安全态势，同步各地设备的实时检测能力。 

Location/位置感知原理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的 Location/位置感知特性，可以根据流量的源、目的 IP

地址来分析流量的位置（如：国家、地区、城市等）。包括流量的源位置、目的位置。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内置了网络地址与地理位置的数据信息，并通过可自定义的

位置及位置集合，将其集成到一体化的策略中，为防火墙管理员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安

全策略、限流策略、路由策略、认证策略、审计策略配置，基于地理位置的流量、威胁

统计和报表。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使用 Location/位置感知技术，可以完成如下功能： 

 基于位置进行策略配置 

基于位置进行策略的配置，方便用户根据地域来对用户、流量进行管理。NGFW 可

以基于位置感知，来配置安全过滤策略、带宽控制策略、认证策略、审计策略。如

可以通过配置基于位置的安全策略限制外网用户对公司资源的访问，允许杭州和江

苏的用户访问服务器资源，而不允许位于美国的用户访问服务器资源。 

 基于位置进行流量统计、威胁统计和分析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自动收集本设备以及网络报文的位置信息，并基于

位置进行流量、威胁、安全事件等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查看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

火墙基于位置的流量、威胁态势等统计报表，将显示查询时间段经过 USG6000V 系

列虚拟防火墙所有流量的源地理位置和目的地理位置按照流量大小排名的。点击具

体地理位置名称，可选择查看该地理位置范围内的相关统计信息，给与防火墙管理

员以方便直观的态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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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策略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但能够基于传统防火墙的五元组进行安全策略配置，还可

以基于应用、用户、时间、位置等条件进行安全策略配置。华为的下一代防火墙，提供

一体化的策略，对上述的策略条件进行融合，提供统一配置界面。一体化策略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统一的配置界面 

所有上述五元组、应用、用户、时间、位置等条件，都可以在同一条策略规则上进

行配置。提供统一的配置界面，方便策略配置和维护。 

在一条策略规则中，可以关联 IPS、AV、DLP 等应用层处理 Profile。 

 统一的处理流程 

对一体化策略，提供一体化处理流程。对于不同的特性，在同一个层次上，只需要

进行一次解析、策略匹配处理。避免多个特性，对报文进行多次扫描解析、策略匹

配。 

4.6 智能策略 

从传统防火墙到下一代防火墙，用户的策略配置由原来面向五元组的粗放型配置，转变

到基于用户、应用的精细化策略管理，防火墙的系统管理员将面对数以千计的各类应用，

各类应用直接还有大类、小类等分类组织。 

同时，下一代防火墙提供的 IPS、AV 等威胁检测功能，提供了大量的威胁、病毒可供配

置选择。随着系统的运行，系统配置的安全策略会越来越多，低效策略、存在冲突/冗余

关系的策略也会越来越多，对于这些策略的配置和管理，将会大大增加防火墙系统管理

员的工作量和管理难度。 

并且，应用层安全防护特性，需要管理人员熟悉大量应用的特点，以便有针对性的使用

对应的防护和保护技术。这些对防火墙的策略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SmartPolicy 可以智能分析网络中的流量，得到网络中常见的应用、各种应用的流量百分

比。根据不同应用中可能携带的威胁，可以自动生成一系列安全防护策略。以简化用户

的配置过程，协助用户完成安全策略的配置。 

SmartPolicy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流量学习和分析 

华为的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借助应用感知技术，对经过防火墙的流量进行

应用分析，生成各类应用流量的比例、应用流量的行为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可

能存在的威胁。作为后续策略推荐和策略优化的依据。 

 策略推荐 

根据流量学习和分析的结果，得到现网中各类应用流量的比例、及行为模型，分析

其中可能存在的威胁和风险，针对不同的流量及风险情况，生成推荐的策略。包括

一体化策略，以及对应的应用层安全 Profile。供管理员进行配置参考。 

 策略优化 

对现有的一体化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优化策略。有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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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策略分析：主要根据当前一体化策略的配置数据，进行静态的策略分析。分析

策略的冲突、冗余情况，提供优化参考；根据当前的流量学习结果，风险识别结果，

分析当前策略的有效性，提供优化参考。 

动态策略分析：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所有安全一体化策略的命中情况，展现命中率

低下的策略分布情况，趋势情况等信息，供用户参考调优。 

4.7 先进的虚拟防火墙技术 

目前，跨地域的全国性超大企业集团和机构的业务规模和管理复杂度都在急剧的增加，

传统的管理运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业务的发展。企业信息化成为解决目前业务发展的

关键，得到了各企业和机构的相当重视。随着企业业务规模的不断增大，各业务部门的

职能和权责划分也越来越清晰。各业务部门也初步形成了的相应不同安全级别的安全区

域，比如，OA 和数据中心等。对企业重点安全区域的防护要求越来越迫切。 

对企业信息管理人员来说，如何灵活方便的实现企业各业务部门的安全区域划分和安全

区域之间有控制的互访成为其非常关注的问题。 

面对上述需求，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各业务 VPN 前部署防火墙来完成对各部门的安全

策略部署实现对部门网络的访问控制。 

然而，由于企业业务 VPN 数量众多，而且企业业务发展迅速。显而易见的，这种传统

的部署模式已经不太适应现有的应用环境，存在着如下的不足：  

 为数较多的部门划分，导致企业要部署管理多台独立防火墙，导致拥有和维护成

本较高 

 集中放置的多个独立防火墙将占用较多的机架空间，并且给综合布线带来额外的

复杂度 

 由于用户业务的发展，VPN 的划分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而传统防火墙需要发生

物理上的变化，对用户后期备件以及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物理防火墙的增加意味着网络中需要管理的设备的增多。势必增加网络管理的复

杂度 

为了适应这种业务模式，虚拟防火墙技术应运而生。虚拟防火墙通过在同一台设备上划

分多个逻辑的防火墙实例来实现对多个业务 VPN 的独立安全策略部署。也可以利用这

种逻辑防火墙的部署的灵活性来来实现企业网络的对新业务的适应性。当用户业务划分

发生变化或者产生新的业务部门时，可以通过添加或者减少防火墙实例的方式十分灵活

的解决后续网络扩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降低了网络安全部署的复杂度。 

另一方面，由于以逻辑的形式取代了网络中的多个防火墙。极大的减少了企业运维中需

要管理维护的网络设备。简化了网络管理的复杂度，减少了误操作的可能性。 

每个虚拟防火墙可以独立配置资源，避免不同的虚拟防火墙在运行的过程中互相影响。

虚拟防火墙可以独立分配的资源规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配置资源；一类是运行时资

源。配置资源限制了虚拟防火墙管理员可以配置的资源，包括：用户组数、用户数、策

略数；运行时资源是虚拟防火墙运行时的业务规格，包括：会话规格、在线用户数、带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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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业务支撑能力 

