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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读者对象 

本书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网络工程师 

 技术推广人员 

 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命令行格式约定 

命令行字体采用用 Arial，具体相关格式意义如下： 

粗体：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 

[ x | y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由双斜杠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各类标志 

本书采用以下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1 .  红色底纹，表示警告、注意，提醒操作中须小心注意的事项。 



  
 

 警告 

2 .  黄色底纹，表示约定、参考，对正文的补充说明。 

 说明 

3 .  绿色底纹，表示建议、小窍门、推荐的操作方法。 

 建议 

符号 

＜＞：表示按键名称、按钮名称以及操作员从终端输入的信息，如＜Enter＞、＜a＞分

别表示回车、小写字母 a。 

［］：表示人机界面、菜单条、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其中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檔

→新建］多级菜单，表示［檔］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 

键盘操作 

＜键 1+键 2＞：表示在键盘上同时按下几个键。如＜Ctrl+Alt+A＞表示同时按下“Ctrl”、

“Alt”、“A”这三个键。 

＜键 1，键 2＞：表示先按第一键，释放，再按第二键。如＜Alt，F＞表示先按＜Alt＞

键，释放后，紧接着再按＜F＞键。 

鼠标操作 

单击：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左键。 

双击：连续两次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左键。 

右击：快速按下并释放鼠标的右键。 

拖动：按住鼠标左键不动，移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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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管理 

1.1 系统概述 

NGFW 系统可以通过命令行配置，也可以通过图形界面进行配置。其中命令行配置除了

可以通过 console 口连接，也可以通过 SSH，Telnet 客户端连接，图形界面采用的 B/S

模式，可以通过 HTTPS 和 HTTP 进行连接。本手册只介绍通过命令行的方式进行配置

管理。 

1.2 命令行特性 

这一节主要讲述当您进入命令行进行配置时所要进行的步骤。请仔细阅读本节以及后边

几节中关于使用命令行接口的详细信息。 

使用命令行接口（CLI），请按照以下步骤： 

第 1 步：当进入命令行接口出现命令提示符后，请确认您有相应的权限。大多数配置命

令都需要用户您有管理员权限。 

第 2 步：键入命令名称。 

 命令行中的所有命令和关键字都是小写。 

如果命令不含需要用户输入的参数，那么请直接跳到第 3 步。如果命令含需要用户输入

的参数，那么继续以下步骤： 

1）如果命令需要一个参数值，请输入一个参数值。在输入参数值时，可能要输入关键

字。 

2）命令的参数值部分一般指定了您应该输入什么样的参数，是某范围内的数值，或者

字符串或者 IP 地址。关键字是指命令中要操作的对象。 

3）如果命令需要多个参数值，请按命令的提示依次输入关键字和每个参数值。直到提

示信息中出现让您按回车键信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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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输入完整的命令后，请按回车键。 

例如：“exit” 是一个不含参数和关键字的命令。命令名称为 exit；“ip address A.B.C.D/M” 

是一个含有参数和关键字的命令。其中命令名称为 ip，关键字为 address，参数值为

A.B.C.D/M。 

1.2.1 语法帮助 

命令行接口内置有语法帮助。如果您对某个命令的语法不是很确定，请输入该命令中您

所知道的部分，然后输入“?”或“空格加 ？”。命令行会提示您已经输入的部分命令

后剩余部分的可能的命令清单。 

1.2.2 使用语法帮助补齐命令 

系统提供用户输入“Tab”键后，对命令进行补齐的功能。当您输入了一部分命令后，

再输入“Tab”键，如果匹配的命令有多个，则列出可能的命令清单，如果匹配的命令

只有一个，那么命令行会自动把用户输入的那部分命令补齐，并把光标移至最后。 

1.2.3 命令中的符号 

您可能会在命令语法中看到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只是说明您该如何输入该命令，但是不

是命令本身的一个部分。下表对这些符号进行了概要说明。 

表 1-1 命令行中的符号 

符号 描述 

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表示该命令的该部分必须输入一个字符串参数。例如

命令： 

usergroup NAME firewall 

中您必须在NAME那个位置输入一个合法的用户组的名字作为

您所创建的用户组的名字。 

A.B.C.D和A.B.C.D/M A.B.C.D表示IP地址，M表示掩码。例如命令： 

ip route A.B.C.D/M (A.B.C.D|INTERFACE) 

圆括号 ( )和竖直线 | 圆括号一般和竖直线配合使用。圆括号括起来的部分表示这部

分命令有几个用竖直线分隔开的可选项，您必须选择输入其中

一项。 

例如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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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timezone (utc|cst) 

中圆括号内包含由竖直线分隔的两个可选项，您必须输入utc 和

cst其中的一个。 

中括号 [ ]  中括号表示里面的参数可输入或可不输入。 

例如命令： 

show access-user [USERNAME] 

中第二个参数如果输入表示有要显示指定用户名称的接入用户

信息，如果不输入表示显示所有接入用户的信息 

尖括号和数值范围 尖括号和数值范围表示输入的参数的取值范围在那两个数值之

间的某个数。 

例如命令：policy <1-5000> 

中配置到设备上的策略ID可以是1至5000中的任何一个。 

1.2.4 命令简写 

命令简写是指您可以只输入命令单词或关键字的前边部分字母，只要那部分字母不会造

成歧义，就可以直接回车执行该命令。但需要用户输入的参数如 PPPoE 模板的名字等，

要完整输入。例如： 

ip address 192.168.1.1/16 

可以简写成：ip add 192.168.1.1/16 

 当使用命令简写时，您必须输入足够多的字母，以确保在众多命令中不会造成歧义。 

1.2.5 命令模式 

设备支持丰富的命令模式，下表列出了所有的命令模式。 

表 1-2 设备支持的所有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 提示符 进入方法 

普通模式 NGFW> 系统引导起来后，输入密码 

特权模式 NGFW # 在普通模式下输入密码 

全局配置模式 NGFW (config)# 在特权模式下输入 

configure terminal 

以太网接口配置

模式 

NGFW (config-eth0)#   在 全 局 配 置 模 式 下 输 入 interface 

IFNAME，例如：interface eth0 

VLAN配置模式 NGFW (config-eth0.1)# 在配置模式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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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提示符 进入方法 

interface IFNAME.VID 

1.2.6 常用命令介绍 

表 1-3 普通模式下的常用命令介绍 

命令 描述 

enable 进入特权模式，可以对设备进行配置和写操作 

exit 退出当前模式，返回到上一级模式。 

ping -c <1-10000> -s <0-65507> -w <0-10> 

WORD 

网络连通性基本检测工具，WORD为对方主机地

址。-c表示ping包的个数，-s表示包的大小，-w是

等待相应的时间。 

list 显示当前模式下可用的命令 

show running-config 显示当前的配置信息（可以是没有保存的） 

show startup-config 显示已经保存的启动配置信息 

show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1.3 实现系统配臵的途径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设备进行管理： 

 使用终端（或者仿终端软件）连接到设备的串口（Console）从而访问设备的命令行接口

（CLI） 

 使用 Telnet 管理设备 

 使用 SSH 管理设备 

 通过 Web 进行管理 

 

1.3.1 通过串口实现系统配臵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1 

 流量控制  ：无 

 

正确设置完 Console 的参数并将设备加电，可以看到设备的登录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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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通过Telnet实现系统配臵 

任何一个有 Telnet 功能的工作站都能通过 TCP/IP 网络连接到设备。可以通过以下步骤

Telnet 登录到设备： 

通过 Console 口用管理员用户的帐号登录到设备。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然后给设备某个接口配置 IP 地址。给接口配置 IP 地址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ip address A.B.C.D/M 

配置接口允许 Telnet 登录，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allow access telnet 

此后可以从该接口上以该接口的 IP 地址 Telnet 登录到设备命令行接口。 

 默认情况下 eth0(ge0)口的 Telnet 功能是打开的，其他接口默认是不允许 Telnet 登录的。 

1.3.3 通过SSH方式实现系统配臵 

网络被攻击，很多情况是由于服务器提供了 Telnet 服务引起的。Telnet 服务有一个致命

的弱点——它以明文的方式传输用户名及口令，所以，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窃取口令。

目前，一种有效代替 Telnet 服务的有用工具就是 SSH 服务。SSH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通

讯时，用户名及口令均进行了加密，有效防止了对口令的窃听。设备支持以 SSH 的方

式对设备的管理。 

任何一个有 SSH 功能的工作站都能通过 TCP/IP 网络连接到设备。可以通过以下步骤登

录到设备： 

通过 Console 口用管理员用户的帐号登录到设备。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然后给设备某个接口配置 IP 地址。给接口配置 IP 地址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ip address A.B.C.D/M  

配置接口允许 SSH 登录，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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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 access ssh 

此后可以从该接口上以该接口的 IP 地址通过 SSH 命令登录到设备命令行接口。 

 默认情况下 eth0(ge0)口的 SSH 功能是打开的，如果你已经关闭了该功能，必须使用 allow 

access ssh 命令打开。其他接口默认是关闭的，需要使用 allow access ssh 命令打开。 

 

1.4 系统文件管理 

系统文件的管理是指对于配置文件、系统应用程序文件的维护和管理。对于系统文件的

管理，在没有特别指明的时候，都是在特权模式下操作。 

1.4.1 copy命令使用 

copy 命令的格式如下： 

 copy tftp A.B.C.D RemoteFile (version|config) 

具体参数解释如下  

  version  ：  表示更新版本文件 

  config ： 表示配置文件 

1.4.2 保存配臵文件 

配置文件保存的步骤如下所述： 

方法 1： 

步骤1 write memory 将配置文件保存到系统中 

方法 2： 

步骤1 write file 将配置文件保存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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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修改了设备的配臵后，必须将配臵保存到设备中，重新启动后，配臵才能保持不

变。 

 

 1）以上两个命令作用相同，都实现保存配臵文件的功能。 

2）startup-config 表示系统启动时的配臵项，而 running-config 表示系统启动后当前的配

臵项，操作员更改后的配臵项反映在 running-config 中，系统刚启动时，running-config

就是 startup-config。 

1.4.3 配臵文件的上传与下载 

用户还可以把一份好的配置文件保存到文本文件中，在需要的时候（例如不小心把设备

配置搞乱了，不知道怎样把配置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时）再把配置文件下载到设备中。通

过使用下面的命令完成配置文件的下载： 

copy tftp A.B.C.D RemoteFile config 

配置导出的命令： 

copy (running-config|startup-config) tftp A.B.C.D RemoteFile 

 

1.4.4 系统升级 

用户还可以把一份版本文件下载到设备中。通过使用下面的命令完成系统文件的下载： 

copy tftp A.B.C.D RemoteFile version 

1.5 常用系统管理命令 

1.5.1 开启、关闭Telnet服务 

关闭 Telnet 服务的步骤： 

步骤1 (no) allow access telnet 关闭Telnet服务，执行该命令后将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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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器Telnet到设备 

默认情况下，Telnet服务只在 eth0/ge0接口下是打开的，即允许其他机器的Telnet操作。，  

1.5.2 开启、关闭SSH服务 

关闭 SSH 服务的步骤： 

步骤1 (no) allow access ssh 关闭SSH服务，执行该命令后将禁止其

他机器SSH到设备 

默认情况下，SSH 服务只在 eth0/ge0 接口下是打开的，即允许其他机器的 SSH 操作。 

1.5.3 查看谁在系统上 

who 命令显示当前有哪些操作员登录进系统。  

1.5.4 清除登录用户 

如果有多个操作员登录进系统，而有些操作员出现了异常，某个管理员可以把其他管理

员踢出系统，可以通过 clear user 命令完成这个功能。 

清除管理员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clear user USERNAME addr A.B.C.D 

time .TIME 

根据输入的用户名，地址，时间清除对

应的用户。 

1.5.5 查看系统的版本 

show  version 命令可以查看系统的版本信息，包括所有物理接口，以及接口的 MAC 地

址，系统的版本信息，防攻击以及防病毒的库文件的版本。例如： 

NGFW# show version 

System          : V502R0100B20111227  

AV version      : 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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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 version     : 2011-10-14  

Compile time    : Dec 27 2011 10:59:12  

Copyright 2010-2013 Ruijie Networks Corps.  

Device: 1600-SC Serial number: 0810081112149999 

eth0:   Marvell 88E6161 v1.0MAC address: 00:90:0b:13:36:83 

eth1:   Marvell 88E6161 v1.0MAC address: 00:90:0b:13:36:84 

eth2:   Marvell 88E6161 v1.0MAC address: 00:90:0b:13:36:85 

eth3:   Marvell 88E6161 v1.0MAC address: 00:90:0b:13:36:86 

eth4:   10/100/1000M Cavium ethernet COPPER interface MAC address: 

00:90:0b:13:36:87 

eth5:   10/100/1000M Cavium ethernet COPPER interface MAC address: 

00:90:0b:13: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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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的引导 

软件系统的引导依靠一个独立的软件模块，称之为 bootLoader。bootLoader 包含以下两

部分内容： 

 系统硬件的初始化和软件系统的引导。 

 版本的下载升级。 

 

2.1 bootLoader 概述 

bootLoader 环境是一个包含初始化过程和系统引导以及版本下载功能的独立软件模块。

一般来说，当设备的软件系统由于故障无法启动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该软件环境进行系

统的升级和修复。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无需进入该软件环境。 

 该模块属于高级功能，一般用户请谨慎使用该模块。 

 

2.2 配臵 bootLoader 

2.2.1 进入bootLoader 

如果需要进入 bootLoader 环境，要将 CONSOLE 电缆接到 PC 机的 COM 口，并设置 PC

机超级终端的参数为：波特率 96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流控无。 

启动设备，超级终端会打印： 

PressCtrl+c to stop auto-boot. 

3 seconds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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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按 Ctrl+c 可以进入 bootLoader 环境，如果 3 秒钟内没有任何输入，则系统会自动进

入主软件系统。按 Ctrl+c 后，系统会进入如下环境： 

 

********************************************************************************* 

        *                                      * 

        *                  BOOT MENU:             * 

        *  1. Configure network parameters.           * 

        *  2.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ethernet port to disk.       * 

        *  3.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ethernet port to RAM and run.  * 

        *  4.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serial port to disk.           * 

        *  5.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serial port to RAM and run.    * 

        *  6. Download System image from USB device to disk.        * 

        *  7. Download System image from USB device to RAM and run.  * 

        *  8. Misc functions.                                 * 

        *  9.Reboot.                            * 

        *                                             * 

        ******************************************************************************** 

 

2.2.2 bootLoader功能1 配臵网络参数 

该功能用于，通过网口下载升级系统软件时所需的网络参数。参数说明如下：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版本文件的下载网口 Eth0或GE0 不能更改设置 

版本文件下载的网关IP地址 

(Startup gateway) 

0.0.0.0 可更改设置 

版本文件下载的本地IP地址 

(Startup local) 

0.0.0.0 可更改设置 

版本文件下载的本地IP地址掩码 

(Startup mask) 

0.0.0.0 可更改设置 

版本文件下载的服务器IP地址 

(Startup server) 

0.0.0.0 可更改设置 

版本文件下载的文件名 

(Startup image) 

ngfw.bin 可更改设置 

下载版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有，将存有版本文件的 PC 机的网口和设备的下载网口（下

载网口见表 1.1）相连；在 PC 机上启动 TFTP server 软件并指向版本文件（一般情况下



                                                          RG-NGFW 命令手册  

 

32 / 362 
 

是 ngfw.bin）。 

配置网络参数通过 bootLoader 菜单的功能 1. Configure network parameters.来实现，选择 1

配置网络参数：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1 

Do you want to edit startup script - continue (y/n)? y 

Startup kernel: /boot/kernel.img 

Startup initrd: /boot/rootfs.img 

Startup cmdline: root=/dev/ram console=ttyS0,9600,n8 

Startup config: /boot/ngfwcfg.con 

Startup image:ngfw.bin 

Startup local: 192.168.1.100 

Startup mask: 24 

Startup server: 192.168.1.2 

Startup gateway: 192.168.1.1 

Are you sure to store the parameters above - continue (y/n)? y 

上述参数的含义如下： 

Startup gateway: 如果 PC 机和设备直连或处在一个局域网内，可不需要配置此参数（建

议采取这种模式）。如果 PC 机和设备处在不同的局域网内，这个地址用来设置设备的网

关地址。 

Startup local: 下载版本时设备所使用的 IP 地址。 

Startup mask: 下载版本时设备所使用的 IP 地址掩码。 

Startup server: PC 机的 IP 地址。 

Startup image: 版本文件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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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bootLoader功能2 网络下载版本 

在 2.2.2节描述的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选择 2.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ethernet 

port to disk. 可以将版本文件下载并安装到设备的磁盘中。例如： 

Downloading ngfw.bin...... 

Download success, ngfw.bin length:26800640 

Begain to install files...... 

Install /boot/kernel.img......success! 

Install /boot/rootfs.img......success! 

Finish to install version file! 