对多通道协议支持完善的安全保护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有很强的业务支撑能力。其主要的优势是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对多通道协议支持的时候，采用了基于连接状态的核心技

术及动态实时策略修改相互结合的实现方式，可以准确的识别由于业务协商产生的动态

端口，针对这些动态产生的端口动态的调整策略，在保证业务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保障其

安全性。 

“动态实时策略修改”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具有了对多通道协议进行动

态修改策略的能力。动态策略相当于一个 “临时入口”，当数据通道的报文到达防火墙，

防火墙会根据这些动态策略进行匹配，决定哪些数据通道的报文可以正常通过。防火墙

为这个数据通道建立一个基于流的完整通道，然后删除这些动态策略。 

针对各种业务的数据流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对业务数据流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动态的识别各种业

务。例如可以很精确的识别 FTP 的控制流、FTP 的数据流、telnet 数据流、动态协商的

RTP、RTCP 数据流等等。由于 RTP、RTCP、FTP 数据流等协商出来的数据通道，是无

法根据 ACL 识别的，因此对于 RTP、RTCP、FTP 数据流等数据业务进行控制等是普通

路由器、防火墙无法完成的。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精确的识别这些数据流，就可以对这些数据流采用

不同的控制策略。例如可以允许 telnet 数据流的空闲时间比较长，而对 FTP 的数据流的

空闲时间非常短，或者对各种业务数据流量给出精确统计，统计出经过防火墙的数据流

量的百分比等。 

因为对业务数据流的精确识别，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优化网络资源配备方

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业务支持的完整性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业务的支持比较完整，可以支持很多复杂的业务，这

样在很多具有复杂业务的网络环境具有很强的优势。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非常完整的支持网络业务的各种情况，针对协议的

支持是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例如，H.323 协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业界大部分

防火墙是不能完整的支持 H.323 的各种应用的，而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

做到，可以完善的支持 H.323 的各种组网模型，支持 MCU、GK、视频终端、音频终端

等等。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针对协议支持的完整性是和华为公司在数据通信领域

长期的技术积累是分不开的，由于在数据通信领域纪录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才可以真正做到针对各种业务完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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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完善的多媒体业务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完整的 H323、RAS、MGCP、SIP、MMS 各种多

媒体协议，可以使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但可以保证多媒体业务网络的安

全，同时可以实现数据业务和语音业务的隔离。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各种业务特性全部支持 NAT（网络地址转换），这样

在企业私有网络环境，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更好的工作。在业界防火墙

中，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语音业务的支持是非常完整的，大部分防火墙对

多媒体的支持并不完整，很难在专业的 VOIP 网络环境很好的工作。 

4.9 网络地址转换 

优异的地址转换性能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基于连接的方式提供地址转换特性，针对每条连接

维护一个 Session 表项，并且在处理的过程中采用优化的算法，保证了地址转换特性的

优异性能。在启用 NAT的时候，性能下降的非常少，这样就保证了在通过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 NAT 业务的时候不会成为网络的瓶颈。 

灵活的地址转换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基于安全区域的管理功能，利用“安全区域”的

概念把防火墙管理的网络按照功能区域、安全要求等因素从逻辑上划分为几个逻辑子

网，每个逻辑子网称为一个“安全区域”。默认情况，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

提供了 4 个安全区域：trust、untrust、DMZ、local，一般情况下，untrust 区域是连接 Internet

的，trust 区域是连接内部局域网的，DMZ 区域是连接一些内部服务器的，例如放置邮

件服务器、FTP 服务器等。防火墙的地址转换功能是按照安全区域之间的访问进行配置

的，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网络管理。例如，对于内部服务器的网络如果有足够的

IP 地址，可以直接使用公网 IP 地址，在 DMZ->untrust 区域间不使用地址转换，而内部

局域网使用私网地址，在 trust->untrust 区域间使用地址转换。 

同时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可以和 ACL 配合使用，利用 ACL 来控

制地址转换的范围，因此即使在同一个网络区域，有公网、私网混合组网的情况，防火

墙依然可以方便的设定地址转换的规则。 

强大的内部服务器支持 

内部服务器就是可以使得外部网络的用户可以访问到内部网络，比如可以对外提供 Web

服务器。很多防火墙实现内部服务器的时候是提供一个“静态映射”，将一个私有地址

和一个公有地址绑定，这个方式的最大弱点就是浪费合法的 IP 地址。 

例如有一个内部局域网的主机 IP 地址是 10.110.0.0/24，而该局域网利用专线连接到

Internet 上，拥有从 ISP 申请来的合法的 IP 地址：202.38.160.1。如果该局域网想设置一

台 WEB 服务器，IP 地址为 10.110.0.1，配置一个静态的映射，将地址 202.38.160.1 和地

址 10.110.0.1 绑定，Internet 如果想访问这台 WEB 服务器，使用 202.38.160.1 访问，就

会实际访问到主机 10.110.0.1，这样虽然可以提供内部服务器了，但是也使得内部网络

的其他主机不能访问 Internet 了，因为该局域网只有一个合法的 IP 地址。该 IP 地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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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服务器占用，因此其他主机就不能访问 Internet 了，同时该局域网不能再提供任何

对外服务了（比如想提供一个 DNS 或者 FTP 服务器都是不可能的了）。 

静态绑定方式存在如下弱点： 

 这个方式严重浪费 IP 地址，地址转换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节省 IP 地址，但是通过

这个静态绑定的方式，使得 IP 地址不能被充分利用，虽然解决了地址转换技术中

“反相访问”的问题，但是同时带来了浪费地址的问题。 

 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一般对外提供的服务器都是单一用途，例如 WEB 服务器

就是为了给外部提供 Http 服务，对于这个机器来说，只需要提供 80 端口的访问就

可以了。但是使用了静态绑定的方式提供 WEB 内部服务器的时候，存在这样的问

题：外部网络的用户不但可以访问到内部服务器的 80 端口，而且可以访问任何的

端口。这样就存在安全隐患。例如某个服务器可以通过 Telnet 进行维护，但是这种

维护只能是内部网络本身的机器才可以进行，如果使用了静态绑定的地址转换方

式，则外部网络的主机也可以 Telnet 到这个服务器上了。 

 提供不是标准端口的服务器存在困难。例如用户想提供 2 个 WEB 服务器，其中一

个 WEB 服务器不想使用 80 端口，而想使用 8080 端口，使用静态绑定的方式也很

难实现。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功能可以对内部服务器的支持到达端口级。

允许用户按照自己的需要配置内部服务器的端口、协议、提供给外部的端口、协议。对

于上面的例子使用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不仅可以保证

202.38.160.1 做为 WEB 服务器的地址，同时可以做为 FTP 服务器的地址，同时可以使

用 http://202.38.160.1:8080 提供第二台 WEB 服务器，还可以满足内部用户同时使用

202.38.160.1 的地址进行访问 Internet。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基于端口的内部服务器映射，可以使用端口来提

供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地址的一对一映射。 

强大的业务支撑 

地址转换比较难处理的情况是报文载荷中含有地址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代表协议是

FTP。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现在已经非常完善的支持了 ICMP 重

定向、ICMP 不可达、FTP（支持被动主动两种模式）、H323、NetMeeting、PPTP、L2TP、

DNS、NetBIOS、SIP、MGCP、QQ、MSN 等特殊协议。依靠现在支持的各种业务，华

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已经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业务支撑，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

Internet 业务，使得地址转换不会成为网络业务的瓶颈。 

为了更好的适应网络业务的发展，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还提供了一种“用户

自定义”的 ALG 功能，对于某些特殊业务应用，通过命令行进行配置就可以支持这种

业务的 ALG，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可以保证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业务的支

撑，达到快速响应的效果。 

无数目限制的 PAT 方式转换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提供 PAT（Port Address Translation）方式的地址转

换，PAT 方式的地址转换使用了 TCP/UDP 的端口信息，这样在进行地址转换的时候使

用的是“地址＋端口”来区分内部局域网的主机对外发起的不同连接。这样使用 PAT 方

式的地址转换技术，内部局域网的很多用户可以共享一个 IP 地址上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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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TCP/UDP 的端口范围是 1~65535，一般 1～1024 端口范围是系统保留端口，因此

从理论上计算，通过 PAT 方式的地址转换一个合法的 IP 地址可以提供大约 60000 个并

发连接。但是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华为专利技术提供了一种“无限制端

口”连接的算法，可以保证使用一个公网 IP 地址可以提供无限个并发连接，通过这种

技术就突破了 PAT 方式上网的 65535 个端口的限制，更大的满足了地址转换方式的实际

使用，更加节省了公网的 IP 地址。 

支持多接口负载分担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支持使用多个接口访问 Internet，实现负载

分担的情况。在实际应用场合，可能一个内部网络会通过不同的接口、或者不同的 ISP

访问 Internet，这个时候如果不需要使用地址转换，在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

上可以配置两条默认路由达到负载分担的效果。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地址转换可以支持上述的负载分担方式，提供多接口

上网的支持。在比较大型的内部局域网上网应用中，具有很好的应用效果。 

4.10 本地服务器负载均衡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用户访问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单一的服务器性能已经无法满足

大量用户的访问，企业开始通过部署多台服务器来解决性能的问题，由此就产生了服务

器负载均衡的相关技术方案。 

当部署一个服务器“集群”来提供一个业务访问服务器功能时，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业

务分发节点，这个就是本地服务器负载均衡设备的功能和核心价值所在。这里主要的价

值点在于：大并发高性能、故障探测和自愈、性能可以动态扩展、其他增值特性（比如

本地缓存加速、SSL 卸载等）；主要的技术点包括：负载均衡算法、业务保持算法、业

务可用性探测技术、业务流量分担技术、缓存技术、加密卸载技术等。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实现的服务器负载均衡（L4 SLB） 

使用网络地址转换方式实现的服务器负载均衡，工作在第四层，其主要概念是将一

个虚拟 IP 地址映射为内部多个服务器的 IP 地址上，客户的访问均是首先到达虚拟 IP 地

址，然后由负载均衡设备将其访问的目的 IP 地址替换为内部服务器的实际 IP 地址，多

条业务的访问可以根据一定的分担算法到达不同的内部服务器上，从而达到负载均衡的

目的。 

Virtual server 

218.200.243.150:80

Real server 1:

192.168.100.101:80

Real server 2:

192.168.100.102:80

Real server 3:

192.168.100.103:80

LSLB

Real Server Group

 

如图，服务器“集群”对外提供一个虚拟 IP 地址供业务访问，USG6000V 系列虚

拟防火墙将业务对虚拟 IP 地址的访问根据均衡算法分担的内部的实际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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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工作模式下，负载均衡策略的优劣及其实现的难易程度有两个关键因素：一、

负载均衡算法，二、服务器业务可用性探测技术。 

考虑到服务请求的不同类型、服务器的不同处理能力以及随机选择造成的负载分配

不均匀等问题，为了更加合理的把负载分配给内部的多个服务器，就需要应用相应的能

够正确反映各个服务器处理能力及网络状态的负载均衡算法，业界常用的负载均衡算法

包括： 

 轮询均衡（Round Robin）算法：即每一次来自网络的请求轮流分配给内部服务器，从1至N然后

重新开始。此种均衡算法适合于服务器组中的所有服务器都有相同的软硬件配置并且平均服务请

求相对均衡的情况。 

 权重轮循均衡（Weighted Round Robin）算法：根据服务器的不同处理能力，给每个服务器分配

不同的权值，使其能够接受相应权值数的服务请求。例如：服务器A的权值被设计成1，B的权值

是3，C的权值是6，则服务器A、B、C将分别接受到10%、30％、60％的服务请求。此种均衡算

法能确保高性能的服务器得到更多的使用率，避免低性能的服务器负载过重。  

 随机均衡（Random）算法：把来自网络的请求随机分配给内部中的多个服务器。  

 权重随机均衡（Weighted Random）算法：此种均衡算法类似于权重轮循算法，不过在处理请求

分担时是个随机选择的过程。 

 最小响应速度均衡（Response Time）算法：负载均衡设备对内部各服务器发出一个探测请求（例

如Ping），然后根据内部中各服务器对探测请求的最快响应时间来决定哪一台服务器来响应客户端

的服务请求。此种均衡算法能较好的反映服务器的当前运行状态，但这最快响应时间仅仅指的是

负载均衡设备与服务器间的最快响应时间，而不是客户端与服务器间的最快响应时间。 

 最少连接数均衡（Least Connection）算法：客户端的每一次请求服务在服务器停留的时间可能

会有较大的差异，随着工作时间加长，如果采用简单的轮循或随机均衡算法，每一台服务器上的

连接进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不同，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负载均衡。最少连接数均衡算法对内部中需