 

下载完毕后重启设备，系统就可以进入更新后的系统软件版本。 

2.2.4 bootLoader功能3 网络启动版本 

在 2.2.2 所描述的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的前提下，选择 3.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ethernet 

port to RAM and run.可以通过 PC 上的版本文件启动设备。但是此版本只在本次启动有效，

下一次设备启动时，版本会丢失。 

2.2.5 bootLoader功能4 串口下载版本 

串口下载版本指通过 CONSOLE 口使用 XMODEM 协议下载版本文件。请选择 4.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serial port to disk。例如： 

Please input your choice:4 

Please change baudrate to 115200 and transfer file by XMODEM protocol. 

看到上述提示后，请将 windows 超级终端的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为了加快下载速度），

并重新连接，然后用超级终端的“发送文件”按钮，选择 XMODEM 协议，在浏览器中

选择正确的版本文件，并按发送。文件传输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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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传输结束，系统会打印： 

Download complete, please change baudrate to 9600. 

看到上述提示后，请将 windows 超级终端的波特率设置为 9600。 

下载完毕后重启设备，系统就可以进入更新后的系统软件版本。 

 

2.2.6 bootLoader功能5 串口启动版本 

选择 5. Download System image by serial port to RAM and run.可以通过串口启动 PC 机上

的版本文件，操作步骤和 2.2.5 相同。不同的是，下载完毕后会直接启动系统而不是把

系统安装到磁盘中。且只在本次启动有效，下一次设备启动时，版本会丢失。 

2.2.7 bootLoader功能6 USB下载版本 

设备插入 U 盘并启动后，可以在 bootLoader 菜单中选择 6. Download System image from 

USB device to disk.注意 U 盘中必须存储有版本文件 vsos.bin。系统会把版本从 U 盘中读

出并存储到本地磁盘中。 

下载完毕后重启设备，系统就可以进入更新后的系统软件版本。 

2.2.8 bootLoader功能7 USB启动版本 

选择 7. Download System image from USB device to RAM and run.可以通过 U 盘中存储的

版本文件 ngfw.bin 启动。操作步骤和 1.2.7 相同。不同的是，下载完毕后会直接启动系

统而不是把系统安装到磁盘中。且只在本次启动有效，下一次设备启动时，版本会丢失。 

2.2.9 bootLoader功能8 杂项功能 

选择 8. Misc functions.会进入杂项功能子菜单，系统会打印出子菜单选项： 

************************************************************ 

        *         MISC FUNCTIONS MENU:      * 

        *  1. Clear current configure 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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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Recover backup configure file.            * 

        *  3. Modify system clock.                      * 

        *  4. Reset administrator passowrd.         * 

        *  5. Exit.                            * 

        *                                             * 

        ************************************************************ 

             各个选项功能如下： 

Clear current configure file 

清除当前系统的配置文件，该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使用！ 

Recover backup configure file.1 

将当前配置文件恢复为备份配置，该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使用！ 

Modify system clock. 

修改硬件系统时钟。选择该选项，系统会逐一提示，如下所示： 

Do you want to Modify system clock - continue (y/n)? y 

Year:   2010 

Month:  2 

Day:    20 

Hour:    6 

Minute:  39 

Second:  17 

Current time: 2010/02/20 06:39:17. Are you sure - continue (y/n)? y 

确认后，系统时间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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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 administrator passowrd. 

该选项可在下次启动时将管理员口令恢复为缺省口令（firewall），该功能只在下一次启

动生效，再次启动还是需要输入合法的管理员口令。 

2.2.10 bootLoader功能9重启设备 

     选择 9.Reboot 可以重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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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臵会话管理 

3.1 会话管理概述 

会话管理原理： 

会话管理功能，即基于状态的资源控制，用于保护 NGFW资源。 

对 NGFW产品来说，资源是十分宝贵的，当受到外来的 DDOS一类攻击时，设备内部的资

源大量被攻击流所占用，此时正常的报文必然会受到影响。 

启动会话管理服务后，设备会对所建流进行监控，将这些流区分为全连接和半连接：当

有新建连接长时间未得到应答就会一直处于半连接状态，直至得到正确应答才会转成全

连接状态。当设备内的半连接超过限制时，就判断有可能是遭受到了攻击，这时设备将

会做相应的处理。 

会话管理主要功能： 

● 连接数管理 

● 系统/协议连接总数限制 

● 系统/协议半连接总数限制 

● 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限制 

● 连接老化时间控制 

● 连接监控 

● 指定连接删除 

● 临时阻断 

● 基于源/目的 IP/目的端口的连接统计 

● 协议管理 

相关术语解释： 

● 系统连接总数：所有协议的连接总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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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半连接总数：所有协议的半连接总数之和。 

● 系统半连接速率总数：所有协议的半连接速率总数之和。 

● 协议连接总数：该协议当前建流数，包括全连接和半连接。 

● 协议半连接总数：该协议当前所建流中仍处于半连接状态的流数。 

● 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该协议当前一分钟内所建流中仍处于半连接状态的流数。 

3.2 配臵会话管理 

3.2.1 缺省配臵信息 

 表 3-1 会话管理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使能/禁止状态（enable/disable） enable 可更改设置 

系统/协议连接总数限制 2000000 可更改设置 

系统/协议半连接总数上限 2000000 可更改设置 

系统/协议半连接总数下限 40000 可更改设置 

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上限 2000000 可更改设置 

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下限 40000 可更改设置 

TCP SYNSENT状态老化时间 20 可更改设置 

TCP SYNRECV状态老化时间 10 可更改设置 

TC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间 3600 可更改设置 

TCP TIMEWAIT状态老化时间 5 可更改设置 

TCP LASTACK状态老化时间 5 可更改设置 

TCP FINWAIT状态老化时间 5 可更改设置 

TCP CLOSE状态老化时间 5 可更改设置 

TCP CLOSEWAIT状态老化时间 5 可更改设置 

UDP HALFOPEN状态老化时间 10 可更改设置 

UDP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30 可更改设置 

ICMP老化时间 10 可更改设置 

GRE半连接老化时间 10 可更改设置 

GRE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30 可更改设置 

SCTP CLOSED状态老化时间 10 可更改设置 

SCTP COOKIE-WAIT状态老化时间 3 可更改设置 

SCTP COOKIE-ECHOED状态老化时间 3 可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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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间 3600 可更改设置 

SCTP SHUTDOWN-SENT状态老化时间 0.3 可更改设置 

SCTP SHUTDOWN-RECD状态老化时间 0.3 可更改设置 

SCTP SHUTDOWN-ACK-SENT状态老化时间 3 可更改设置 

其它协议老化时间 30 可更改设置 

3.2.2 关闭/启动会话管理服务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no ip inspect service 停止会话管理服务 

步骤3 exit 退出全局配置模式 

使用 ip inspect service 可以重新启动会话管理服务，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表1-1 注意

 

停止会话管理服务后，各协议的老化时间会切换到另一组默

认时间： 

 

TCP SYNSENT状态老化时间 120 

TCP SYNRECV状态老化时间 60 

TC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间 43200 

TCP TIMEWAIT状态老化时间 120 

TCP LASTACK状态老化时间 30 

TCP FINWAIT状态老化时间 120 

TCP CLOSE状态老化时间 10 

TCP CLOSEWAIT状态老化时间 60 

UDP HALFOPEN状态老化时间 30 

UDP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180 

ICMP老化时间 30 

GRE半连接老化时间 30 

GRE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180 

SCTP CLOSED状态老化时间 10 

SCTP COOKIE-WAIT状态老化时间 3 

SCTP COOKIE-ECHOED状态老化时间 3 

SCT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间 43200 

SCTP SHUTDOWN-SENT状态老化时间 0.3 

SCTP SHUTDOWN-RECD状态老化时间 0.3 

SCTP SHUTDOWN-ACK-SENT状态老化时间 3 

其它协议老化时间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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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配臵会话管理连接限制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inspect limit connection max 

<0-2000000> [tcp|udp|icmp|generic] 

配置系统/协议的连接总数限制 

步骤3 ip inspect limit halfopen high 

<-1-2000000> [tcp|udp|icmp|generic] 

配置系统/协议半连接总数上限 

步骤4 ip inspect limit halfopen low 

<0-2000000> [tcp|udp|icmp|generic] 

配置系统/协议半连接总数下限 

步骤5 ip inspect limit halfopen-rate high 

<-1-2000000> [tcp|udp|icmp|generic] 

配置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上限 

步骤6 ip inspect limit halfopen-rate low 

<0-2000000> [tcp|udp|icmp|generic] 

配置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下限 

步骤7 no ip inspect limit all 所有限制值全部恢复为默认值 

步骤8 exit 退出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9 show ip inspect limit 显示当前IP INSPECT连接限制配置 

 

以上命令均可使用 no 命令取消对各个命令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0-2000000> 限制值或下限值 无 

<-1-2000000> 上限值，-1为全部允许，0

为全部拒绝 

无 

[tcp|udp|icmp|generic] 系统/协议选择 系统 

 

表1-2 注意

 

配臵限制值时需要特别注意： 

1．配臵系统连接总数限制时，输入值必须是最大的，0 除外； 

2．配臵系统半连接总数上限时，不能大于系统连接总数限制，

不能小于系统半连接总数下限及协议半连接总数上限，上限

为-1，0 除外； 

3．配臵系统半连接总数下限时，不能大于系统半连接总数上

限，上限为-1，0 除外； 

4．配臵系统半连接速率总数上限时，不能大于系统半连接总

数上限，不能小于系统半连接连接速率下限及协议半连接连

接速率上限，上限为-1，0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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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臵系统半连接速率总数下限时，不能大于系统半连接连

接速率上限，上限为-1，0 除外； 

6．配臵协议连接总数限制时，不能大于系统连接总数限制，

不能小于协议半连接总数上限，上限为-1，0 除外； 

7．配臵协议半连接总数上限时，不能大于系统半连接总数上

限及协议连接总数限制，不能小于协议半连接总数下限，上

限为-1，0 除外； 

8．配臵协议半连接总数下限时，不能大于协议半连接总数上

限，上限为-1，0 除外； 

9．配臵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上限时，不能大于系统半连接总

上限及系统半连接总数上限，不能小于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

下限，上限为-1，0 除外； 

10．配臵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下限时，不能大于协议半连接

速率总数上限，上限为-1，0 除外； 

 

 [tcp|udp|icmp|generic] 系统/协议选择时，没有输入即为选择系统； 

配臵系统/协议半连接（速率）总数上限时，选择-1 即为不限制上限；选择 0 即为拒绝

所有新建半连接。 

3.2.4 配臵会话管理老化时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synsent-time 

<0-1728000> 

配置TCP SYNSENT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3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synrecv-time 

<0-1728000> 

配置TCP SYNRECV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4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finwait-time 

<0-1728000> 

配置TCP FINWAIT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5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closewait-time<0-1728000> 

配置TCP TIMEWAIT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6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timewait-time 

<0-1728000> 

配置TCP CLOSEWAIT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7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close-time 

<0-1728000> 

配置TCP CLOSE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8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established-time 

<0-1728000> 

配置TC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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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lastack-time 

<0-1728000> 

配置TCP LASTACK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10 ip inspect idletime udp halfopen 

<0-3600> 

配置UDP HALFOPEN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11 ip inspect idletime udp stream 

<0-1728000> 

配置UDP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12 ip inspect idletime gre timeout 

<0-3600> 

配置GRE半连接老化时间 

步骤13 ip inspect idletime gre stream 

<0-1728000> 

配置GRE STREAM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14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closed-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CLOSED状态老化时间 

步骤15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cookiewait-time<0-1728000> 

配置SCTP COOKIE-WAIT状态老化时

间 

步骤16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cookieechoed-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COOKIE-ECHOED状态老

化时间 

步骤17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shutdownsent-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SHUTDOWN-SENT状态老

化时间 

步骤18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shutdownrecd-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SHUTDOWN-RECD状态老

化时间 

步骤19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shutdownacksent-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SHUTDOWN-ACK-SENT状

态老化时间 

步骤20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established-time <0-1728000> 

配置SCTP ESTABLISHED状态老化时

间 

步骤21 ip inspect idletime 

(tcp-idletime|udp-idletime|icmp-idleti

me|generic-idletime) <0-1728000> 

配置各协议老化时间 

步骤22 no ip inspect idletime tcp all TCP各状态老化时间全部恢复为默认

值 

步骤23 no ip inspect idletime udp all UDP各状态老化时间全部恢复为默认

值 

步骤24 no ip inspect idletime gre all GRE各状态老化时间全部恢复为默认

值 

步骤25 no ip inspect idletime sctp all SCTP各状态老化时间全部恢复为默认

值 

步骤26 no ip inspect idletime 

(tcp-idletime|udp-idletime|icmp-idleti

me|generic-idletime|all) 

各协议老化时间恢复为默认值 

步骤27 exit 退出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8 show ip inspect idletime all 显示当前IP INSPECT老化时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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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命令均可使用 no 命令取消对各个命令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0-1728000> 老化时间，单位为秒 无 

(tcp-idletime|udp-idleti

me|icmp-idletime|generi

c-idletime|all) 

各协议老化时间，tcp和udp

为全连接老化时间。 

无 

 SCTP SHUTDOWN-SENT 和 SCTP SHUTDOWN-RECD 状态的老化时间默认为 0.3 秒，

但设臵的时候只能输入整秒数，若要改回 0.3 秒，请使用 no 命令。 

3.2.5 配臵协议管理 

网络设备对不同协议的连接都有超时删除功能，以保护设备的连接资源。在 NGFW 中，

对 TCP 协议的全连接，默认超时时间是 1 小时，UDP 协议为 30 秒。 

有些应用程序在全连接建立后，报文只会根据实际的数据进行交互，而没有保活机制，

往往会导致连接超时删除，后续的数据无法通过设备。 

协议管理功能提供了设置特定服务超时时间的功能，可以解决这种需要长时间空闲连接

的问题。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protocol manage NAME 配置一项协议管理并进入协议管理节

点 

步骤3 description LINE 配置描述 

步骤4 protocol <TCP | UDP> 配置协议 

步骤5 port <1-65535> 配置目的端口 

步骤6 timeout <1-65535> 配置超时时间，单位为分钟 

 配臵协议管理后，不会影响已经建立的连接，对新建的连接配臵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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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会话监控与维护 

3.3.1 查看会话限制值 

步骤1 show ip inspect limit 

 NGFW# show ip inspect limit 

System: 

        sumlimit: 2000000 

        hwatermark: 2000000 

        lwatermark: 40000 

        rhwatermark: 2000000 

        rlwatermark: 40000 

TCP: 

        sumlimit: 2000000 

        hwatermark: 2000000 

        lwatermark: 40000 

        rhwatermark: 2000000 

        rlwatermark: 40000 

UDP: 

        sumlimit: 2000000 

        hwatermark: 2000000 

        lwatermark: 40000 

        rhwatermark: 2000000 

        rlwatermark: 40000 

ICMP: 

        sumlimit: 2000000 

        hwatermark: 2000000 

        lwatermark: 40000 

        rhwatermark: 2000000 

        rlwatermark: 40000 

Generic: 

        sumlimit: 2000000 

        hwatermark: 2000000 

        lwatermark: 40000 

        rhwatermark: 2000000 

        rlwatermark: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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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查看会话计数值 

步骤1 show ip inspect count 

 NGFW# show ip inspect count 

System: 

        Connect sum count: 1 

        Halfopen connect count: 2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TCP: 

        Connect sum count: 1 

        Halfopen connect count: 2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UDP: 

        Connect sum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ICMP: 

        Connect sum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Generic: 

        Connect sum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3.3.3 查看会话默认老化时间 

步骤1 show ip inspect idletime all 

 NGFW# show ip inspect idletime all 

TCP syn sent time: 20 seconds 

TCP syn rec time: 10 seconds 

TCP idletime: 3600 seconds 

TCP fin wait time: 5 seconds 

TCP close wait time: 5 seconds 

TCP last ack time: 5 seconds 

TCP wait time: 5 seconds 

TCP close time: 5 seconds 

UDP Halfopen time: 10 seconds 



                                                          RG-NGFW 命令手册  

 

46 / 362 
 

UDP idletime: 30 seconds 

ICMP idletime: 10 seconds 

GRE idletime: 10 seconds 

GRE stream idletime: 30 seconds 

SCTP closed time: 10 seconds 

SCTP cookie-wait time: 3 seconds 

SCTP cookie-echoed time: 3 seconds 

SCTP established time: 3600 seconds 

SCTP shutdown-sent time: 0.3 seconds 

SCTP shutdown-recd time: 0.3 seconds 

SCTP shutdown-ack-sent time: 3 seconds 

Other idletime: 30 seconds 

3.3.4 查看设备当前连接 

步骤1 show ip connection all [<1-1000>] 

 NGFW# show ip connection all 

TCP dst 221.198.76.116:2174 src 123.1.1.8:2453 timeout 00:46:50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TCP dst 192.168.32.128:17669 src 123.1.1.10:6351 timeout 00:59:54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TCP dst 10.0.0.1:2000 src 10.0.0.56:9149 timeout 00:59:56 policy id - state 

Complete 

TCP dst 219.133.62.10:80 src 123.1.1.9:1234 timeout 00:51:04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UDP dst 58.60.14.104:8000 src 123.1.1.8:4001 timeout 00:00:24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TCP dst 207.46.198.93:443 src 123.1.1.3:3638 timeout 00:58:55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TCP dst 89.138.45.222:4662 src 10.0.0.100:3974 timeout 00:02:43 policy id 6 state 