负载的每一台服务器都有一个存活连接数量的计数，当有新的服务连接请求时，将把当前请求分

配给连接数最少的服务器，使均衡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负载更加均衡。此种均衡算法适合长时处

理的请求服务，如FTP Server。 

为了避免服务器故障而引起的客户访问失败，负载均衡设备需要探测服务器是否故

障从而避免将客户访问继续分配到已经故障的服务器上，这就是服务器业务可用性探测

技术，业界常用的探测技术包括： 

 icmp探测：也就是ping探测，即通过ping的方式检测服务器及网络系统状况，此种方式简单快速，

但只能大致检测出网络及服务器上的操作系统是否正常，对服务器上的应用服务检测就无能为力

了。 

 tcp探测：通过检测服务器上某个TCP端口（如Telnet的23口，HTTP的80口等）是否开放来判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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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否正常。 

 http探测：通过向HTTP服务器发出一个对某个页面文件的访问请求，根据是否能获得该页面文件

来判断服务器是否出现故障。 

使用全量 Socket 代理的服务器负载均衡（L7 Socket Proxy SLB） 

为解决单纯 L4 网络地址转换方式下无法针对某些应用做业务会话保持的问题，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引入了全量 socket 代理的服务器负载均衡方式。在全量

socket 代理的框架下，一些更精细化的业务访问优化就有了实现的基础，比如根据 URL

类型做访问路径的优化、ssl 的代理加速、报文压缩、协议优化、cache 缓存、多路复用

等，下面就这些内容做进一步的说明。 

 socket 代理加业务会话关联保持 

Virtual server 

218.200.243.150:80

Real server 1:

192.168.100.101:80

Real server 2:

192.168.100.102:80

Real server 3:

192.168.100.103:80

LSLB

Real Server Group

syn

Syn+ack

ack

Socket 1

syn

ack

Socket 2

Syn+ack

Payload 1

Payload 2

应用层信息解析，做业务会话保

持，选择正确目的服务器

 

如图所示，客户端与 SLB 之间建立 tcp 会话后，客户端将 payload 全部发往 SLB 设

备，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根据应用层信息解析，根据应用层业务会话保持算法，

选择正确的目的服务器，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向真实目的服务器发起并建立 tcp

会话，将来自客户端的 payload 信息转发给真实的目的服务器（根据需要，也可以针对

payload 内容做一定修改），完成业务访问。 

此种场景下，两侧是独立的 socket 连接，因此 payload 可以理解为是两侧完全独立

的，这种优点就在于可以灵活地根据应用层协议的不同而分别开发不同的应用层业务保

持算法，并可在此基础上扩展出应用优化、加速的各种方案。但这种方案的性能是不如

直接的网络地址转换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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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URL 类型不同的分担，静态资源访问和动态计算访问分开

多种服务器 

我们知道，对于大型的 Web 服务器来讲，其承载的内容既包括静态页面（如 html，

图片等），也包括动态页面（如各种 asp、CGI 脚本），一般来讲，静态和动态资源的处

理对于服务器来讲，其处理的有效性能是不一样的，处理动态资源的响应时间大大超过

处理静态资源的响应时间。有了 socket 的全代理，再根据不同 URL 类型来部署单独的

服务器资源，将不同资源的访问动态分配到不同的服务器资源，让更多的服务器资源来

响应较为复杂的动态资源访问请求，可以大大改善客户访问的体验。 

Virtual server 

218.200.243.150:80

Real server 1:

192.168.100.101:80

*.html服务

Real server 2:

192.168.100.102:80

*.cgi服务

LSLB

Real Server Group

Socket 1

Payload 1

Socket 1

Payload 2

Socket 1

Payload 3

解析应用层信息，分发不同类

型的资源访问到不同的服务器

Get http://x.x.x.x/*.html

Get http://x.x.x.x/*.cgi?...

URL duplexing

 

 SSL 卸载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站考虑到传输的安全性，使用加密的 https 来替代传统非加密的

http 的访问，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而 https 加密会消耗大量的服务器处理性能；而作网关

类设备来讲，在硬件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加解密的高性能，其可以使用硬件协处理的能力

提升加解密的性能。因此使用 SLB 设备来卸载服务器的 https 加解密处理，是保证 https

业务访问的高性能的一种可行方案。 

SSL 卸载，也叫 SSL 反向代理，其基本的方案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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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server 

218.200.243.150:80

Real server 1:

192.168.100.101:80

Real server 2:

192.168.100.102:80

Real server 3:

192.168.100.103:80

LSLB

Real Server Group

Socket 1

Socket 2

Payload 1

Payload 2

应用层信息解析，做业务会话保

持，选择正确目的服务器

HTTPS 

HTTP

预先导入

 

服务器部署时，需要预先将服务器证书导入到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中，客户

端与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进行 SSL 协商并建立 SSL Socket，USG6000V 系列虚

拟防火墙再与真实服务器建立非加密的 Socket 连接，客户端发往服务器的 payload 信息

首先在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进行 SSL 解密，然后将解密后的 payload 发往后端的

真实服务器，以卸载真实服务器需要处理 SSL 协商、加解密的处理，达到业务访问的高

性能。 

4.11 丰富的攻击防御的手段 

优秀的 Dos 防御能力的必要条件 

Internet 上的 DOS 攻击已经成为很常见的攻击行为，Dos（Deny of service）是一类攻击

方式的统称，其攻击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发送各种垃圾报文导致网络的阻塞、服务的瘫

痪。Dos 攻击方式其利用 IP 无连接的特点，可以制造各种不同的攻击手段，而且攻击方

式非常简单，普通到一台 PC、一个发包工具就可以制造 Dos 攻击，因此 Dos 攻击方式

在 Internet 上非常流行，对企业网、甚至骨干网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引发很大的

网络事故，因此优秀的 Dos 攻击防范功能是防火墙的必备功能。 

现在几乎所有的防火墙设备都宣传具有 Dos 攻击防御功能，但是那么为什么 Dos 攻击导

致网络瘫痪的攻击事件为什么还是层出不穷呢？一个优秀的 Dos 攻击防御体系，应该具

有如下最基本的特征： 

 防御手段的健全和丰富，因为 Dos 攻击手段种类比较多，因此必须具有丰富的防御

手段，才可以保证真正的抵御 Dos 攻击。 

 优秀的处理性能，因为 Dos 攻击伴随这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流量突然增大，如果

防火墙本身不具有优秀的处理能力，则防火墙在处理 Dos 攻击的同时本身就成为了

网络的瓶颈，根本就不可能抵御 Dos 攻击。因为 Dos 攻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得