Complete 

TCP dst 219.133.49.73:80 src 123.1.1.11:1086 timeout 00:59:41 policy id 5 state 

Complete 

步骤2 show ip connection protocol (tcp|udp|icmp|generic|all) ip source (IPADDRESS | 

any) dest (IPADDRESS | any) port (DESTPORT|any) state (complete|halfopen|all) 

[<1-1000>] 

 NGFW # show ip connection protocol all ip source 10.1.1.2 dest any port any state 

all 

TCP dst 192.168.31.103:1940 src 10.1.1.2:1230 timeout 00:56:41 policy id 1 state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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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dst 207.46.27.49:1863 src 10.1.1.2:1245 timeout 00:59:18 policy id 1 state 

Complete 

UDP dst 202.106.0.20:53 src 10.1.1.2:1046 timeout 00:00:01 policy id 1 state 

Complete 

TCP dst 207.46.108.15:1863 src 10.1.1.2:1195 timeout 00:59:36 policy id 1 state 

Complet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1000>] 最大显示连接数 50 

(tcp|udp|icmp|generic|all

) 

按协议匹配显示 无 

(IPADDRESS | any) 按IP地址匹配显示 Any 

(DESTPORT|any) 按目的端口匹配显示 Any 

(complete|halfopen|all) 按连接状态匹配显示 无 

 IPADDRESS 可以输入 IP 地址/范围/掩码 3 种形式； 

DESTPORT 可以输入端口号/范围 2 种形式。 

3.3.5 删除设备当前连接 

步骤1 clear ip connection all 

步骤2 clear ip connection protocol (tcp|udp|icmp|generic|all) ip source (IPADDRESS|any) 

dest (IPADDRESS|any) port (DESTPORT|any) state (complete|halfopen|all)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tcp|udp|icmp|generic|all) 按协议匹配删除 无 

(IPADDRESS|any) 按IP地址匹配删除 Any 

(DESTPORT|any) 按目的端口匹配删除 Any 

(complete|halfopen|all) 按连接状态匹配删除 无 

3.3.6 统计设备当前连接 

步骤1 show ip connection statistic (source-ip|dest-ip) [IPADDRESS] 

 NGFW #  show ip connection statistic dest-ip 

dest-ip 207.46.113.221 count 3 

dest-ip 207.46.120.32 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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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p 207.46.108.15 count 1 

dest-ip 65.54.195.185 count 1 

dest-ip 192.168.31.103 count 1 

dest-ip 207.46.26.127 count 1 

步骤2 show ip connection statistic port [DESTPORT] 

 NGFW # show ip connection statistic port 

dest-port 1863 count 2 

dest-port 80 count 1 

dest-port 53 count 1 

dest-port 1940 count 1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source-ip|dest-ip) 按源IP还是目的IP统计 无 

[IPADDRESS] IP地址 所有IP地址 

[DESTPORT] 目的端口 所有端口 

3.4 常见故障分析 

3.4.1 故障现象1：限制值配臵不起作用 

现象 限制值配置不起作用 

分析 输入值不满足配置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解决 查看打印信息，有必要时调整输入顺序 

3.4.2 故障现象2：不能建流 

现象 不能建流 

分析 有可能是因为超限而丢包导致不能建流 

解决 show ip inspect count和show ip inspect limit分别查看计数值和限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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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臵管理员用户 

本章涉及管理员用户以及用户组的配置。叙述了怎样配置管理用户及用户组。 

4.1 配臵管理员 

设备出厂的默认配置包括一个超级管理员用户 admin，使用这个帐号，可以登录设备对

设备进行配置，包括配置其它的管理员。每个管理员都有它的管理地址，以及管理权限

和描述，权限是通过权限表来限制的。下面一一列举怎样进行配置。下列各项配置，如

未特别说明，均指特权模式下的操作。 

4.1.1 配臵用户权限表 

权限表是在配置管理员用户的时候使用到的。每个管理员会对应一个管理员权限表，该

管理员只具有管理员权限表中规定的权限。配置步骤如下 

配置用户权限表的步骤: 

步骤1 authorized-table NAME 如果不存在该权限表，创建一个，并

进入权限表节点，如果存在，直接进

入权限表节点 

步骤2 Authorized (read|write) 

(all|system-config|log-report|admin-user| 

access-user|updata|securit-policy|reboot) 

设置全县表的读写权限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read 表示后面的参数说明的是读权限。 无 

write 表示后面的参数说明的是写权限。 无 

all 表示所有功能都打开 无 

system-config 具有系统配置的权限，系统配置具有下

面六种权限规定以外的所有权限，且具

有对象管理的权限。 

无 

log-report 具有日志，NetFlow操作的权限。 无 

admin-user 具有管理员用户，授权表，在线信息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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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权限。 

access-user 具有接入用户的操作权限。 无 

updata 具有升级的操作权限。 无 

4.1.2 配臵本地用户 

本地管理员用户是指用户的信息保存在设备上。配置步骤如下 

配置本地用户的步骤： 

步骤1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local 

PASSWORD authorized-table 

NAME [disable] 

创建或者修改本地管理员用户的密码以

及管理权限表，并可以通过disable选项

使该用户暂时无效。 

4.1.3 配臵RADIUS管理员用户 

RADIUS 管理员用户是指用户的信息保存在 RADIUS 服务器上。用户认证需要通过

RADIUS 服务器认证。配置步骤如下 

配置 RADIUS 管理员用户的步骤: 

步骤1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radius 

SERVER authorized-table NAME 

[disable] 

创建或者修改RADIUS管理员对应的

RADIUS服务器以及管理权限表，并可

以通过disable选项使该用户暂时无效。 

4.1.4 配臵LDAP管理员用户 

LDAP 管理员用户是指用户的信息保存在 LDAP 服务器上。用户认证需要通过 LDAP 服

务器认证。配置步骤如下 

配置 RADIUS 管理员用户的步骤： 

步骤1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ldap 

SERVER authorized-table NAME 

[disable] 

创建或者修改RADIUS管理员对应的

LDAP服务器以及管理权限表，并可以通

过disable选项使该用户暂时无效。 

4.1.5 配臵管理员用户的管理地址 

如果需要控制登录用户的地址，可以通过配置管理员用户的授权地址来控制用户登录的

地址范围。如果没有配置该地址，那么可以通过任意的 IP 地址登录。配置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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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员用户的授权地址的步骤: 

步骤1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authorized-address (first|second|third) 

A.B.C.D 

可以配置三个授权地址，该用户可以通

过任意一个地址登录 

管理地址也可以是网段地址： 

配置管理员用户的授权地址的步骤: 

步骤1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authorized-address (first|second|third) 

A.B.C.D/M 

可以配置三个授权地址段，该用户可以

通过任意一个地址段内的地址登录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first 表示第一个授权地址  

second 表示第二个授权地址  

third 表示第三个授权地址  

三个授权地址没有先后顺序，只是为了区分。 

4.1.6 配臵管理员最短口令长度 

配置管理员用户的最短口令长度的步骤: 

步骤1 admin password  LENGTH 管理员用户的最短口令长度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LENGTH 最短口令长度 6 

 

4.2 配臵用户组 

可以把几个具有相同功能的用户放到一个用户组中，相同组的用户具有部分相同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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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用户组的步骤: 

步骤1 usergroup NAME (firewall|(sslvpn 

mode (all|tunnel|web))) 

用于创建用户组NAME，可以是firewall

或者是sslvpn模式的 

步骤2 user access USER group NAME 将用户USER加入用户组NAME中。 

4.3 配臵信息显示命令 

配置信息显示命令列表 

命令 解释 

show admin-user 显示当前已添加的管理员用户信息 

show running-config 显示当前配置。  

 

显示在线用户命令： 

 NGFW# who 

Login style      Username      IP 

Console         admin         *                  Mon Apr  9 10:17:19 

SSH            admin         192.168.31.117      Mon Apr  9 10:21:17 

Telnet          admin         192.168.31.117      Mon Apr  9 10:21:32 

 

4.4 配臵案例 

4.4.1 配臵管理员用户的权限表功能 

案例描述： 

配置 NGFW，添加两个管理员用户 check 和 admin，其中 check 的权限表是 show-config，

admin 的权限表是 system-config。Show-config 具有显示功能的权限，而 admin 具有读写

所有模块的权限。结果： 

用户 check 只能使用 show 命令，不能进入 CONFIG 节点； 

用户 admin 可以使用系统中所有命令。 

配置步骤： 



                                                          RG-NGFW 命令手册  

 

53 / 362 
 

步骤1 添加授权表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authorized-table reader 

NGFW (authorized-t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NGFW (authorized-table)# exit 

NGFW (config)#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authorized-table system-config 

NGFW (authorized-t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NGFW (authorized-table)# authorized write all 

NGFW (authorized-table)# exit 

NGFW (config)# 

步骤2 添加管理员用户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user administrator check local 12345678 authorized-table reader 

NGFW(config)#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87654321 authorized-table 

system-config 

步骤3 设置用户管理地址 

 NGFW(config)# user administrator check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192.168.0.10 

步骤4 保存配置 

 NGFW (config)# write memory 

案例达到的效果如下： 

以 check 用户登录 

Username: check 

Password: 

NGFW> en 

NGFW# show admin-user 

Admin User Name                 User Type  User Status 

admin                            local      enable 

check                            local      enable 

Total user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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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 configure terminal 

This user is not permited this operation 

NGFW# 

以上可以看出，当我们以 check 用户登录时，只能查看信息，但是不能进入 config 节点

进行配置。 

如果用户不是通过 192.168.0.10 登录设备的，会提示非法地址的错误，不让登录。 

以 admin 用户登录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NGFW> en 

NGFW# show admin-user 

Admin User Name                User Type  User Status 

admin                            local      enable 

check                            local      enable 

Total users : 2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 

以上可以看出，当我们以 admin 用户登录时，能够进入 config 节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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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故障分析 

4.5.1 用户无法登录 

故障现象 存在该用户，但使用这个用户名无法登录 

分析与解决 1）该用户是否是管理员用户 

2）是否对该用户名限制登录的IP地址范围 

3）该用户是否处于封禁状态，如果是使用user administrator check local 

12345678 authorized-table Reader 类似的命令启用。 

4）用户密码存在问题，请使用user administrator check local 12345678 

authorized-table Reader 指令重设一遍用户密码。 

 

4.5.2 命令无法执行 

故障现象 用户能够登录，但是不能执行命令 

分析与解决 通过show running-config查看配置，查看用户对应的权限表中是否有

对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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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包括系统时间设置，E-mail 设置，系统相关配置的备份恢复，系统升级，诊断。 

5.1 系统时间设臵 

5.1.1 查看系统连续运行的时间 

查看步骤： 

步骤1 查看系统连续运行的时间 

 NGFW# show system uptime  

current time            : Mon Apr  2 10:14:44 2010 

system runtime          : 4 minutes 

表示当前时间是上午10:14，系统运行已经4分钟。 

 

5.1.2 查看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查看步骤： 

步骤1 查看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NGFW# show date  

ABS time        :1197539979 

UTC time        :2010-12-13 09:59:39 

Local time       :2010-12-13 17:59:39 

UTC time表示系统当前UTC时间, Local time表示系统当前本地时间 

5.1.3 查看系统当前的时区 

查看步骤： 

步骤1 查看系统当前的时区 

 NGFW# show timezone  

timezone 57 

表示当前时区为第57时区(即CST,中国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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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配臵系统当前的时区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系统当前的时区 

 NGFW(config)#  timezone 57 

表示配置当前时区为第57时区(即CST,中国时区)。 

时区参数对应如下： 

  1   zone1=GMT-12:00 日界线西 

  2   zone2=GMT-11:00 中途岛 萨摩亚群岛 

  3   zone3=GMT-10:00 夏威夷 

  4   zone4=GMT-09:00 阿拉斯加 

  5   zone5=GMT-08:00 太平洋时间(美国和加拿大) 蒂华纳 

  6   zone6=GMT-07:00 山地时间(美国和加拿大)  

  7   zone7=GMT-07:00 亚利桑那 

  8   zone8=GMT-07:00 齐瓦瓦 拉巴斯 马扎特兰 

  9   zone9=GMT-06:00 萨斯喀彻温 

  10  zone10=GMT-06:00 中部时间(美国和加拿大) 

  11  zone11=GMT-06:00 中美州 

  12  zone12=GMT-06:00 瓜达拉哈拉 墨西哥城 蒙特雷 

  13  zone13=GMT-05:00 波哥大 利马 基多 

  14  zone14=GMT-05:00 东部时间(美国和加拿大) 

  15  zone15=GMT-05:00 印第安那州(东部) 

  16  zone16=GMT-04:00 大西洋时间(美国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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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zone17=GMT-04:00 加拉加斯 拉巴斯 

  18  zone18=GMT-04:00 圣地亚哥 

  19  zone19=GMT-03:30 纽芬兰 

  20  zone20=GMT-03:00 巴西利亚 

  21  zone21=GMT-03:00 布宜诺斯艾利斯 乔治敦 

  22  zone22=GMT-03:00 格陵兰 

  23  zone23=GMT-02:00 中大西洋 

  24  zone24=GMT-01:00 佛得角群岛 

  25  zone25=GMT-01:00 亚速尔群岛  

  26  zone26=GMT 格林威治 都柏林 爱丁堡 伦敦 里斯本 

  27  zone27=GMT 卡萨布兰卡 蒙罗维亚 

  28  zone28=GMT+01:00  阿姆斯特丹 柏林 伯尔尼 罗马 斯德哥尔摩 维也纳 

  29  zone29=GMT+01:00 贝尔格莱德 布拉迪斯拉发 布达佩斯 卢布尔雅那 

  30  zone30=GMT+01:00 布鲁塞尔 哥本哈根 马德里 巴黎 

  31  zone31=GMT+01:00 萨拉热窝 斯科普里 华沙 萨格勒布 

  32  zone32=GMT+01:00 中非西部 

  33  zone33=GMT+02:00 布加勒斯特 

  34  zone34=GMT+02:00 哈拉雷 比勒陀利亚 

  35  zone35=GMT+02:00 赫尔辛基 基辅 里加 索非亚 塔林 维尔纽斯  

  36  zone36=GMT+02:00 开罗 

  37  zone37=GMT+02:00 雅典  贝鲁特 伊斯坦布尔 明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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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zone38=GMT+02:00 耶路撒冷 

  39  zone39=GMT+03:00 巴格达 

  40  zone40=GMT+03:00 科威特 利雅得 

  41  zone41=GMT+03:00 莫斯科 圣彼得堡 伏尔加格勒 

  42  zone42=GMT+03:00 内罗毕  

  43  zone43=GMT+03:30 德黑兰 

  44  zone44=GMT+04:00 阿布扎比 马斯喀特 

  45  zone45=GMT+04:00 巴库 第比利斯 埃里温 

  46  zone46=GMT+04:30 喀布尔 

  47  zone47=GMT+05:00 叶卡捷琳堡 

  48  zone48=GMT+05:00 伊斯兰堡 卡拉奇 塔什干  

  49  zone49=GMT+05:30 马德拉斯 孟买 加尔各答 新德里 

  50  zone50=GMT+05:45 加德满都 

  51  zone51=GMT+06:00 阿拉木图 新西伯利亚 

  52  zone52=GMT+06:00 阿斯塔纳 达卡 

  53  zone53=GMT+06:00 斯里哈亚华登尼普拉 

  54  zone54=GMT+06:30 仰光 

  55  zone55=GMT+07:00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56  zone56=GMT+07:00 曼谷 河内 雅加达 

  57  zone57=GMT+08:00 北京 重庆 乌鲁木齐 香港特别行政区 

  58  zone58=GMT+08:00 吉隆坡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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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zone59=GMT+08:00 珀斯 

  60  zone60=GMT+08:00 台北 

  61  zone61=GMT+08:00 伊尔库茨克 乌兰巴图 

  62  zone62=GMT+09:00 大阪 东京 札幌 

  63  zone63=GMT+09:00 汉城  

  64  zone64=GMT+09:00 雅库次克 

  65  zone65=GMT+09:30 阿德莱德  

  66  zone66=GMT+09:30 达尔文 

  67  zone67=GMT+10:00 布里斯班 

  68  zone68=GMT+10:00 符拉迪沃斯托克 

  69  zone69=GMT+10:00 关岛 莫尔兹比港 

  70  zone70=GMT+10:00 霍巴特 

  71  zone71=GMT+10:00 堪培拉 墨尔本 悉尼 

  72  zone72=GMT+11:00 马加丹 所罗门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 

  73  zone73=GMT+12:00 奥克兰 惠灵顿 

  74  zone74=GMT+12:00 斐济 堪察加半岛 马绍尔群岛  

  75  zone75=GMT+13:00 努库阿洛法   

5.1.5 手动设臵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命令说明：date <2006-2030> <1-12> <1-31> <0-23> <0-59> <0-59>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2006-2030> 配置年份 

<1-12> 配置月份 

<1-31> 配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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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配置小时 

<0-59> 配置分钟 

<0-59> 配置秒 

 

配置步骤： 

步骤1 设置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NGFW# date 2010 04 02 10 20 50  

表示设置系统时间为2010年4月2日上午10点20分50秒 

 

5.1.6 使用ntp设臵系统当前的时间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ntp server地址及loop间隔 

 NGFW(config)# ntp 192.168.31.155 60  

表示配置ntp server地址为192.168.31.155, ntp loop间隔为60秒 

使用 no ntp 命令可以停止 ntp 配置。 

 

查看步骤： 

步骤1 显示ntp配置 

 NGFW# show ntp config   

timezone 57     

ntp 192.168.31.155 10 

5.1.7 使用ntp立即更新系统时间 

步骤1 通过ntp立即更新系统时间 

 NGFW# ntpupdate time.windows.com 

time update success 

5.2 系统升级和相关配臵备份恢复 

5.2.1 手动升级及配臵恢复 

命令说明： copy tftp A.B.C.D RemoteFile (version |config |license |ipslib |avlib 

|certif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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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tftp 表示采用tftp协议传输文件 

A.B.C.D 表示tftp server地址 

RemoteFile 表示在tftp server上该文件名 

(version |config |license |ipslib 

|avlib |certification ) 

version  ：表示更新软件版本 

config  ：表示更新系统配置文件 

license  ：表示更新 License 文件 

ipslib  ：表示更新入侵防御特征库 

avlib  ：表示更新防病毒库 

certification ：表示更新证书 

 

命令说明：write (file|memory|terminal)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file|memory|terminal) File    ：表示保存当前配置 

Memory：表示缓存当前配置 

Terminal：表示显示当前配置 

 

5.2.2 自动升级 

步骤1 进入自动升级配置模式 

 NGFW(config)# auto-update  

NGFW(auto-update)# 

步骤2 配置升级服务器 

 NGFW(auto-update)# server 192.168.31.155 

步骤3 配置按星期几升级 

 NGFW(auto-update)# weekly sun mon null wed null fri null 

表示每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升级 

步骤4 或者配置按每月几号升级 

 NGFW(auto-update)# monthly 10,20,30 

表示每月10号,20号,和30号升级 

步骤5 配置升级时间 

 NGFW(auto-update)# time hour 3 minute 0 

表示该天凌晨3点整升级 

步骤6 启用自动升级配置 

 NGFW(auto-update)# update enable 

步骤7 关闭自动升级配置 

 NGFW(auto-update)# update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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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诊断 

5.3.1 Ping命令的使用 

设备提供了 Ping 命令用来检测网络的基本连接情况，Ping 命令发送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 请求报文到网络中的某个 IP 设备。普通用户和管理员用户都

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如果在设定时间内没有收到目的设备响应报文，则不输出任何信息，否则显示响应报文

的字节数、报文序号、TTL 、响应时间。按 CTRL+C 可以结束 Ping 状态。 

命令说明：ping -c <1-10000> -s <0-65507> -w <0-10> WORD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I 表示源地址 

-c <1-10000> 表示发送报文条数 

-s <0-65507> 表示发送报文大小 

-t <1-255> 表示TTL 

-w <0-10> 表示接收报文等待时间 

WORD 表示目的地址 

 

检测步骤： 

步骤1 测试设备到IP地址为10.13.2.14的设备的连通性。 

 NGFW# ping 10.13.2.14 

 

如果设备连通，则出现以下信息： 

NGFW# ping 10.13.2.14 

PING 10.13.2.14 (10.13.2.14):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0.13.2.14: icmp_seq=0 ttl=64 time=0.3 ms 

64 bytes from 10.13.2.14: icmp_seq=1 ttl=64 time=0.0 ms 

64 bytes from 10.13.2.14: icmp_seq=2 ttl=64 time=0.0 ms 

64 bytes from 10.13.2.14: icmp_seq=3 ttl=64 time=0.0 ms 

 

如果没有连通则出现以下信息： 

NGFW# ping 1.1.1.1 

PING 1.1.1.1 (1.1.1.1): 56 data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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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Traceroute命令的使用 

Traceroute 是另一种检测网络连接情况的命令，它与 Ping 命令不同的是：它不但可以测

试网络是否连通，还可以获知在数据包的传输路径中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Traceroute 

命令的输出信息包括到达目的地所经过的所有网关的 IP 地址和到此网关所用时间，如

果某网关超时则显示“*”。 

命令说明：traceroute [-s A.B.C.D][-u <0-65535] WORD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WORD 表示目的IP地址或域名 

检测步骤： 

步骤1 测试设备到IP地址为192.168.10.1的设备的连通性。 

 NGFW# traceroute 192.168.10.1 

traceroute to 192.168.10.1 (192.168.10.1), 30 hops max, 38 byte packets 

 1  192.168.6.1 (192.168.6.1)  0.466 ms  1.287 ms  0.286 ms 

 2  192.168.10.1 (192.168.10.1)  2.092 ms  1.265 ms  2.134 ms 

表示连通目的地 

命令说明：traceroute –s A.B.C.D A.B.C.D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s A.B.C.D 指定源ip地址 

A.B.C.D 目标主机的ip地址 

命令说明：traceroute –u <1-65535> A.B.C.D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1-65535> 端口号 

A.B.C.D 目标主机的ip地址 

5.3.3 TCPSYN命令的使用 

TCPSYN 是一种检测对方设备端口打开情况的命令。TCPSYN 通过发送 TCP SYN 报文

来检测对方对应端口是否打开。 

命令说明：tcpsyn  -c <1-1000> -w <1-1000> A.B.C.D <0-65535>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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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表示目的地地址 

<0-65535> 表示目的地端口 

-c <1-10000> 表示发送报文条数 

-w <0-10> 表示接收报文等待时间 

检测步骤： 

步骤1 测试IP地址为192.168.31.155的设备其端口22的打开情况。 

 NGFW# tcpsyn 192.168.31.155 22 

tcpsyn to 192.168.31.155:22 

 1  * TCP SYN timeout: reason=2. 

 2  * TCP SYN timeout: reason=2. 

 3  * TCP SYN timeout: reason=2. 

 4  * TCP SYN timeout: reason=2. 

 5  * TCP SYN timeout: reason=2. 

说明对方22端口没有打开。 

步骤2 测试IP地址为192.168.31.155的设备其端口21的打开情况。 

 NGFW# tcpsyn 192.168.31.155 21 

tcpsyn to 192.168.31.155:21 

 1  TCP ACK form 192.168.31.155:21 

 2  TCP ACK form 192.168.31.155:21 

 3  TCP ACK form 192.168.31.155:21 

 4  TCP ACK form 192.168.31.155:21 

 5  TCP ACK form 192.168.31.155:21 

说明对方21端口已经打开。 

5.4 E-mail 设臵 

5.4.1 配臵SMTP服务器名称或者地址 

 

 

 

使用 no server 可以删除 SMTP 服务器配置。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server NAME 配置服务器的名字或者IP 

4 server address 配置服务器的名字或者IP 

5 server port 配置服务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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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配臵邮件发送者邮件地址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sender NAME 配置邮件发送者的地址 

4 Send-interval <1-60> 发送时间间隔 

 

使用 no sender 取消配置。 

 

5.4.3 配臵邮件接收者邮件地址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receiver1LONGSTRING 配置邮件接收者的地址。多个接收

者地址需要使用分号“;”隔开，最多可

以输入255的字符。 

使用 no receiver1 取消配置。 

5.4.4 配臵发送邮件时是否需要认证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auth enable 配置邮件发送时需要认证 

 

使用 auth disable 取消发送邮件时需要认证的配置。 

5.4.5 配臵发送邮件时认证使用的用户名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username NAME 配置邮件发送时认证使用的用户名 

 

使用 no username 取消邮件发送时认证使用的用户名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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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配臵发送邮件时认证使用的密码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passwd PASSWORD 配置邮件发送时认证使用的密码 

 

使用 no passwd 取消邮件发送时认证使用的密码。 

5.4.7 配臵SSL加密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mtp-config 进入SMTP配置模式 

3 ssl enable 启用ssl加密 

使用 ssl disable 取消 ssl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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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监控 

6.1 概述 

系统监控包括系统基线监控和网络监控。基线监控是指监控系统某一资源，当其情况到

达指定基线后，进行报警；网络监控的功能是对目标地址是否可达进行检测，检测方式

分为 2 种：tcp 和 icmp。在设置地址监控对象后，可以通过本地日志来查看对目标地址

的检测结果。 

6.2 系统基线监控 

基线监控是指监控系统某一资源, 当其情况到达指定基线后, 进行报警。该项功能为系

统默认配置。 

6.2.1 配臵监控CPU利用率 

监控步骤： 

步骤1 查看系统当前cpu使用状况  

 NGFW# show cpu usage  

Total1Min               : 16% 

Total5Min               : 16% 

Total15Min              : 14% 

步骤2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步骤3 配置监控系统CPU利用率 

 NGFW(sysmon)# sysres cpu 85 

表示配置系统 CPU 利用率基线为 85%，系统默认监控基线值为 90%。 

步骤4 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cpu监控值, 恢复系统默认值 

 NGFW(sysmon)# no sysres cpu 

表示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CPU监控基线值，恢复系统默认监控基线值90%。 

6.2.2 配臵监控内存利用率 

监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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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查看系统当前内存使用状况 

 NGFW# show memory  

MemTotal                : 1026000 kB 

MemFree                 : 518316 kB 

NGFW# show memory usage  

MemUsage                : 49.48% 

步骤2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步骤3 配置监控系统内存利用率 

 NGFW(sysmon)# sysres memory 85 

表示配置系统内存利用率监控基线为 85%,系统默认监控基线值为 90% 

步骤4 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内存监控值, 恢复系统默认值 

 NGFW(sysmon)# no sysres memory 

表示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memory监控基线值，恢复系统默认监控基线值

90%。 

6.2.3 配臵监控系统连接数 

监控步骤： 

步骤1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步骤2 配置监控系统连接数 

 NGFW(sysmon)# sysres session 20000 

表示配置系统连接数监控基线为 20000 条,系统默认监控基线值为 10000 

步骤3 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内存监控值，恢复系统默认值 

 NGFW(sysmon)# no sysres memory 

表示取消用户自己配置的系统连接数监控基线值，恢复系统默认监控基线

值10000。 

6.3 网络监控 

6.3.1 监控网络地址 

监控步骤： 

步骤1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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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配置监控网络地址 

 NGFW(sysmon)# sysnet ping 192.168.31.155 3 5 

表示配置监控 IP 192.168.31.155, 每 5 分钟一次, 一次 3 个包。 

步骤3 取消监控网络地址 

 NGFW(sysmon)# no sysnet ping 192.168.31.155 

6.3.2 监控网络设备端口 

监控步骤： 

步骤1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步骤2 配置监控网络地址 

 NGFW(sysmon)# sysnet tcpsyn 192.168.31.155 21 3 5 

表示配置监控 IP 192.168.31.155 的 21 端口, 每 5 分钟一次, 一次 3 个包. 

步骤3 取消监控网络地址端口 

 NGFW(sysmon)# no sysnet tcpsyn 192.168.31.155 21 

6.4 WAN 接口流量 

6.4.1 配臵WAN接口流量 

监控步骤： 

步骤1 进入监控配置节点 

 NGFW(config)# sysmon 

步骤2 配置WAN接口流量 

 NGFW(sysmon)# sysres flow eth0 1024000 

表示配置监控接口 eth0，如果流量大于 1024000 则报警。 

步骤3 取消WAN接口流量 

 NGFW(sysmon)# no sysre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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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系统监控告警方式 

6.5.1 配臵系统监控告警方式 

命令说明：log (net|cpu|memory|session|flow) (local|syslog|email) 

关键字和参数 说明 

(net|cpu|memory|session|flow) net表示网络监控 

cpu表示系统CPU利用率监控 

memory表示系统内存利用率监控 

session表示系统连接数监控 

flow表示WAN接口流量监控 

(local|syslog|email) local表示把告警信息发送到本地日志, 即内存 

syslog表示把告警信息发送到SYSLOG服务器 

email表示把告警信息发送到所配置的邮件地址 

 

6.6 显示系统监控配臵信息 

6.6.1 显示系统监控配臵信息 

显示步骤： 

步骤1 显示系统监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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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show sysmon config  

sysmon 

log net syslog 

log net enail 

log cpu local 

 log cpu syslog 

log memory local 

 log memory syslog 

log session local 

 log session syslog 

sysnet ping 192.168.31.1 3 5 

 sysnet ping 192.168.31.155 3 5 

sysnet tcpsyn 192.168.31.155 21 3 5 

 sysres cpu 85 

 sysres memory 85 

 sysres session 15000 

sysres flow  1024000 

! 

6.7 配臵案例 

6.7.1 告警配臵 

在命令行设置系统监控： 

NGFW(config)# sysmon 

NGFW(sysmon)# sysres cpu 85 

NGFW(sysmon)# sysres memory 85 

NGFW(sysmon)# sysres session 20000 

NGFW(sysmon)# sysnet tcpsyn 192.168.31.155 21 3 5 

NGFW(sysmon)# sysres flow eth0 1024000 

NGFW(sysmon)# log net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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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sysmon)# log net enail 

NGFW(sysmon)# log cpu local 

NGFW(sysmon)# log cpu syslog 

NGFW(sysmon)# log memory local 

NGFW(sysmon)# log memory syslog 

NGFW(sysmon)# log session local 

NGFW(sysmon)# log session syslog 

查看系统监控的结果，需要登陆 web 页面，进入日志与报告-> 本地日志->事件日志，

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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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口  

7.1 配臵以太网端口 

7.1.1 以太网端口概述 

通过配置以太网端口可以实现更改端口的带宽设置、双工模式以及端口速率等设置功能。

对于端口的命名，如果是 100M 网卡，则名称前缀为 eth，比如 eth0，eth1 等等；如果

是 1000M 网卡，则名称前缀为 ge，比如 ge0，ge1 等等。设备的所有端口缺省状态下是

打开的。 

7.1.2 配臵以太网端口 

缺省配置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端口自协商配置（auto-negotiate on/off） on 可以更改设置 

端口MTU(mtu) 1500 可以更改设置 

端口管理状态(shutdown/no shutdown) no shutdown 可以更改设置 

启用自协商功能 

默认情况下，端口参数是自协商的，在自协商模式下，端口的所有参数都是自动协商出

来的，不能设置端口的参数。 

启用端口自协商功能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auto-negotiate on 启用端口的自协商功能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禁用自协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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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端口参数是自协商的。禁用自协商功能后，可以对端口参数进行配置。 

禁用端口自协商功能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auto-negotiate off 禁用端口的自协商功能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自协商功能是打开的，用户必须关闭端口的自协商功能后才能对端口

的其他参数进行配臵。 

双工设置 

双工就是在相对的方向上可以同时传输信息。半双工可以实现双向的通信，但不能在两

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必须轮流交替地进行。与共享式 HUB 相连时，应置以太网口为半

双工方式；与交换式 LAN SWITCH 相连时，一般置以太网口为全双工方式。 

配置端口双工模式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duplex (full|half) 配置端口的双工模式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参数说明： 

duplex (full|half)：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full 全双工  

half 半双工  

速率设置 

端口速率表示了端口收发数据包的速率，通常为 10M 和 100M，千兆设备端口速率为

10M 、100M 和 1000M。要使网络互联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必须保证相互连接的两个端

口配置有相同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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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速率设置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speed (10|100|1000) 配置端口的速率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百兆端口不能设臵 1000M 速率。 

关闭端口 

端口关闭后将不再收发数据，主要用于系统故障的发现和诊断，但是通常情况下不需要

这样做。 

关闭端口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shutdown 关闭端口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配置接口 IP 地址 

端口的 IP 地址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配置： 

 静态配置：静态指定 IP 地址； 

 PPPoE 方式获取：通过 PPPoE 从 PPPoE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同时也能取到网关和

DNS 设置。适用于设备通过 ADSL 接入 Internet； 

 DHCP 方式获取：通过 DHCP 方式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同时也能取到网

关和 DNS 设置。 

每个端口都能分别配置不同的 IP 地址方式，但每次只能配置一种方式。下面分别介绍

这三种不同： 

1、静态 IP 

配置端口静态 IP 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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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ip address A.B.C.D/M 静态指定接口IP地址，A.B.C.D/M为接口IP

地址和掩码长度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2、PPPoE 方式 

配置端口通过 PPPoE 方式获取地址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ip address pppoe [A.B.C.D] 配置接口通过PPPoE方式获取地址，同时

接口也可以自己指定IP地址，A.B.C.D为接

口指定IP地址 

步骤4 pppoe username USERNAME 配置PPPoE认证的用户名 

步骤5 pppoe password PASSWORD 配置PPPoE认证的密码 

步骤6 pppoe default_gateway 配置接口使用PPPoE网关为缺省网关 

步骤7 pppoe dns 配置使用PPPoE服务器的DNS设置 

步骤8 pppoe distance <1-255> 配置通过PPPoE获取缺省网关的权重 

步骤9 end 退回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10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3、DHCP 方式 

配置端口通过 DHCP 方式获取地址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ip address dhcp metric <1-255> gw 