网络瘫痪，网络上的关键设备点发生了阻塞，则 Dos 攻击的目的就达到了。这里同

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防火墙设备不但要考察转发性能，同时一定要考察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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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处理能力。在进行 Dos 攻击防御的过程中，防火墙的每秒新建能力就成为保证

网络通畅的一个重要指标，Dos 攻击的过程中，攻击者都是在随机变化源地址因此

所有的连接都是新建连接。 

 准确的识别攻击能力。很多防火墙在处理 Dos 攻击的时候，仅仅能保证防火墙后端

的流量趋于网络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不能保证准确的识别攻击报文。这样处理虽

然可以保证网络流量的正常，可以保证服务器不会瘫痪，但是这样处理还是会阻挡

正常用户上网、访问等的报文，因此虽然网络层面是正常的，但是真正的服务还是

被拒绝了，因此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 Dos 攻击防御的目的。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上述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考虑，因此 Dos 防御的

综合性能、功能等方面在同类防火墙产品中都具有很强的优势。 

丰富的 Dos 防御手段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根据数据报文的特征，以及 Dos 攻击的不同手段，可

以针对 ICMP Flood、SYN Flood、UDP Flood、CC 攻击、DNS 攻击等各种 Dos 攻击手

段进行 Dos 攻击的防御。可以主动识别出数十种常见的攻击种类，很多种攻击种类造成

的后果就是 Dos 形式的攻击，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主动发现并隔断这

些非法攻击，消除了内部网络遭受攻击的可能。通过对各种攻击的防御手段，利用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组建一个安全的防御体系，保证网络不遭受 Dos 攻击的

侵害。 

针对不同的攻击特点，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了一些不同的防御技术，这

样保证防火墙在抵御 Dos 攻击的时候更有针对性，使得整个防火墙的抵御特性更加完

整。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但在攻击手段上面进行了详细考虑，同时也在使用方

式和网络适应性方面做了周全的考虑，攻击防范既可以针对一台特定的主机也可以针对

一个安全区域的所有主机进行保护。 

高级的 TCP 代理防御体系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使用 TCP 代理方式来防止 SYN Flood 类的 Dos 攻

击，这种攻击可以很快的消耗服务器资源，导致服务器崩溃。在一般的 Dos 防范技术中，

在攻击发生的时候不能准确的识别哪些是合法用户，哪些是攻击报文。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采用了 TCP 透明代理的方式实现了对这种攻击的防范，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精确的验证可以准确的发现攻击报文，对正常报文依然可以通过允

许这些报文访问防火墙资源，而攻击报文则被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丢弃。 

有些攻击是建立一个完整的 TCP 连接用来消耗服务器的资源。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

拟防火墙可以实现增强代理的功能，在客户端与防火墙建立连接以后察看客户是否有数

据报文发送，如果有数据报文发送防火墙再与服务器端建立连接否则丢弃客户端的报

文。这样可以保证即使采用完成 TCP 三次握手的方式消耗服务器资源，也可以被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发现。 

扫描窥探 

扫描窥探攻击是利用 ping 扫射（包括 ICMP 和 TCP）来标识网络上存活着的系统，从

而准确的定位潜在的目标；利用 TCP 和 UCP 端口扫描，就能检测出操作系统监听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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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攻击者通过扫描窥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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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比较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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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扫描窥探包括：地址扫描、端口扫描、IP 源站

选路选项、IP 路由记录选项、利用 tracert 工具窥探网络结构等。 

畸形报文攻击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提供针对各种畸形报文的防范，主要包括 Land 攻

击、Smurf 攻击、Fraggle 攻击、WinNuke 攻击、ICMP 重定向或不可达报文、TCP 报文

标志位（如 ACK、SYN、FIN 等）不合法、Ping of Death 攻击、Tear Drop 攻击等，可

以自动的检测处这些攻击报文。 

应用层 DDoS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DDoS 功能，不但可以防范传统的基于 IP 层、传输

层的攻击防范。还可以防范应用层的 DDoS 攻击。主要包括：SIP-Flood、HTTP Flood、

HTTPS Flood、DNS-Request Flood、DNS-Reply Flood 等。可以自动检测发生了 DDoS

攻击，当检测到攻击发生时，启动 DDoS 的防御功能，可以阻止攻击流量，对正常流量

继续放行。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DDoS 功能，支持阈值的自学习功能，为 DDoS 攻击

防范阈值的设置提供参考，提高 DDoS 策略配置的有效性。其实现原理是：系统对正常

网络环境下的各种流量基于目的 IP 地址并按时间进行统计，得出此段时间内各种流量

的最高值，从而以此为依据计算出各种攻击类型对应的防范阈值。 

4.12 优秀的组网适应能力 

丰富的路由协议和路由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提供丰富安全特性的同时，集成了部分路由能力。华

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仅支持静态路由，而且还支持 RIP（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同时还支持路由策略和路由迭代，从而使

得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组网应用更加灵活。除此之外，还支持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动态路由，可以进一步提高组网的灵活性。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通过支持基于会话流的策略路由功能，使得策略路由与

安全特性（如 NAT、ASPF 等）协同工作，从而在多个去往 ISP 的出接口上实现负载分

担。当一条链路故障时，流量将切换到其他正常链路。 

多种工作模式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多种工作模式，丰富了组网应用： 

路由模式：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各接口具有确定的 IP 地址，内部网络和外

部网络的设备都清楚到达该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路由，这种方式适合网络

初建时，IP 地址统一规划有助于全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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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模式：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各接口不配置 IP 地址，以透明方式嵌入到

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之间，内部和外部网络的设备都察觉不到该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

拟防火墙的存在。这种方式无需重新规划网络中的 IP 地址和路由，同时可以使该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免受外界入侵。 

混合模式：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既存在工作在路由模式的接口（接口具有

IP 地址），又存在工作在透明模式的接口（接口无 IP 地址），则防火墙工作在混合模式

下。 

多种认证手段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认证、授权和计费的一致性框架，对网络访问安

全进行了集中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本地认证、标准 RADIUS（Remote Access Dial-In 

User Service）认证。提供明文、MD5（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鉴权等手段，支持

本地用户管理，可验证用户身份的合法性并为合法用户进行授权，防止非法用户进行访

问。 

多 ISP 组网适应能力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策略路由、多接口 NAT 等特性，可以完善得支持

多 ISP 组网方案。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配置策略路由指定流量分担，通过两个不

同的接口分担流量，当一个接口出现故障的时候，防火墙可以把流量全部切换到另外一

台设备上。 

VXLAN 

随着数据中心的云化，VXLAN（Virtual Extensible LAN）技术已经是新一代云数据中心

应用最广泛的 IP Overlay 技术，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了 L3 VXLAN 网

关功能，实现数据中心南北向边界的安全防护功能。 

 

4.13 完善的 VPN 功能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通过加密(DES、3DES、AH、ESP)提供 IPSec（IP 

Security）安全机制，为通讯双方提供访问控制、无连接完整性、数据来源认证、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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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隧道封装模式。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仅支持 IPSec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应用，

为用户提供高可靠的安全传输通道，而且还能结合 L2TP（Layer 2 Tunneling Protocol）

和 GRE（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构建多种 VPN 应用： 

 L2TP VPN 

 IPSEC VPN 

 GRE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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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L VPN 

 L2TP over IPSec VPN 

 GRE over IPSec VPN 

GRE VPN 

GRE：通用路由封装技术，在 IP 数据包的外面再加上一个 IP 头。通俗的说，就是把私

有数据进行一下伪装，加上一个“外套”，传送到其他地方，GRE 是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第三层隧道协议，即在协议层之间采用了一种被称之为 Tunnel（隧道）的

技术。 

华为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仅支持GRE VPN功能，在网关之间建立GRE Tunnel，

为用户提供安全传输通道，而且还能结合 IPSec 构建多种 VPN 应用。 

L2TP VPN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支持 L2TP: Layer 2 Tunnel Protocol 第二层隧道协

议,是为在用户和企业的服务器之间透明传输 PPP 报文而设置的隧道协议，是实现接入

VPN 的最常用的隧道协议。其中二层隧道的含义指的是：在隧道中间封装的是二层数据

报文（对 L2TP 协议而言，封装的是 PPP 报文）。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作为 LNS 允许移动用户直接发起 L2TP 隧道连接，要

求移动用户安装 VPN CLIENT 客户端软件，需要知道 LNS 的 IP 地址。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设备上收到了移动用户的请求之后，根据用户名、密码进行验证，并且

可以给移动客户分配私有 IP 地址，然后建立隧道。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作为 LAC 设备发起隧道连接，允许用户在接入到

Internet 的时候，通过防火墙作为 LAC 设备发起 L2TP 隧道连接。用户可以采用 PPP 的

方式接入到 Internet，也可以是 PPPOE 等协议。当在 LAC 设备上对用户的用户名、密

码进行验证的时候，根据用户名就可以知道是 L2TP 隧道用户，然后自动向 LNS 设备发

起连接，用户自然就接入到了自己的企业 VPN 中了。 

移动用户通过 L2TP 客户端软件接入 LNS 以访问总部内网，但 LNS 的地址为内网地址，

需要通过 NAT 服务器后才能接入。 

IPSEC VPN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 IPSec（IP Security）安全机制，为通讯双方提供访

问控制、无连接完整性、数据来源认证、反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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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隧道封装模式。 

IPSec 提供以下几种网络安全服务： 

 私有性 － IPSec 在传输数据包之前将其加密.以保证数据的私有性； 

 完整性 － IPSec 在目的地要验证数据包，以保证该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修

改； 

 真实性 － IPSec 端要验证所有受 IPSec 保护的数据包； 

 防重放 － IPSec 防止了数据包被捕捉并重新投放到网上，即目的地会拒绝老的或

重复的数据包，它通过报文的序列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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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采用 IPSEC VPN 的方式实现分支机构和企业总部

VPN 网关建立 VPN 隧道，获得的内网 IP，实现安全的传输，保证企业信息安全。IPSec

提供了两个主机之间、两个安全网关之间或主机和安全网关之间的数据保护。在两个端

点之间可以建立多个安全联盟，并结合访问控制列表（access-list）， IPSec 可以对不同

的数据流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达到不同的保护效果。IPSec 的安全联盟可以通过手工

配置的方式建立，但是当网络中结点增多时，手工配置将非常困难，而且难以保证安全

性。这时就要使用 IKE 自动地进行安全联盟建立与密钥交换的过程。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 IPSEC VPN 功能还提供基于公钥基础设施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框架的证书认证机制，支持证书的申请、存储和验证，但不提供生成证

书功能，支持数字信封进行 IKE 协商，即就是在协商 IKE 隧道的过程中采用证书认证。 

BGP/MPLS VPN 

BGP/MPLS VPN 是一种 L3VPN（Layer 3 Virtual Private Network）。它使用 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在服务提供商骨干网上发布VPN路由，使用MPLS（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在服务提供商骨干网上转发 VPN 报文。这里的 IP 是指 VPN 承载的是 IP 报文。 

MPLS 无缝地集成了 IP 路由技术的灵活性和 ATM 标签交换技术的简捷性。MPLS 在无

连接的 IP 网络中增加了面向连接的控制平面，为 IP 网络增添了管理和运营的手段。 

因此，使用基于 MPLS 的 IP 网络作为骨干网的 VPN（MPLS VPN）成为在 IP 网络运营

商提供增值业务的重要手段，越来越被运营商看好。 

BGP 与 I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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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佳路由。VPN 本身就是利用公共网络传递 VPN 数据，而公共网络通常已经应用 IGP 发

现和计算自身的路由。构建 VPN 的关键在于控制 VPN 路由的传播，及如何在两个 PE

之间选择最佳的路由。 

BGP 使用 TCP 作为其传输层协议（端口号 179），提高了协议的可靠性。可以利用这一

点来进行跨路由器的两个 PE 设备之间交换 VPN 路由。 

BGP 可以承载附加在路由后的任何信息，作为可选的 BGP 属性，任何不了解这些属性

的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都将透明的转发它们。这为在 PE 间传播 VPN 路由提供

了便利。 

路由更新时，BGP 只发送更新的路由，减少了传播路由所占用的带宽，提供了在公共网

络上传播大量的 VPN 路由的可能。 

BGP 是一种外部网关协议（EGP），因此实现跨运营商的 VPN 更加容易。 

4.14 应用层安全 

业务感知(SA) 

传统防火墙通过端口来识别应用，进行策略控制。如果一个应用使用非知名端口进行通

信，则可能逃避防火墙的检测。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业务感知(SA)，通过对报文的载荷进行深度分析，识

别流量的真实应用类型。具有如下特征： 

 多种识别方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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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SA 功能，结合使用多种识别方法，进行准确的

应用协议识别。不但能够识别常用的协议如 HTTP 等，还可以识别承载于常用协议

之上的其它应用，如 facebook、WebMail 等。 

 预定义识别规则库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SA 功能，使用规则库来进行应用的识别。规则