(reset|default) dns (reset|default) 

配置接口通过DHCP获取IP地址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参数说明： 

ip address dhcp：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etric <1-255> 配置通过DHCP获取地址

的权重，范围<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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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 (reset|default) 配置网关的获取方式，reset

为使用DHCP服务器指定

的网关，default为使用系统

原有的网关 

 

dns (reset|default) 配置DNS的获取方式，reset

为使用DHCP服务器指定

的DNS，default为使用系统

原有的DNS 

 

使用 no ip address 可以删除当前接口的 IP 地址设置； 

使用 no ip address dhcp 可以取消接口的 dhcp client 设置； 

使用 no ip address pppoe 可以取消接口的 PPPoE 设置。 

 DHCP Client 允许在物理接口,VLAN 接口上启用，但不能在桥接口启用。 

配置接口辅 IP 地址 

接口除了配置主 IP 外还能配置最多 5 个辅 IP，用于一个物理端口下接多个网段的机器。 

配置接口辅 IP 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ip address <A.B.C.D/M> 

secondary 

配置端口辅IP，A.B.C.D/M为辅IP的地址和

掩码长度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配置接口 MTU 

接口的 MTU 用于控制接口的最大报文发送长度。 

关闭端口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mtu <64-1518> 设置端口最大发送报文长度，缺省为1500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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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端口管理访问 

端口的管理访问是用来控制通过该端口访问和管理 NGFW 设备的权限。通过配置端口

的管理访问可以限制对端口的某类访问，保护 NGFW 设备的安全运行。 

配置端口管理访问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allow access 

(center-monitor|http|https|ping|telnet|ssh) 

配置端口管理访问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参数说明： 

allow access：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http 允许或者禁止通过HTTP方

式管理NGFW 

 

https 允许或者禁止通过HTTPs

方式管理NGFW 

 

telnet 允许或者禁止通过Telnet方

式管理NGFW 

 

ssh 允许或者禁止通过ssh方式

管理NGFW 

 

ping 允许或者禁止外面设备

Ping NGFW设备 

 

以上这些权限在同一个端口上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可以组合使用。 

配置端口接入访问 

端口的接入访问是用来控制通过该端口接入的用户访问 Internet 或者服务器的权限。通

过配置管理的接入访问可以限制端口的某些接入，保护服务器的安全。 

配置端口接入访问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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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allow access (l2tp|webauth|sslvpn) 配置端口接入访问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参数说明： 

allow access：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l2tp 允许或者禁止该端口接入

L2TP VPN用户 

 

webauth 允许或者禁止该端口接入

Web认证用户 

 

sslvpn 允许或者禁止该端口接入

sslvpn用户 

 

以上这些权限在同一个端口上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可以组合使用。 

配置端口别名 

NGFW 设备在出厂的时候每个端口的名字和设备面板上的名字是一致的，在设备的使用

过程中，为了便于理解和记住端口的用处，需要把接口改成比较直观的名字。通过

aliasname 命令可以给每个端口取一个个直观的别名。 

修改端口别名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aliasname NAME 配置端口别名，NAME为端口的别名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配置端口描述 

由于端口别名不能是特别复杂的语句，有时候用起来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在使用过程中，

为了清楚端口的用途，可以给端口加上复杂的描述。通过 description 命令可以给端口设

置复杂描述，便于以后设备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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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端口描述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IFNAME 进入某一个interface 

步骤3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配置端口描述，DESCRIPTION为描述内

容，可以有空格 

步骤4 end 退到特权模式下 

步骤5 write terminal 显示配置 

 

7.1.3 配臵案例 

案例描述 

将端口 ge0 的速率设置为 100Mbps，双工模式设置为全双工，关闭端口 ge0。 

配置步骤： 

步骤1 进入以太网端口配置模式 

 NGFW(config)# interface ge0 

步骤2 关闭自协商 

 NGFW(config-if)# no auto 

步骤3 配置端口ge0的带宽为100Mbps 

 NGFW(config-if)# speed 100 

步骤4 配置端口ge0为全双工工作模式 

 NGFW(config-if)# duplex full 

步骤5 关闭端口ge0 

 NGFW(config-if)# shutdown 

 

7.1.4 以太网端口监控与维护 

显示端口的信息 

显示某个端口信息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端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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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show interface eth0 

 

eth0     Link status is up,Admin status is up 

         aliasname eth0 

         mtu 1500 

         HWaddr: 00:92:25:26:00:08 

         auto negotiate: ON speed: 100 duplex: UFLL 

         inet addr: 192.168.0.10 Bcast: 192.168.0.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PHYUP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73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655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RX rate: 2 packets/s 370 bytes/s 

         TX rate: 0 packets/s 0 bytes/s 

 

Show interface 命令不指定具体端口则显示所有端口的信息。 

 

7.1.5 故障分析 

用如下方法测试以太网端口是否正常工作： 

在网络负载小时，从 PC 机（PC 机与设备位于同一局域网内）Ping 设备的以太网口，

观察是否能正确返回全部报文； 

在网络负载大时，查看连接双方(如设备和交换机)的端口统计信息，观察接收到错帧的

统计数量是否快速增加。 

如果这两项测试中有任何一项不能通过，则可以断定设备的以太网口工作不正常。 

在确认以太网有故障之后可按如下步骤进行排错： 

查看物理设备连接是否正常 

在物理设备连接正常的情况下，网线两端端口对应的 Link 指示灯应点亮。 

查看连接双方速率设置是否一致 

如果一方工作于 100Mbps模式，而另一方工作于 10Mbps模式时，端口也不会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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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表现为：配置为 100Mbps 模式的一方显示为端口 down；配置为 10Mbps 模式的一

方则显示为端口 UP。对于这种故障，只要使用 speed 命令把连接双方的速率配成一致

即可。 

查看连接双方是否处于同一网络 

连接双方必须处于同一网络，即二者的网络地址一样而主机地址不同，如果二者网络地

址不一样，请用 ip address 命令正确设置 IP 地址。 

查看连接双方的双工模式是否一致（其中一方为设备） 

当双工模式不一致，即一方工作于全双工模式，而另一方工作于半双工模式，故障表现

为： 

网络流量增大时，配置为半双工模式的一方显示冲突频繁（如连接共享式 Hub 则整个网

络段上所有其它机器都显示冲突严重），配置为全双工模式的一方则显示接收到大量错

包，同时，双方丢包严重。 

可用 show interface [IFNAME]命令查看以太网收发包的错误率，冲突现象一般可以通过

网口状态指示灯观察到； 

在连接共享式 Hub 时，应该以半双工模式工作；在连接 Lanswitch 时，一般使用全双工

模式工作。 

7.2 配臵 VLAN 接口 

本节涉及设备 VLAN 的配置，内容主要包括： 

 VLAN 概述 

 配置接口封装的链路层协议为 VLAN 

7.2.1 VLAN概述 

在一个物理局域网内，通过对端口的划分，将局域网内的设备分割为几个各自独立的群

组，群组内部的设备之间可以自由地通讯，而当分属不同群组的设备要进行通讯时，必

须进行三层的路由转发；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物理局域网就如同被划分为几个相互隔离

的局域网，这些不同的群组就称为虚拟局域网（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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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配臵接口封装的链路层协议为VLAN 

如果要让设备识别带 VLAN 标识的包，需要创建一个以太网子接口，并且为其指定一个

VLAN ID，则可以通过该子接口接收/转发带 VLAN 标识的包。 

VLAN ID 值的说明： 

设备的 VLAN ID 值的范围是 1-4094，这个值是通过使用 interface IFNAME.vlanid 指令

创建物理以太网接口 IFNAME 的 VLAN 子接口时设定的，例如，如果创建了一个物理

以太网接口 ge0 的 VLAN 子接口， VLAN ID 为 10，则命令为 interface ge0.10。 

配置接口封装的链路层协议为 VLAN的步骤: 

步骤1 interface IFNAME.<1-4094> 用于创建以太网子接口，并在该接口上

使用VLAN封装，IFNAME为物理以太网

接口名，<1-4094>为VLAN ID。 

步骤2 ip address A.B.C.D/M 设置端口的IP地址 

 当该以太网接口已加入网桥，则不能创建 VLAN 子接口。 

7.2.3 配臵信息的显示 

VLAN 配置信息显示命令: 

步骤 1 show interface 显示 VLAN 接口信息 

7.2.4 配臵案例 

在两个 VLAN 之间做路由连接 

案例描述 

交换机与设备相连。 

在该交换机上划分两个 VLAN：VLAN 10 和 VLAN 20。 

VLAN 10 的 VLAN ID 为 10，包含端口 1、2、3，端口 1 为 Taged 端口，连接的 ge0 接

口，端口 2、3 为 Untaged 端口，下接 192.168.10.0/24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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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20 的 VLAN ID 为 20，包含端口 1、4、5，端口 1 为 Taged 端口，连接的 ge0 接

口，端口 4、5 为 Untaged 端口，下接 192.168. 20.0/24 网段； 

在设备的 ge0 接口上也划分两个 VLAN，vlan10 和 vlan20，VLAN ID 分别为 10 和 20。 

vlan10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0.1/24。 

vlan20 的 IP 地址为 192.168. 20.1/24。 

图 7-1VLAN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子接口ge0.10，并指定IP地址。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interface ge0.10 

NGFW (config- ge0.10)# ip address 192.168.10.1/24 

NGFW (config- ge0.10)# exit 

步骤2 创建子接口ge0.20，并指定IP地址 

 NGFW (config)# interface ge0.20 

NGFW (config- ge0.20)# ip address 192.168.20.1/24 

NGFW (config- ge0.20)# exit 

步骤3 创建接口间互访的安全策略 

 NGFW(config) policy 1 any any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config-policy)# enable 

NGFW(config-policy)# exit 

步骤3 保存配置 

 NGFW (config)# writ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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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故障分析 

VLAN 无法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 VLAN无法正常工作 

分析与解决 1.请检查配置，是否是您需要配置的VLAN ID，您的配置是否正确 

2.网络拓扑是否正确 

3.线路是否正常 

4.VLAN状态是否正确 

7.3 配臵透明网桥 

7.3.1 透明网桥概述 

透明网桥功能：最初是由 DEC 公司提出，并被 802.1 委员会采纳并标准化， 

透明网桥使用最方便，易于安装。当桥接入互连的局域网内，就能运行。它不会影响现

存的局域网，原有的软硬件无须改变，也不要设置地址开关和加载路径选择表参数。对

于用户来说，该网桥是透明的，即该网桥进入或离开整个网络，用户感觉不到。 

7.3.2 配臵透明网桥 

创建透明网桥 

创建透明网桥的步骤： 

步骤1 interface NAME 创建一个网桥（BVI端口），NAME以bvi开头，后

面添加从0到255的数字，代表从0到255的网桥。 

   使用 no interface NAME 可以删除一个网桥。 

配置网桥组端口 

配置透明网桥后，需要将实际物理接口或 VLAN 接口加入网桥中，这些接口被称为网桥

组端口。 

网桥组端口的 ID 由两部分组成：1 字节的优先级和 1 字节的端口号。当网桥有两个端

口都连接在 LAN 上从而形成回路时，可以通过网桥端口 ID 来影响端口的选择，ID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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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端口越有可能成为指定端口。因此，如果网桥端口的优先级越小，则网桥端口的 ID

越小，越有可能成为指定端口。 

同一个接口只能加入到一个网桥组。已创建了子接口（VLAN 接口）的以太网接口不能

加入网桥组。 

配置网桥组端口的步骤： 

步骤1 interface NAME 进入一个端口 

步骤2 bridge-group 

<0-255> 

将本端口加入一个网桥组，同时该端口的所有IP地址

将被删除 

 1）将一个端口加入一个网桥组时该端口的所有 IP 地址将被删除； 

2）已创建了子接口（VLAN 接口）的以太网接口不能加入网桥组。 

7.3.3 配臵网桥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是生成树协议的英文缩写。该协议可应用于环路网络，通

过一定的算法实现路径冗余，同时将环路网络修剪成无环路的树型网络，从而避免报文

在环路网络中的增生和无限循环。 

创建新的桥接口，开启关闭 STP 功能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bvi0 进入桥接口配置 

步骤3 bridge stp (enable|disable) 选择开启货关闭STP功能 

配置网桥优先级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bvi0 进入桥接口配置 

步骤3 bridge priority <0-65535> 配置桥接口优先级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priority 桥接口优先级值，范围 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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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535 

 

配置网桥发送 bpdu hello 时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bvi0 进入桥接口配置 

步骤3 bridge hello-time <1-10> 配置发送bpdu hello时间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hello-time 发送hello bpdu时间间隔，

范围1-10 

2 

 

配置网桥 STP 最大老化时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bvi0 进入桥接口配置 

步骤3 bridge max-age <6-40> 配置STP最大老化时间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ax-age STP最大老化时间，范围

6-40 

20 

 

配置网桥端口状态转换时延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bvi0 进入桥接口配置 

步骤3 bridge forward-delay <4-30> 配置端口状态转换时延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forward-delay 端口状态转换时延，范围

4-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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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择性能较高、位臵较靠中心的桥的优先级最高。 

 

 端口转换时间是指：开启 STP 后，端口从 listening 到 learning 到 forwarding 变化的时间

间隔。 

7.3.4 配臵案例 

配置透明网桥 

案例描述 

将 NGFW 设备插入一个原有的网络结构中，不改变原有拓扑和配置，将 NGFW 设备的

ge0 和 ge1 两个端口加入网桥组 0（BVI0）中。ge0 口连接 Router（192.168.0.1），ge1

口连接 192.168.0.0/16 网段其余机器。 

图 7-2 透明桥案例组网图 

Router:

192.168.0.1
NGFW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透明网桥组0（bvi0）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 interface bvi0 

NGFW(config-if)# exit 

步骤2 将端口ge0加入透明网桥组0 

 NGFW(config)# interface ge0 

NGFW(config-if)# bridge-group 0 

NGFW(config-if)# exit 

步骤3 将端口ge1加入透明网桥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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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config)# interface ge1 

NGFW(config-if)# bridge-group 0 

NGFW(config-if)# exit 

7.3.5 透明网桥监控与维护 

查看桥组信息 

步骤1 查看桥组信息 

 NGFW# show bridge-group 0 

Bridge: bvi0 

 STP: disabled 

 bridge id         : 8000.0010f30d1a04 

 designated root   : 8000.0010f30d1a04 

 Ageing time: 300 

 bridge ports: 

   ge0  <forwarding> 

   ge1  <forwarding> 

分别显示了桥组名、STP启用状态、桥ID、指定的根、FDB老化时间及该桥组

所包含的端口及端口的状态 

 

查看 FDB 信息 

步骤1  

 NGFW# show bridge-group 0 fdb 

Bridge: bvi9 

Address               State          Ageing         Interface 

00:10:f3:0e:56:b8     forwarding       87           ge0 

00:16:41:59:3e:9c     forwarding       31           ge0 

00:16:76:65:3c:b7     forwarding      201           ge0 

00:16:76:6b:15:9b     forwarding       18           ge0 

00:16:41:59:57:ca     forwarding      151           ge0 

00:16:17:96:c5:71     forwarding      110           ge0 

00:10:f3:0d:1a:04     forwarding     static         ge0 

00:16:76:80:ab:84     forwarding       89           ge0 

00:16:76:6b:16:d9     forwarding       63           ge0 

00:16:76:65:3e:3c     forwarding       90           ge0 

00:16:17:ed:ff:5f     forwarding      125           ge0 

00:15:e9:b0:4f:42     forwarding        1           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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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17:96:c5:6f     forwarding       49           ge0 

00:17:df:ba:4c:00     forwarding        0           ge0 

00:16:76:6b:9d:98     forwarding      262           ge0 

00:19:aa:15:6f:03     forwarding        0           ge0 

00:16:76:80:ab:94     forwarding       12           ge0 

00:10:f3:0d:1a:05     forwarding     static         ge1 

 

其中本地端口的MAC地址显示为static，不会老化。 

 

查看透明网桥的 debug 信息 

步骤1 查看桥组报文处理信息 

 NGFW# debug bridge packet 

步骤2 查看桥组事件信息 

 NGFW# debug bridge event 

步骤2 查看桥组处理的详细信息 

 NGFW# debug bridge detail 

 

7.3.6 常见故障分析 

透明网桥无法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 在网桥的两个端口之间数据无法转发 

分析与解决 1）是否将正确的端口加入网桥 

2）链路是否正常 

3）端口状态是否正常（该端口Admin状态是否是up） 

 

7.4 配臵 GRE 接口 

GRE 协议的英文全称是 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即通用路由封装协议，它规定了

如何将一种协议的报文封装在另一种协议的报文中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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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GRE概述 

GRE 是第三层的隧道协议，它利用一种协议的传输能力为另一种协议建立了点到点的隧

道，被封装的报文将在隧道的两端进行封装和解封装 。使用 GRE 协议可以与对端路由

器或防火墙设备建立虚拟的、点对点通信。 

 仅支持封装 IP 类型的网络数据包。 

7.4.2 配臵GRE 

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隧道标识关键字key 无 可更改设置 

隧道校验checksum 关闭 可更改设置 

隧道报文序列号检查sequence-datagrams 关闭 可更改设置 

隧道保活keepalive 关闭 可更改设置 

保活报文发送间隔时间(seconds) 10 可更改设置 

保活报文发送重试次数(retries) 3 可更改设置 

创建 GRE 接口 

GRE 接口是用于 GRE 通信的虚拟接口，默认情况下该接口并不存在，因此需要手工创

建。通过 GRE 接口将 GRE 封包的网络数据包发送到对应的物理接口，再发送到对端设

备。 

配置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interface gre <0-1023> 创建一个gre接口，<0-1023>为要创建的GRE

接口的编号 

使用 no interface gre <0-1023>命令删除已创建的 gre 接口。 

 对于已建立的 GRE 通信，删除 GRE 接口会断开相应的 GRE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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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 GRE 接口到物理接口 

GRE 接口是虚拟接口，因此必须要指定其对应的物理接口。 

配置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 <0-1023> 创建一个gre接口，<0-1023>为要创建的

GRE接口的编号 

步骤3 source (A.B.C.D) 其中A.B.C.D是要绑定的物理接口的IP

地址，或者IFNAME是要绑定的物理接

口的名字 

使用 no source 删除绑定。 

 

配置 GRE 隧道对端 IP 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 <0-1023> 创建一个gre接口，<0-1023>为要创建的

GRE接口的编号 

步骤3 destination A.B.C.D|dynamic 其中A.B.C.D为GRE隧道对端物理接口

的IP地址， dynamic为对端地址为动态

地址 

使用 no destination 删除对端地址。 

配置 GRE 接口的 IP 地址 

配置 GRE 接口的 IP 地址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 <0-1023> 创建一个gre接口，<0-1023>为要创建

的GRE接口的编号 

步骤3 ip address A.B.C.D/M A.B.C.D/M为GRE接口的IP地址 

使用 no ip address 删除接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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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GRE 接口的标识关键字； 

可以为 GRE 接口分配一个标识关键字，两个关键字相同的 GRE Tunnel 对，构成一个通

信隧道。当一端的地址设为动态时(dynamic)，必须用标识关键字进行匹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0-1023> 进入GRE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key key 设置GRE标识关键字 

key 是该隧道的标识关键字，范围是 

< 1-9999>  

使用 no key命令取消 GRE 接口的标识关键字设置，恢复为默认配置。 

 标识关键字的设臵必须与对端相同； 

在没有配臵动态对端地址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标识关键字。 

启用 GRE 接口的报文校验 

为加强 GRE 报文的合法性检查，可以启用报文校验功能。启用报文校验会抛弃通不过

校验的报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0-1023> 进入GRE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checksum 启用GRE的报文校验 

使用 no checksum命令取消 GRE 的报文校验功能。 

 

启用 GRE 接口的报文序列号检查 

GRE 的报文序列号检查可以有效防止重放攻击。启用报文序列号检查后，GRE 报文序

列号小于接收端期望的序列号时，报文将被抛弃。 

按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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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0-1023> 进入GRE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sequence-datagrams 启用GRE的报文序列号检查 

使用 no sequence-datagrams命令关闭报文序列号检查功能。 

 标识关键字的设臵不建议使用报文序列号检查。 

使能/禁止保活机制 

保活机制可以定时检测隧道线路、对端的状况，及时更新 GRE 口 up/down 状态。 

按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re<0-1023> 进入GRE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keepalive [seconds [retries]] 使能GRE接口保活机制 

seconds 是保活报文发送间隔时间，范

围是1到86400，默认10秒； 

retries 是重试次数，默认3次 

使用 no keepalive命令禁止 GRE 接口保活机制。 

 

7.4.3 配臵案例 

配置案例 1 

案例描述： 

NGFW_A 通过 eth0 接口(IP 为 202.106.11.1/28)与 NGFW_B(IP 为 202.106.12.1/28)建立

GRE 隧道，gre0 的 IP 地址 192.168.0.1/24。 

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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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GRE

隧道

NGFW-A

PC2
PC1

NGFW-B

 

配置步骤： 

配置 NGFW_A: 

步骤1 配置物理接口的IP地址 

 NGFW_A (config)interface eth0 

NGFW_A (config-if)ip address 202.106.11.1/28 

步骤2 创建GRE接口 

 NGFW_A (config)interface gre0 

步骤3 绑定gre接口到物理接口 

 NGFW_A (config-if)source  eth0 

步骤4 配置隧道对端IP地址 

 NGFW_A (config-if)destination 202.106.12.1 

步骤5 配置 gre0接口 IP地址 

 NGFW_A (config-if)ip address 192.168.0.1/24 

 

 

配置 NGFW_B: 

步骤1 配置物理接口的IP地址 

 NGFW_B (config)interface eth0 

NGFW_B (config-if)ip address 202.106.12.1/28 

步骤2 创建GRE接口 

 NGFW_B (config)interface gre0 

步骤3 绑定gre接口到物理接口 

 NGFW_B (config-if)source  e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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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配置隧道对端IP地址 

 NGFW_B (config-if)destination 202.106.11.1 

步骤5 配置 gre0接口 IP地址 

 NGFW_B (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2/24 

 

7.4.4 GRE监控与调试 

查看 GRE 接口信息 

显示 GRE 接口信息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show tunnel gre <0-1023>  显示GRE接口的信息 

 NGFW# show tunnel gre0 

tunnel name :gre0 

        destination ip: 202.106.0.1  source ip: 0.0.0.0 

        key  5 

        keepalive    interval:4  retries:4 

        Drop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Checksum in received packet is required. 

        Sequence packets on output. 

        Checksum output packets. 

查看 GRE 调试信息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no] debug gre  开启/关闭调试GRE模块 

 NGFW# debug gre 

NGFW# %tunnel gre0 keepalive timeout retries 1. 

%[GRE] send src=5.5.5.5 dst=202.106.0.1% flags B0, protocol 2F ,key 

5 ,seqno 4 

% 2007-04-09 16:04:03 gre0 link change to DOWN 

 

7.4.5 常见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 1：GRE 转发错误 

现象 GRE 转发错误，对端不能收到报文。 

分析 可能对端地址配置错误，或没有到对端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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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配置正确的 gre接口对端地址，并检查相关路由是否存在 

 

故障现象 2：GRE 接口失效 

现象 GRE接口状态为down。 

分析 GRE接口源地址不是本设备地址，或地址所属的接口down掉。另外配置了GRE

保活机制，在超时后，GRE接口也会down掉。 

解决 检查 GRE接口源地址是不是本设备地址，地址所属的接口是否 down掉。检

查和对端是否正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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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臵 DDNS 

8.1  DDNS 概述 

DDNS 原理： 

DDNS 是将用户的动态 IP 地址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解析服务上，用户每次连接网络

的时候客户端程序就会通过信息传递把该主机的动态 IP 地址传送给位于服务商主机上

的服务器程序。服务项目器程序负责提供 DNS 服务并实现动态域名解析, 根据请求数据

中的用户名和密码, 从数据库中找到对应注册的域名, 与请求数据中的 IP 地址一起进行

域名更新。 

常见的 DDNS 服务提供商有：希网（3322.org），花生壳（oray.net）等等。 

DDNS 主要功能： 

本设备完成 DDNS Client 的功能，根据接口下配置的 DDNS 参数, 将对应接口 IP 地址信

息提交给 DDNS 服务提供商，并解析其反馈的响应报文，并周期刷新。 

8.2 配臵 DDNS 

8.2.1 缺省配臵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接口DDNS功能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8.2.2 配臵DDNS服务提供商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接口名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ip ddns server 3322.org 配置DDNS服务提供商. 

使用 no 命令清除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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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使用 DDNS 前，需要在 DDNS 服务提供商正确注册对应的域名、用户名和密码； 

目前设备支持的 DDNS 服务提供商有：希网（3322.org），花生壳（oray.net）等等。 

8.2.3 配臵DDNS注册域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接口名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ip ddns domain abc.3322.org 配置DDNS注册域名. 

使用 no 命令清除该配置。 

8.2.4 配臵DDNS注册用户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接口名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ip ddns username dlant 配置DDNS注册用户名. 

使用 no 命令清除该配置。 

8.2.5 配臵DDNS注册密码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接口名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ip ddns password mypasswd 配置DDNS注册密码. 

使用 no 命令清除该配置。 

8.2.6 启用DDNS功能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接口名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 

步骤3 ip ddns enable 接口启用D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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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 ddns disable 命令关闭接口 DDNS。 

8.3 DDNS 的监控与维护 

8.3.1 查看配臵信息 

步骤1 show running-config ddns 

 NGFW# show running-config ddns 

interface ge0 

 ip ddns server 3322.org 

 ip ddns domain abc.3322.org 

 ip ddns username dlant 

 ip ddns password secret oCvIwVSUVjfCAyZh2q8IjTaKH77qFJE+gAil9NqmexWs0waPjnSVDrb9KQd9Fk9 

 ip ddns enable 

interface ge2 

 ip ddns server 3322.org 

 ip ddns domain abc.com 

 ip ddns username abc 

 ip ddns password secret Q+1L1tBVmJkiM9q/yLUKRJKfqjTg+bIDiB488SbM9xQOeB5llbx/hWujjfSnKQt 

 ip ddns enable 

 

8.3.2 查看接口DDNS状态 

步骤1 show ddns status ge0 

 NGFW# show ddns status ge0 

 ip ddns server 3322.org 

 ip ddns domain abc.3322.org 

 ip ddns username dlant 

 ip ddns password secret oCvIwVSUVjfCAyZh2q8IjTaKH77qFJE+gAil9NqmexWs0waPjnSVDrb9KQd9Fk9 

 ip ddns enable 

 ip ddns online 58284 seconds  

 

 

8.3.3 调试DDNS 

步骤1 debug d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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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 debug ddns  

打开DDNS Debug 

步骤2 show ddns debug 

 NGFW # show ddns debug  

DDNS debugging status: 

  ddns event debugging is on 

显示DDNS Debug状态 

 

8.4 常见故障分析 

8.4.1 接口DDNS配臵失效 

现象 设备接口配置了DDNS，但根据注册域名不能访问该设备。 

分析 1、 检测是否在服务提供商正确注册了对应的域名、用户名和密码。 

2、 检测设备是否能访问internet。 

3、 检测该接口地址是否为外网地址。 

4、 检测接口DDNS配置是否正确。 

解决 1、 在服务提供商注册了对应的域名、用户名和密码。 

2、 配置设备能访问internet。 

3、 确保接口地址为外网地址。 

4、 正确配置接口DDNS并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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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臵安全域 

9.1 安全域概述 

域就是接口组，可以在一个域中加入多个接口，但是一个接口只能属于一个域。如果一

个接口被包含在某个域中，就不能单独对该接口进行配置。 

9.2 配臵向域中添加接口 

可以用 include 命令向域中添加一个接口。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zone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域模式 

步骤3 include interface IF_NAME 将名为IF_NAME的接口加入该域中 

步骤4 show zone NAME 显示域配置信息 

使用no include interface IF_NAME可以删除接口组中通过 include interface命令添加的接

口。 

参数说明： 

命令（1）：zone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域名称 无 

命令（2）：include interface IF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IF_NAME> 接口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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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配臵区域内接口互访 

可以用 allow intrazone 命令来配置区域内接口互访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zone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域模式 

步骤3 allow intrazone 允许区域内接口互访 

9.4 配臵案例 

9.4.1 配臵案例: 添加接口到域中 

案例描述 

配置一个接口到指定的域中。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域 

 NGFW_A(config)# zone all 

 

步骤2 在这个域中添加一个接口 

 NGFW_A(config-addr)# include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addrgrp)# address-object dev 

配置结果： 

NGFW# show running-config 

zone all 

   include interface eth0 

! 

 



                                                          RG-NGFW 命令手册  

 

105 / 362 
 

9.5 安全域监控与维护 

9.5.1 查看域信息 

查看某个域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域信息 

 NGFW_A# show zone all 

! 

zone all 

   include interface eth0 

NGFW_A# 

 

all是域名称; eth0是被加到域中的接口名称。 

 

9.6 常见故障分析 

9.6.1 故障现象： 

现象 执行no zone NAME以后，该域仍然存在。 

分析 当一个域正在被引用时，就不能通过no命令删除。 

解决 可以先撤销其它配置对该域的引用，确定其没有被引用之后再用no命令删除该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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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NS  

 

 

10.1 DNS 概述 

DNS 为其他需要域名解析的模块提供域名解析客户端功能：向配置的 DNS 服务器发送

域名解析请求，并接受 DNS 服务器的响应，最后将解析后的地址发送给各个使用 DNS

的模块。 

10.2 配臵 DNS 

10.2.1 缺省配臵信息 

容 缺省设置 备注 

重试次数 2 不可更改设置 

超时时间 5秒 不可更改设置 

 

 

10.2.2 配臵主DNS服务器 

DNS 客户端首先向 DNS 主服务器请求域名解析。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ip name-server master  

A.B.C.D 

配置主DNS服务器。 

使用 no ip name-server master 清除主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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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配臵从DNS服务器 

如果 DNS 主服务器解析失败或超时，客户端首先向 DNS 从服务器请求域名解析。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ip name-server backup  

A.B.C.D 

配置从DNS服务器。 

使用 no ip name-server backup 清除 从 DNS 服务器。 

 

10.2.4 DNS查询 

进行域名解析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dns-lookup NAME 域名解析。 

10.3 DNS 监控与调试 

10.3.1 查看DNS调试信息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no] debug dnsclient 开启/关闭调试DNS模块 

 NGFW# debug dnsclient 

NGFW# dns-lookup www.sina.com.cn 

%res_nmkquery :n=33 

%Res_query: query is id-54017 qr-0 opcode-0 aa-0 tc-0 rd-1 ra-0 

unused-0 rcode-0 qdcount-256 ancou 

nt-0 nscount-0 arcount-0 ,string length is 33 

%Connect to dns server 1.1.1.1 FD:468 

%connect  to dns server ok 

%send dns request to dns server ok 

%res_nmkquery :n=33 

%Res_query: query is id-54017 qr-0 opcode-0 aa-0 tc-0 rd-1 r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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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used-0 rcode-0 qdcount-256 ancou 

nt-0 nscount-0 arcount-0 ,string length is 33 

dns lookup:www.sina.com.cn : 202.108.33.32 

 

10.4 配臵案例 

10.4.1 配臵案例:  

192.168.0.5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192.168.0.4192.168.0.3

 

案例描述 

DNS 服务器地址为 202.118.3.2，备份 DNS 服务器地址为 202.118.3.3。在设备上配置 DNS

服务后可以向配置的 DNS 服务器发送域名解析请求，并接受 DNS 服务器的响应，来进

行域名解析。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域。 

 NGFW(config)# ip name-server master 202.118.3.2 

NGFW(config)# ip name-server backup 202.118.3.3 

步骤2 查看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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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show running-config 

! 

ip name-server master 202.118.3.2 

ip name-server backup 202.118.3.3 

 

10.5 常见故障分析 

10.5.1 故障现象1：DNS解析失败 

现象 DNS 解析失败。 

分析 DNS服务器配置错误，或没有到DNS服务器的路由。 

解决 配置正确的DNS服务器地址或添加到DNS服务器网络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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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臵 SNMP 

 

11.1 SNMP 协议概述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即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是有 IETF(Internet 

Engineeri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定义的一套基于 SGMP(Simple Gateway 

Monitor Protocol，简单网关监视协议)的网络管理协议。以 SNMP 为技术的网络管理系

统(NMS)中，管理工作站利用 SNMP 进行远程监控管理网络上的所有支持这种协议的设

备(如计算机工作站、终端、路由器、Hub、网络打印机等)，主要负责监视设备状态、

修改设备配置、接受事件警告等。 

SNMPv3 保持了 SNMPv1 和 SNMPv2 易于理解和实现的特性，同时还增强了网络管理

的安全性能，提供了前两个版本欠缺的保密、验证和访问控制等安全管理特性。SNMPv3

正在逐渐扩充和发展，新的管理信息库还在不断增加，能够支持更多的网络应用。所以，

它是建立网络管理系统的有力工具，也将推动互联网不断发展。 

根据需求增加了 snmpv3 特性，实现了 snmpv3 中的用户管理机制，还添加了公司的私

有 mib 库。 

11.2 配臵 SNMP 

11.2.1 缺省配臵信息 

表 11-1 SNMP 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使能/禁止状态（enable/disable）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版本v1 启用 可更改设置 

版本v2c 启用 可更改设置 

版本v3 启用 可更改设置 

设备位置 空 可更改设置 

trap地址 空 可更改设置 

团体 public 可更改设置 

Usm用户 空 可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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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配臵启用SNMP代理 

启用设备的 SNMP 代理，启用后客户端可以访问设备的 MIB 库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snmp enable 启用snmp代理 

在 snmp 节点下使用 snmp disable 可以关闭 snmp 代理。 

参数说明： 

命令（1）：snmp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enable 启用snmp代理 无 

disable 关闭snmp代理 无 

11.2.3 配臵设备物理地址 

配置设备物理地址的字符串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syslocation abc 配置地址信息为abc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syslocation 可以取消对 syslocation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空。 