库可以在线升级，满足日益丰富的应用识别需求。 

华为提供的预定义规则库，可以识别 6000+的常见协议和应用，满足大部分用户的

应用识别需求。 

 自定义识别规则 

在提供预定义应用识别规则之外，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SA 功能，提

供用户自定义应用识别规则功能，满足差异化的应用识别需求。 

对一些特殊的协议或者应用，用户可以根据 IP、端口、内容匹配等条件，配置自定

义应用识别规则，进行识别。补充预定义规则无法识别的场景。 

入侵防御系统(IPS)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IPS 特性，基于深度应用识别技术，能够对流经防火

墙的流量进行深度应用层分析和检测。能够精确识别并防护各种网络攻击行为。支持僵

尸、木马、蠕虫的威胁检测，支持 SQL 注入和 XSS 等攻击检测。 

 部署方式 

旁路部署方式：旁路部署场景可以对流量进行安全检测，不进行任何防护或清洗，

不会对原有流量有任何影响。 

在线检测部署方式：在线检测部署场景可以对流量进行安全检测，但是不会做任何

具体防护动作，除部分 Qos、TTL 等修改外，不会对丢弃或修改报文。 

在线防护部署方式：在线防护模式可以支持检测清洗模式，对于检测到的安全威胁，

能够进行相应的防护，包括丢包、改包、限流等。 

 主要特性功能 

预定义规则检测：能够根据用户需要定义预定义的规则，包括各种常见的防漏洞攻

击、僵木蠕、SQL 和 XSS 攻击等具体的策略。用户可以根据对象、严重性、操作

系统、协议类型、威胁类别选择和生成签名集合，根据这个签名集合，可以进行预

定义规则的制定。对于预定义的功能，还应该允许用户定义例外签名，以豁免一些

不合适的签名。 

自定义规则检测：能够根据用户需要的自定义的规则。自定义规则包含自定义的对

象以及规则体，规则体包含对解码字段的判断条件式。利用这个方式用户可以自行

添加自定义得规则，从而得以应用解决自行添加的 IPS 检测需求。 

关联检测：能够根据威胁的需求，系统预先定义了一些威胁的关联检测，这种关联

检测通常表示安全威胁基本事件的关系，通过定义这种关联能够发现更深层次的威

胁。 

防躲避：对于 IPS，因黑客的目的是为了攻击网络设备或服务器，可能会进行攻击

躲避。这里防躲避的能力能够保证检测准确，不遗漏。 

支持引擎和特征库的升级：支持在线升级和离线升级引擎、特征库。实现对现网新

威胁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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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病毒(AV) 

华为USG6000V系列虚拟防火墙的AV特性，能够对流经防火墙的流量进行应用层检测。

分析其中传输的文件，进行病毒检测，并阻断病毒文件的传输，避免给客户服务器和

PC 终端造成损害。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AV 特性，有以下功能： 

 支持丰富的应用层协议解析 

支持丰富的应用层协议解析功能，分析其中的文件传输动作，对传输的文件进行病

毒扫描。 

 支持多种文件类型 

支持丰富的文件类型，支持压缩文件解压后进行病毒检测。支持基于文件内容进行

真实文件类型的识别，避免通过修改扩展名逃避检测。 

 支持流模式 AV 检测 

支持流模式的 AV 检测功能，防护性能高。 

 病毒特征库升级 

通过病毒特征库的升级来实现对现网中新病毒的 AV 检测，在特征库升级的过程中

不中断 AV 检测。 

内容过滤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内容过滤特性对网络传输数据进行实时应用层分析，

根据管理员预先定义的过滤策略对应用层承载内容进行检测和拦截，从而减少未经授权

的文件和敏感内容传输所带来的风险。 

内容过滤，根据扫描、过滤目标的不同，可以分成以下三个方面的过滤功能。协议内容

过滤、文件类型过滤、文件内容过滤。 

 协议内容过滤 

一些应用层协议，直接在协议内容中携带信息。如网页内容、论坛、微博、邮件等。

可以直接配置策略，对协议内容进行过滤。 

利用深度协议识别，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识别使用非知名端口进行通信

的流量，避免逃避和误判。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深度协议解码，支持多层承载协议的解码、内容解

压缩、归一化处理，防止应用层逃逸。 

 文件类型过滤 

使用文件类型过滤功能，可以对应用层所传输的文件，根据文件类型进行过滤。避

免高危类型的文件、机密文件通过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USG6000V 系列虚

拟防火墙同时支持基于文件扩展名进行过滤，和基于真实文件类型进行过滤。 

基于真实文件类型过滤时，可以根据文件的内容，识别传输文件的真实类型，防止

逃避。 

支持解压，可以对压缩包中的文件，解压后进行真实文件类型过滤。 

 文件内容过滤 

使用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文件内容过滤功能，可以对文件的内容进行深入

分析，进行文件内容的数据过滤，可以避免敏感信息泄露、防止非法信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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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实文件类型过滤时，可以根据文件的内容，识别传输文件的真实类型，防止

逃避。 

支持解压，可以对压缩包中的文件，解压后进行真实文件类型过滤。 

支持内容的归一化处理，防止采用一些编码技术逃避检测。 

4.15 丰富的北向集成能力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作为一款 NFV 防火墙，提供了丰富的北向 API 编程接

口，可以供各种 Controller/Orchestrator 来调用，形成完整的 SDN/NFV 解决方案。 

NETCONF 和 RESTCONF 北向接口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使用统一 YANG 建模，同时提供 NETCONF 和

RESTCONF 两套北向 API 编程接口； 

华为公司 Agile Controller 通过调用 NETCONF 接口，将 USG6000V 集成进华为公司敏

捷云数据中心完整解决方案；  

RESTCONF 接口借用 http 的 get/put 等操作字来实现 CRUD（Create/Read/Update/Delete）

操作，承载于 http 协议上，可以方便地穿越各种复杂的网络环境，形成 API 对接；基于

OpenStack 的 USG6000V plugin 就是调用 RESTCONF 接口，将 USG6000V 集成进

OpenStack 解决方案中。 

NETCONF 和 RESTCONF 两套 API 接口，同时提供，客户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用其中

某种接口，将 USG6000V 集成到任何第三方的云计算解决方案中。 

OpenStack Neutron Plugin 

OpenStack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云计算平台，Neutron 是 OpenStack 中负责网络的组

件，用户可以基于 OpenStack 搭建自己的 SDN 解决方案，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