参数说明： 

命令（1）：syslocation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设备地址信息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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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配臵trap地址 

配置 snmp 代理发送 trap 时 trap 信息发往的 IP 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trap address 192.168.31.2 配置trap地址为192.168.31.2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trap address 可以取消 trap 地址的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trap address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rap信息发送的IP地址 无 

11.2.5 配臵community 

配置 snmp 的团体字符串。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community abc 配置团体为abc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community 可以取消对团体的设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public。 

参数说明： 

命令（1）：community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团体字符串信息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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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配臵SNMP版本 

配置 snmp 代理启用或关闭的版本。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version v1 启用snmp代理v1版本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version v1 可以关闭 snmp 代理 v1 版本。 

参数说明： 

命令（1）：version (v1|v2c|v3)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v1|v2c|v3) 启用snmp代理版本 启用 

 

11.2.7 配臵SNMP USM用户 

配置 snmpv3 用户以及此用户对应的认证和加密算法。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nmp 进入snmp配置节点 

步骤3 snmpv3 usm-user u1 auth-mode MD5 

11111111 privacy DES 11111111 

配置创建用户u1，采用MD5认证算法和

DES加密算法，密钥均为11111111。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snmpv3 usm-user u1 可以删除用户 u1，使用 no snmpv2 usm-user 可以删除所有用

户。 

参数说明： 

命令（ 1）： snmpv3 usm-user NAME auth-mode (MD5|SHA) PASSWORD1 privacy 

(DES|AES) PASSWO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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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用户名 无 

(MD5|SHA) 认证算法 无 

PASSWORD1 认证算法密钥 无 

(DES|AES) 加密算法 无 

PASSWORD2 加密算法密钥 无 

11.3 配臵案例 

11.3.1 配臵案例1：通过MIB Browser访问设备MIB

库 

案例描述 

服务器为 NGFW 设备，实现了 snmp 代理，支持 v1、v2c、v3，计算机为 pc 机，安装了

iReasoning MIB Browser 软件作为管理站。 

服务器计算机
 

配置步骤： 

步骤1 服务器的配置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snmp 

NGFW (config-snmp)# snmp enable 

800C_3(config-snmp)# syslocation abc 

NGFW(config-snmp)# community public 

NGFW(config-snmp)# trap address 192.168.31.2 

NGFW(config-snmp)# snmpv3 usm-user u1 auth-mode MD5 11111111 privacy 

DES 11111111 

NGFW(config-snmp)# end 

NGFW# 

步骤2 计算机上MIB Browser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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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结果： 

DUT 的 show running-config 信息 

snmp 

 snmp enable 

 syslocation abc 

 trap address 192.168.31.2 

 snmpv3 usm-user u1 auth-mode MD5 secret 

XMrOjfrJUmSj5p7teDZnBoGy+MLHk26EnNTQfWyFPUmj2o7vvHJEaFzfpMlvuHx  

privacy DES secret XMrOjfrJUmSj5p7teDZnBoGy+MLHk2 

6EnNTQfWyFPUmj2o7vvHJEaFzfpMlvu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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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SNMP 监控与维护 

11.4.1 查看usm用户 

介绍常用的 show 命令的使用 

查看 usm user： 

步骤1 显示usm用户的配置 

 NGFW(config)# snmp 

NGFW(config-snmp)# show snmpv3 usm-user 

usm-user        authentication  privacy 

u1              MD5             DES 

total usm-user number: 1 

NGFW(config-snmp)# 

 

可以看出snmp配置一个usm用户，使用MD5认证DES加密。 

11.5 常见故障分析 

11.5.1 故障现象1：管理站不能访问代理站MIB库 

现象 访问超时或提示认证失败 

 

分析 团体字符串配置不正确或usm用户配置不正确 

解决 检查并修改团体字符串和usm用户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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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臵 NAT 

12.1 NAT 概述 

NAT 即网络地址转换，最初是由 RFC1631(目前已由 RFC3022 替代)定义，用于私有地

址向公有地址的转换，以解决公有 IP 地址短缺的问题。后来随着 NAT 技术的发展及应

用的不断深入，NAT 更被证明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可用于多种用途，如：提供了单

向隔离，具有很好的安全特性；可用于目标地址的映射，使公有地址可访问配置私有地

址的服务器；另外还可用于服务器的负载均衡和地址复用等。 

NAT 分为源 NAT 和目的 NAT。源 NAT 是基于源地址的 NAT，可细分为动态 NAT、PAT

和静态 NAT。动态 NAT 和 PAT 是一种单向的针对源地址的映射，主要用于内网访问外

网，减少公有地址的数目，隐藏内部地址。动态 NAT 指动态地将源地址转换映射到一

个相对较小的地址池中，对于同一个源 IP，不同的连接可能映射到地址池中不同的地址；

PAT 是指将所有源地址都映射到同一个地址上，通过端口的映射实现不同连接的区分，

实现公网地址的共享。静态 NAT 是一种一对一的双向地址映射，主要用于内部服务器

向外提供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服务器可以主动访问外部，外部也可以主动

访问这台服务器，相当于在内、外网之间建立了一条双向通道。 

基于目标地址的 NAT，我们称为目的 NAT，可分为目标地址映射、目标端口映射、服

务器负载均衡等。基于目标地址的 NAT 也称为反向 NAT 或地址映射。目的 NAT 是一

种单向的针对目标地址的映射，主要用于内部服务器向外部提供服务的情况，它与静态

NAT 的区别在于它是单向的。外部可以主动访问内部，内部却不可以主动访问外部。另

外，可使用目的 NAT 实现负载均衡的功能，即可以将一个目标地址转换为多个内部服

务器地址。也可以通过端口的映射将不同的端口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上。 

另外，掌握 NAT 的基本原理之后，NAT 不仅仅可用于公有地址和私有地址之间的转换，

还可用于公有地址与公有地址之间、私有地址与私有地址之间的转换。 

 NAT 的负载均衡功能只是将一个目标地址均衡转换到不同的内部主机地址上，它并不检

测内部主机是否运行正常。它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地址转换功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

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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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配臵 NAT 

系统中把 NAT 的配置分为： Static、Source、Destination 三种类型。 

每条 NAT 规则都是和某个特定的接口相关联的，需要注意的是，Source NAT 是在离开

接口时进行转换的，Destination NAT 是在进入接口时进行转换的，所以配置 Source NAT

的时候必须和对应的出接口关联，而配置 Destination NAT 的时候需要和对应的入接口

关联。 

12.2.1 配臵地址池(NAT POOL) 

地址池中存放供动态 NAT 使用的地址范围的集合。地址池的使用支持轮转方式和非轮

转方式，同时支持地址池分段。 

在进行地址转换后，报文的真实地址将被转换为地址池中的地址。 

配置地址池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nat pool POOLNAME 进入地址池节点 

步骤3 ip address A.B.C.D A.B.C.D 配置一段地址池 

步骤4 rotary 轮询 

使用 no ip nat pool POOLNAME 命令可以删除一个地址池。 

使用 no rotary 命令可以禁用轮询。 

 不能删除正被 NAT 规则引用的地址池；结束地址不能小于起始地址；池段范围不能出

现重叠现象。 

12.2.2 配臵static NAT 

静态 NAT 是一对一的双向地址映射。在这种情况下，被映射的内部主机可以主动访问

外部，外部也可以主动访问这台内部主机，相当于在内、外网之间建立了一条双向通道。 

配置 static NAT 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nat static IFNAME A.B.C.D 配置一条静态NAT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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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ID] 

使用 no ip nat ID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静态 NAT 规则。 

 建议在配臵 NAT 规则时不指定 ID，系统会自动进行选择。 

12.2.3 配臵source NAT 

源 NAT 是一种单向的针对源地址的映射，主要用于内网访问外网，减少公有地址的数

目，隐藏内部地址。 

配置 source NAT 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nat source IFNAME 

(ADDR_OBJ | any) (ADDR_OBJ | 

any) (SRV_OBJ|any) 

(POOL|interface) [ID] 

配置一条源NAT规则。可以指定已经定

义的地址池，也可以用interface关键字，

表明使用出接口的接口地址 

使用 no ip nat ID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源 NAT 规则。 

12.2.4 配臵destination NAT 

目的 NAT 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服务器地址、端口映射：实现外网地址和内部地址的单向映射或同时实现转换端口； 

服务器业务分流：根据访问的业务不同，系统把目的地址转换为内部不同的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负载分担：把一个外部 IP 映射到内部的一个地址池中，即一到多的映射功能； 

接口映射：根据外网出接口的 IP 自动更改目的 NAT 规则，主要用于 PPPoE 等拨号上网

获得动态 IP 的情况。 

配置 destination NAT 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nat destination IFNAME 

(ADDR_OBJ | any) (ADDR_OBJ | 

any | interface) 

配置一条目的NAT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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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V_OBJ|any) POOL [service 

<1-65535>] [ID] 

使用 no ip nat ID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目的 NAT 规则。 

12.3 配臵案例 

12.3.1 配臵source NAT 

案例描述： 

公司需要通过NGFW共享上网。内网地址为192.168.0.0/24网段，公网地址为202.118.3.11 

Source NAT 配置案例组网图 

192.168.0.2 192.168.0.4192.168.0.3

...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配置步骤： 

步骤1 建立一个地址对象 

 NGFW(config)# address inside-net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192.168.0.0/24 

NGFW(config-addr)#exit 

NGFW(config)# 

步骤2 配置一个地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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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config)#ip nat pool pub-pool  

NGFW(ip-nat-pool)#ip address 202.118.3.11 202.118.3.11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 

步骤3 配置一条source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source eth0 inside-net any any any pub-pool 

 

12.3.2 配臵static NAT 

案例描述： 

内网有一台服务器对外提供服务，服务器的内网地址为 192.168.0.3，映射的公网地址为

202.118.3.11。 

图 12-1Static NAT 配置案例组网图 

192.168.0.3

...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一条static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static eth0 192.168.0.3 202.11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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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配臵destination NAT——服务器地址、端口

映射 

案例描述： 

内网有一台服务器对外提供 HTTP 服务，内网地址为 192.168.0.3，服务端口为 tcp 80，

对外开放的地址为 202.118.3.2，对外开放的服务端口为 tcp 8080 

图 12-2 配置 destination NAT 案例组网图 a 

192.168.0.3:

tcp 80

...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202.118.3.2:

tcp 8080

 

配置步骤： 

步骤1 建立一个地址对象 

 NGFW(config)# address http-pub 

NGFW(config-addr)# address 202.118.3.2 

NGFW(config-addr)#exit 

NGFW(config)# 

步骤2 配置一个服务对象 

 NGFW(config)#service http8080 

NGFW(config-sev)# tcp dest 8080 source 1 65535 

NGFW(config-sev)#exit 

NGFW(config)# 

步骤3 配置一个地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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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config)#ip nat pool web-server  

NGFW(ip-nat-pool)#ip address 192.168.0.3 192.168.0.3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 

步骤4 配置一条destination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destination eth0 any http-pub http web-server service 80 

 

12.3.4 配臵destination NAT——服务器业务分流 

案例描述： 

内网有 HTTP、FTP 服务器各一台，内网地址分别为 192.168.0.3 和 192.168.0.4，对外采

用同一个公网 IP——202.118.3.1，根据访问的业务自动映射到这两台服务器，实现业务

分流。 

图 12-3 配置 destination NAT 案例组网图 a 

192.168.0.4:

tcp 21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192.168.0.3:

tcp 80

 

配置步骤： 

步骤1 建立一个地址对象 

 NGFW(config)# address serv-pub 

NGFW(config-addr-obj)# address 202.118.3.1 

NGFW(config-addr-obj)#exit 

NGFW(config)# 

步骤2 配置两个地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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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config)#ip nat pool web-server  

NGFW(ip-nat-pool)#ip address 192.168.0.3 192.168.0.3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ip nat pool ftp-server  

NGFW(ip-nat-pool)#ip address 192.168.0.4 192.168.0.4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 

步骤3 配置两条destination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destination eth0 any serv-pub http web-server 

NGFW(config)#ip nat destination eth0 any serv-pub ftp ftp-server 

 

12.3.5 配臵destination NAT——服务器负载分担 

案例描述： 

内网采用三台服务器进行负载分担，内网地址分别为 192.168.0.3、 192.168.0.4 和

192.168.0.5，对外采用同一个公网 IP——202.118.3.1。 

图 12-4 配置 destination NAT 案例组网图 a 

192.168.0.5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192.168.0.4192.168.0.3

 

配置步骤： 

步骤1 建立一个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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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config)# address serv-pub 

NGFW(config-addr-obj)# address 202.118.3.1 

NGFW(config-addr-obj)#exit 

NGFW(config)# 

步骤2 配置一个地址池 

 NGFW(config)#ip nat pool servers  

NGFW(ip-nat-pool)#ip address 192.168.0.3 192.168.0.5  

NGFW(ip-nat-pool)# rotary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 

步骤3 配置一条destination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destination eth0 any serv-pub any servers 

 

12.3.6 配臵destination NAT——接口映射 

案例描述： 

内网有一台服务器对外提供 HTTP 服务，内网地址为 192.168.0.3，NGFW 设备以 PPPOE

拨号上网，获得动态 IP 地址，外网用户使用域名 www.nattest.net 访问服务器，域名注

册对应动态 IP 地址。 

图 12-5 配置 destination NAT 案例组网图 a 

192.168.0.5

192.168.0.0/24

192.168.0.1

PPPOE eth0

eth1

192.168.0.4192.168.0.3

www.nettest.net

 

http://www.natte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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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一个地址池 

 NGFW(config)#ip nat pool servers  

NGFW(ip-nat-pool)# ip address 192.168.0.3 192.168.0.3 

NGFW(ip-nat-pool)# exit 

NGFW(config)# 

步骤2 配置一条destination NAT规则 

 NGFW(config)ip nat destination eth0 any interface any servers 

 

 

 

12.4 NAT 监控与维护 

12.4.1 查看NAT配臵信息 

步骤1 查看NAT地址池和NAT规则信息 

 NGFW# show ip nat pool 

ip nat pool pub_net  

ip address 202.118.3.11 202.118.3.11 

ip nat pool inside_net  

ip address 192.168.0.3 192.168.0.3 

显示系统中配置了两个地址池 

 

NGFW# show ip nat rule 

ip nat source eth2 any any any interface 1 

显示系统中配置了一条源NAT规则 

 

NGFW# show ip nat statistics 

ip nat statistics: 

  static nat rule counts: 0 

  source nat rule counts: 1 

  destination nat rule counts: 0 

  translation entry counts: 12 

显示系统中NAT规则数及当前NAT转换的条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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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查看NAT转换信息 

步骤1 查看NAT转换的信息 

 NGFW#show ip nat translations 

可以查看NAT转换的信息 

 

12.4.3 清除NAT转换条目 

步骤1 清除系统中的所有转换条目 

 NGFW# clear ip nat translations 

该命令同时会清除系统中的所有流信息 

 

12.4.4 查看NAT转化过程信息 

步骤1 查看NAT转换过程的调试信息 

 NGFW# debug ip nat 

 

12.5 常见故障分析 

12.5.1 连接时通时断 

故障现象 做了NAT之后，经过NAT Ping另外网络的机器，时通时断；或刚开始

是通的，一会儿又断了；或一直不通 

分析与解决 1)转换后的地址有冲突，别人已经使用。有些地址可能Ping不通，但不

能排除地址已被使用的可能，因为对方可以禁止了Ping包。 

2)可以查看被Ping的机器中的ARP表项，NAT转换后的地址对应的MAC

是否为设备的MAC地址，如不是，证明有其它机器使用了此IP。使用

无人使用的地址作为NAT转换后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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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臵 DHCP 服务器 

13.1 DHCP 服务概述 

本设备提供两种 DHCP 服务功能：DHCP 服务器和 DHCP Relay。 

13.1.1 DHCP 服务器概述 

DHCP 的全称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设备可以作

为 DHCP Server，用于实现对网络中 IP 地址的动态分配和集中管理。动态分配是指当

DHCP 客户端第一次从 DHCP Server 租用到 IP 地址后，并非永久的使用该地址，只要

租约到期，客户端就要释放(Release)这个 IP 地址以给其它工作站使用。为了实现 IP 地

址的动态分 

配，必须设置 DHCP Server 拥有一个 IP 地址范围，用来分配给用户，这个用来分配给

客户端的地址范围也叫 IP 地址池（IP Pool）。 

下图反映了 DHC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的过程。主机 A（客户端）先广

播 DHCPDISCOVER 包寻找网络上的 DHCP 服务器，DHCP 服务器向客户端单播包含

配置参数的 DHCPOFFER 消息。 

图 13-1DHC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 

 

 当客户端第一次登录到网络时，它会向网络广播一个 DHCPDISCOVER 消息，此时由于

客户端还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网路，所以封包的来源地址为 0.0.0.0，目的地址则为

255.255.255.255。 

由于网络上可能不止一个 DHCP 服务器，凡是具有有效 IP 地址信息的 DHCP 服务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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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自还没有租出的地址中选择一个空闲 IP，然后将该提议回应给客户端。 