火墙提供了基于 Neutron的 Plugin插件，用户可以使用该组件直接使用 OpenStack FWaas

等 API 来调用 USG6000V，自动化地发放相关业务。 

4.16 完善的维护管理系统 

丰富的维护管理手段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本地或远程维护： 

 支持通过 Console 口进行本地配置和维护。 

 支持通过 Telnet 方式实现本地或远程配置和维护。 

 支持 SSH（Secure Shell，安全外壳）维护管理方式，实现在不能保证安全的网络上

提供安全信息保障和强大认证功能，以避免受到 IP 地址欺诈、明文密码截取等等

攻击。 

 支持基于 WEB 及 WEBS 的 GUI 图形化配置和维护 

 支持华为 NMS 的集中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技术白皮书 4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技术特点 

 

V1.01 (2018-02-08)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 

 

基于 SNMP 的终端系统管理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 SNMP（V1/V2/V3）协议和 Client/Server 体系结构，

接受 NMS 网管站的管理，如接受华为公司网管平台 eSight 的管理。 

4.17 完善的日志报表系统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在运行过程中，会对相应的接口流量、会话数等进行相

应的统计，从而形成统计信息，上报给网管、输出日志信息、提供给其他模块进行相应

的判断处理、或者提供给用户调试使用等。用户还可以有选择性的选择统计感兴趣的统

计信息，排除掉其他认为不需要统计的信息，做到灵活配置。 

日志信息主要用于查看设备的运行状态、分析网络的状况以及定位问题发生的原因，为

系统进行诊断和维护提供依据。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系统日志提供了一种事后审计的方式，路由器设备针

对各种操作记录、攻击信息等情况应该可以提供详细的日志，并且可以提供日志查询、

过滤等的手段，可以方面的进行日志查找、分析等功能。 

生成的日志信息可以通过 Console 口或 telnet 方式显示日志内容，在设备上对日志进行

保存，也可以使用 SYSLOG 协议将日志信息输出到日志服务器。 

本地日志存储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可以在虚拟机硬盘上进行日志存储。在未配置日志

服务器时，可以使用虚拟机硬盘进行日志存储。当日志存储满时，用户可以指定丢弃最

新的日志，或者最新的日志覆盖最老的日志。 

用户可以将硬盘上的日志文件进行导出，避免日志丢失。 

日志服务器 

为了集中性地接收并存储路由器设备的日志，华为公司推出了专门的“日志服务器”软

件，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日志浏览和查询功能，并对日志进行分析。日志服务器软件按照

功能分为前台管理、后台进程两部分。前台管理提供数据库配置、日志相关配置、日志

分类查询等操作；后台进程包括日志收集进程、监听进程两种。日志服务器软件可以自

定义接收日志类型，提供日志存储、多种日志查询和导出、日志备份。 

两种日志输出方式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不仅能通过文本方式输出 SYSLOG 日志；而且还针对

流经设备的数据流量大和日志信息丰富等特点，创建基于流状态的信息表，并通过二进

制方式输出日志。和 SYSLOG 日志相比，二进制日志更适合传输日志信息量大的应用，

要求较高的网络传输速度。 

多种日志信息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完整、统一的日志信息描述，日志类型包括： 

 流量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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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过防火墙的流量，可以以流为单位记录流量日志。日志内容中包含一个完整

流的源地址、源端口、目的地址、目的端口、上网用户、应用等信息，及流的开始

和结束时间、流的状态信息等。对于使用 NAT 功能的流还标识了地址转换之后的

地址和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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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防范日志 

当发生大量攻击时，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利用队列机制对路由器支持的

攻击防范特性提供日志告警信息，通过 SYSLOG 方式输出告警，告警信息包括攻

击来源（源地址）和攻击种类等。 

 威胁日志 

当防火墙检测到威胁发生时，记录威胁日志。可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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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通过威胁日志，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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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日志 

内网用户通过防火墙进行 Web 访问时，可以根据策略进行 URL 过滤，并记录用户

访问的 URL 日志。通过 URL 过滤日志，可以查看 URL 过滤功能记录的内网用户

访问 URL 时所产生的告警和阻断情况，了解内网用户的 URL 访问的使用情况以及

被告警或阻断的原因。 

 内容过滤日志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内容过滤功能，对命中内容过滤条件的流量，

记录内容过滤日志。通过内容过滤日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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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过滤日志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邮件过滤功能，对命中邮件过滤条件的流量，

记录邮件过滤日志。通过邮件过滤日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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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记录防火墙管理员登陆防火墙所执行的所有操作。通过操作日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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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日志，记录防火墙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事件。通过系统日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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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活动日志 

上网用户通过防火墙进行网络访问，防火墙可以记录用户的活动日志。通过用户活

动日志，可以查看用户的在线记录，例如登录时间、上网时长、登录时所使用的 IP

和 MAC 地址等信息，了解当前网络中的用户活动情况，发现异常的用户登录或网

络访问行为，以及时做出应对。 

 策略命中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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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的策略被命中时，可以记录策略命中日志。通过策略命中日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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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日志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支持行为审计、内容审计功能，可以记录用户上网

行为以及关键内容的审计日志。通过审计日志，可以查看审计功能记录的用户的特

定网络行为。 

 流量监控日志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根据安全域、IP 地址等参数进行流量监控，判断

速率或连接数目是否达到上限或下限值，当达到上限时触发告警并记录日志，从而

有效监控流量；当达到下限时，也触发告警，指示系统恢复正常。 

 黑名单日志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对于在检测中发现的非法用户，自动将该用户的源

IP 地址加入到黑名单中，并产生一条黑名单日志，该日志记录主机地址、加入原因

等信息。 

 多种统计信息 

记录流统计信息，了解路由器运行状况。这些流统计信息包括：总的连接数目、当

前连接及半连接数目、最高峰值及丢弃报文数目。 

记录各种攻击报文的数目，了解攻击事件的发生情况。 

丰富的报表功能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提供丰富的报表功能，可以将各种日志信息组合成直观

的报表，供管理员查看。管理员可以定制各类报表信息，提取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报表可以定时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防火墙管理员。 

 流量报表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流量报表，可以基于“源地址”、“目的地址”、

“用户”、“应用”、“应用类别”、“应用子类别”几个维度进行流量统计、排行、和

趋势分析。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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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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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威胁报表，可以基于“威胁类型”、“应用”、“用

户”、“攻击者”、“攻击对象”、“威胁名称”、“病毒名称”、“攻击防范”几个维度的

对威胁次数趋势和排行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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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管理员发现最常发生的威胁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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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 URL 报表，可以基于“URL 分类”、“站点”维

度的对 URL 访问次数进行统计、排行和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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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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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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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 USG6000V 系列虚拟防火墙的策略命中报表，可以基于安全策略维度对策略命

中次数进行统计和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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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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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