客户端从接收到的第一个提议中选定 IP 地址信息，并广播一条租用地址的消息请求。

由发出该提议的 DHCP 服务器响应该消息，确认已接受请求并开始租用。 

客户端收到确认后开始使用此地址。 

 DHCP 客户端可以接收多个 DHCP 服务器的消息，自己从中选一个 DHCP 服务器，同时

也暗示它拒绝了其它 DHCP 服务器应答的配臵参数。 

13.1.2 DHCP Relay概述 

DHCP Relay 是用来将一个网段的 DHCP 请求转发给其它网段的 DHCP Server，由其它

网段的 DHCP Server 分配 IP 地址。DHCP Relay 存在的原因是因为 DHCP 客户端还没有

IP 环境设定，这时由 DHCP Relay 来接管客户的 DHCP 请求然后将 DHCP 消息传递给

DHCP Server，再将 DHCP 服务器的应答消息传给客户端，客户端获得 IP 地址。当然也

可以在每一个网段之中安装DHCP Server但这样的话设备成本会增加而且管理上面也比

较分散。DHCP Relay 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 13-2DHCP 客户端通过 Relay 从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 

 

13.2 配臵 DHCP Server 

图 13-3 反映了 DHC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的过程。主机 A（客户端）先

广播 DHCPDISCOVER 包寻找网络上的 DHCP 服务器，DHCP 服务器向客户端单播包

含配置参数的 DHCPOFFER 消息。 

DHC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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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客户端第一次登录到网络时，它会向网络广播一个 DHCPDISCOVER 消息，此时由于

客户端还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网络，所以封包的来源地址为 0.0.0.0，目的地址则为

255.255.255.255。 

由于网络上可能不止一个 DHCP 服务器，凡是具有有效 IP 地址信息的 DHCP 服务器均

从各自还没有租出的地址中选择一个空闲 IP，然后将该提议回应给客户端。 

客户端从接收到的第一个提议中选定 IP 地址信息，并广播一条租用地址的消息请求。

由发出该提议的 DHCP 服务器响应该消息，确认已接受请求并开始租用。 

客户端收到确认后开始使用此地址。 

13.2.1 在接口上指定DHCP Server服务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interface IFNAME 进入相应接口 

步骤2 (config-if)# dhcpserver enable 在该接口上指定DHCP Server 

步骤3 (config-if)# no dhcpserver enable 在该接口上取消DHCP Server 

 只有在该接口上指定了DHCPServer服务，DHCP Server才会处理该接口的DHCP请求。

系统初始时 DHCP Server 不处理所有接口的 DHCP 请求。 

DHCP SERVER 支持物理接口，VLAN 接口和桥接口。 

13.2.2 配臵DHCP Server服务子网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dhcp 进入DHCP配置模式 

步骤2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subnet A.B.C.D/M 增加子网及其SUBNET 

步骤3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subnet 删除子网S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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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删除子网所有配置 

 

13.2.3 配臵DHCP Server地址池及其租约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A.B.C.D E.F.G.H infinite 

增加子网的地址池,其租约

为无限 

步骤2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A.B.C.D A.B.C.D <0-100> 

days <0-23> hours <0-59> mins 

增加子网的地址池,其租约

为所配置的时间 

步骤3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A.B.C.D E.F.G.H  删除子网的地址池 

 每个子网只可以有 1 个地址池。 infinite 意味租约期为无限。若租约不为 infinte，则其

取值范围为 5 分钟至 100 天。 

13.2.4 配臵DHCP 子网缺省网关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router A.B.C.D 配置子网的缺省网关 

步骤2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router 取消子网的缺省网关 

 

13.2.5 配臵DHCP 子网DNS服务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dns A.B.C.D [E.F.G.H] 配置子网的DNS服务器 

步骤2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dns 取消子网的DNS服务器 

 

13.2.6 配臵DHCP 子网WINS服务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wins A.B.C.D [E.F.G.H] 配置子网的WINS服务器 

步骤2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wins 取消子网的WINS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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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配臵DHCP 子网域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share-net NAME domain NAME 配置子网的域名 

步骤2 (config-dhcp)# no share-net NAME domain 取消子网的域名 

 

13.2.8 配臵DHCP 地址绑定 

DHCP Server 可以设置指定的 IP 地址与指定的 MAC 地址捆绑，指定的 MAC 地址与 IP

地址一一对应，每条绑定项都有指定的绑定名称。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bind NAME HH-HH-HH-HH-HH-HH A.B.C.D 设置地址绑定 

步骤2 (config-dhcp)# no bind NAME 取消地址绑定 

 

13.2.9 配臵DHCP 地址排除 

DHCP Server 可以设置保留的地址范围，这些保留的地址将不会分配给 DHCP 客户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dhcp)# exclude 10.0.0.0 10.0.0.11 设置地址排除 

步骤2 (config-dhcp)# no exclude 10.0.0.0 10.0.0.11 取消地址排除 

 

13.3 DHCP 服务监控  

13.3.1 DHCP Debug 

步骤1 显示当前 DHCP 的 debug 情况 

 NGFW# show dhcp debug  

步骤2 打开 DHCP debug 开关 

 NGFW# debug dhcp event 

NGFW# debug dhcp packet detail 

NGFW600A# show 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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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debugging status: 

  DHCP event debugging is on 

  DHCP packet debugging is on 

步骤3 关闭 dhcp debug 

 NGFW# no debug dhcp    

NGFW# show dhcp debug  

 

13.3.2 显示DHCP Server配臵信息 

步骤1 显示当前 DHCP 的配置及开关情况 

 NGFW# show dhcp config 

dhcp 

exclude 10.0.0.2 10.0.0.3 

 exclude 10.0.0.5 10.0.0.10 

 bind aaa 11:22:33:44:55:66 1.1.1.1 

 bind bindtable 00:16:76:65:30:9c 192.168.6.169 

 share-net aaa subnet 10.0.0.0/24 

 share-net aaa 10.0.0.3 10.0.0.10 7 days 3 hours 5 mins 

 share-net aaa router 10.0.0.1 

 share-net aaa dns 203.196.0.3 

 share-net aaa wins 10.0.0.1 

 share-net aaa domain abc.com 

 share-net bbb subnet 192.168.6.1/24 

 share-net bbb 192.168.6.171 192.168.6.173 infinite 

 share-net bbb router 192.168.6.1 

 share-net bbb dns 203.196.0.3 

 share-net bbb wins 192.168.0.1 

 share-net bbb domain abc.com 

 

13.3.3 显示DHCP Server地址分配信息 

步骤1 显示当前的地址租约以及客户端信息 

 NGFW# show dhcp ip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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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dr:        192.168.2.4 

macaddr:       00-0d-60-78-81-75 

start_time:    2010-01-01 05:22:43 

end_time:      2010-01-01 05: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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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bvi2 

NGFW# show dhcp ip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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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dr:        192.168.2.3 

macaddr:       00-16-76-65-3b-3c 

start_time:    2010-01-01 05:17:49 

end_time:      2010-01-01 05:22:49 

interface:     bvi2 

NGFW600A# show dhcp ip summary 

 

  General Statistics 

    Active IP      :   1 

    Abandoned IP   :   0 

    Expired Leases :   1 

 

  Usage by Network : 

    Network      Netmask     Active  Abandoned  Expired 

 192.168.2.1   255.255.255.0      1          0        1 

 

13.4 配臵案例 

案例描述： 

配置设备（DHCP Server）给两个子网分配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172.16.1.0/16 为直接

相连的子网，172.16.2.0/16 为通过另一台设备（DHCP Relay）连接的子网。 

DHCP 服务配置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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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图中DHCP SERVER所在的设备上接口IP地址 

 NGFW_A(config) interface ge0 

NGFW_A (config- ge0)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 (config- ge0) dhcpserver enable 

NGFW_A (config) interface ge1 

NGFW_A (config- ge1) ip address 172.16.1.1/24 

NGFW_A (config- ge1) dhcpserver enable 

NGFW_A (config) exit 

NGFW_A (config) ip route 172.16.2.0/24 192.168.0.2 

NGFW_A (config) exit 

步骤2 配DHCP相关参数 

 NGFW_A (config)dhcp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ge1 subnet 172.16.1.0/24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ge1 router 172.16.1.1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ge1 dns 202.99.16.1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ge1 172.16.1.10 172.16.1.250 infinite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ForRelay subnet 172.16.2.0/24 

NGFW_A (config-dhcp)share-net ForRelay 172.16.2.10 172.16.2.254 infinite 

NGFW_A (config-dhcp)exit 

步骤3 配置dhcp relay 



                                                          RG-NGFW 命令手册  

 

136 / 362 
 

 NGFW_A (config)# interface ge1 

NGFW_A (config-ge1)# dhcprelay 192.168.0.1 

NGFW_A (config-ge1)# exit 

NGFW_A(config)# policy 1 any any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A(config-policy)#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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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臵 HA 

 

14.1 HA 概述 

HA(High Availability)即高可用性，可防止网络中由于单个防火墙的设备故障或网络故障

导致网络中断，保证网络服务的连续性和安全强度。目前，HA 功能已经是 NGFW 内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台设备组成一个 HA 冗余组，在启动 HA 后，设备自动根据选举算法协商出主设备和

备设备。主设备负责进行报文转发、ARP 应答，并实时向备设备同步状态和配置信息。

备设备只被动接受主设备的同步信息，不进行业务处理。 

目前，设备可以进行备份的信息有：配置信息、连接会话信息、IPSec 连接信息、桥接

信息。 

14.2 配臵 HA 

系统中 HA 的工作模式分为主备和主主模式，都可工作在路由和桥模式下，具有冗余备

份，负载分担（需要其他设备分配流量）的功能。目前，只支持两台设备。为了保证切

换后设备能正常工作，两台设备的硬件型号必须相同。 

14.2.1 配臵HA接口 

HA 接口为 HA 功能的专用物理以太网接口，专门负责传输设备间的保活报文，同步报

文，不进行业务上的处理。HA 口间连接方式为直连。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hainterface IFNAME 配置HA口 

    

使用 no hainterface 可以取消对 hainterface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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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确保 hainterface 间连接正常，否则如果 hainterface 出现故障或者无

法正常通讯，则 ha 不能正常通信，导致 ha 状态错误。 

14.2.2 配臵配臵模式 

HA 分为两种配置模式，基本模式和高级模式。高级模式可以配置监控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Config-style advanced 配置配置模式为高级模式 

 

使用 config-style basic 可以配置模式为基本模式。 

 

14.2.3 配臵监控接口 

监控接口为正常业务网口，HA 启动后会实时监视这些网口的状态。监控接口的正常与

否会导致 HA 主备状态的切换。配置时可以配置多个接口作为监控接口，监控接口类型

为物理以太网口。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monitor IFNAME 加入一个监控接口 

 

    使用 no monitor IFNAME 可以取消对网口 IFNAME 的监控。 

 可以监控除了 hainterface外的所有物理以太网接口。配臵时不能配臵对虚接口进行监控。

监控的接口中，只要有一个接口出现故障，则 ha 就会切换状态。在主备模式下，对相

应接口地址的访问都会连接到主设备上。 

14.2.4 配臵监控接口组 

监控接口为正常业务网口，HA 启动后会实时监视这些网口的状态。做个监控接口加入

到监控组中，监控组内所有监控接口都 DOWN 掉，组的状态才为不正常。监控接口组

的正常与否会导致 HA 主备状态的切换。配置时可以配置多个接口组作为监控接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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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接口类型为物理以太网口。 每个监控接口可以配置一个级别，级别会参与主备状

态的协商，切换。监控组内级别和高的作为主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Monitor-group GROUPNAME 

interface IFNAME level 

<1-10000000>  

加入一个监控接口组，并配置级

别。 

使用 no monitor-group GROUPNAME interface IFNAME 可以取消对网口 IFNAME 的监

控。 

14.2.5 配臵抢占模式 

可以配置抢占模式，配置抢占模式的同时要配置主还是备。配置了以后，当链路正常的

情况下，根据配置的主还是备决定主备模式。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grob-style 

（main|backup|disable） 

配置抢占模式 

 

14.2.6 配臵工作模式并启动HA功能 

工作模式分为主主和主备。指出工作模式后，HA 功能同时启动。启动后可实时修改 HA

的所有配置，包括工作模式，HA 接口，监控口。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enable 

(backup-master|master-master)  

配置HA启动模式，并启动HA

功能。 

 

   使用 disable 可以停止 ha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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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backup-master  启动方式为主备模式 无 

master-master 启动方式为主主模式 无 

 启动后，两台设备的工作模式必须相同，否则无法正常通讯。 

14.2.7 配臵停止/激活HA功能 

HA 功能启动后，有时可能想暂停 HA 状态协商的工作，让设备保持各自当前的 HA 状态不

变，可用此功能。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standby  停止HA协商功能 

 

   使用 no standby 重新激活 HA 状态协商功能。 

 此命令只能在主设备上启用，执行后 HA 仍是启动状态，只是暂停了协商切换功能，两

台设备维持状态不变。一般很少用到此命令，但比如想更换 ha 口网线时，可以先执行

standby 命令，然后更换网线，完毕后再执行 no standby 激活协商功能，这样可以避免拔

掉 ha 口网线时的状态紊乱。只用于 ha 主备。 

14.2.8 配臵HA状态倒换功能 

HA 功能启动后，使用此命令可将 HA 状态手工进行主备间切换，即主设备变成备份设

备，备份设备变成主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swap  配置HA进行HA主备倒换 

 此命令只能在主设备上启用。如果想更换主设备，或者想把主设备从网络中拿开，则可

以先执行 swap 命令，把流量都转向另外一台设备，待原来的主设备变成备份设备后，

再进行操作。只用于 ha 主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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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配臵HA外部地址监控功能 

HA 功能启动后，使用此命令可使设备根据所引用的地址监控模板按指定时间间隔向指

定 IP 发包检查链路是否通畅，不通的话将进行状态切换：主备模式将进行状态倒换，

主主模式将被对端设备接管接口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a-group 进入HA配置节点 

步骤3 sysnet TEMPLET_NAME 引用地址监控模板，开始外部地址监控 

步骤4 no sysnet 取消引用地址监控模板，停止外部地址监控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TEMPLET_NAME 地址监控模板名 无 

 此命令只在主设备上有效（包括主主模式）； 

地址监控模板配臵请参考配臵地址监控章节； 

模板指定地址不能配臵 HA 设备的接口地址。 

 

14.3 配臵案例 

14.3.1 配臵案例1：配臵主备模式 

例描述： 

两台 NGFW，分别为 NGFW_A，NGFW_B 作为冗余设备，工作在主备模式，实现冗余

备份的功能。首先把其中一台设备（假设 NGFW_A）接入网络，并正确连接好网线，

HA 口网线可以先不连接。连接好网线后，为设备（NGFW_A）加电启动，然后通过管

理界面对设备（NGFW_A）进行 HA 配置，并启动 HA 功能。然后把另外一台设备

（NGFW_B）加入网络中，并启动 HA 功能。这里假设设备的业务口为 eth0，eth1, HA

口为 eth2。  

 

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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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步骤： 

    对设备 NGFW_A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NGFW_A 的HA接口 

 NGFW_A(config)# ha-group 

NGFW_A(ha-group)# hainterface eth2 

步骤2 配置NGFW_A的监控接口 

 NGFW_A(ha-group)# monitor eth0 

NGFW_A(ha-group)# monitor eth1 

步骤3 配置NGFW_A的工作模式并启动HA功能 

 NGFW_A(ha-group)# enable backup-master 

     

对设备 NGFW_B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NGFW_B 的HA接口 

 NGFW_B (config)# ha-group 

NGFW_B (ha-group)# hainterface eth2 

步骤2 配置NGFW_B的监控接口 

 NGFW_B (ha-group)# monitor eth0 

NGFW_B (ha-group)# monitor eth1 

步骤3 配置NGFW_B的工作模式并启动HA功能 

 NGFW_B (ha-group)# enable backup-master 

 

 配置结果： 

   ！ 

   ha-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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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tor eth0 

     monitor eth1 

     hainterface eth2 

     enable backup-master 

14.3.2 配臵案例2：配臵主主模式 

案例描述： 

两台 NGFW，分别为 NGFW_A，NGFW_B 作为冗余设备，工作在主主模式，实现冗余

备份的功能。首先把其中一台设备（假设 NGFW_A）接入网络，并正确连接好网线，

HA 口网线可以先不连接。连接好网线后，为设备（NGFW_A）加电启动，然后通过管

理界面对设备（NGFW_A）进行 HA 配置，并启动 HA 功能。然后把另外一台设备

（NGFW_B）加入网络中，并启动 HA 功能。这里假设设备 HA 口为 eth0。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对设备 NGFW_A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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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配置NGFW_A 的HA接口 

 NGFW_A(config)# ha-group 

NGFW_A(ha-group)# hainterface eth2 

步骤2 配置NGFW_A的工作模式并启动HA功能 

 NGFW_A(ha-group)# enable master-master 

     

对设备 NGFW_B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NGFW_B 的HA接口 

 NGFW_B (config)# ha-group 

NGFW_B (ha-group)# hainterface eth2 

步骤2 配置NGFW_B的工作模式并启动HA功能 

 NGFW_B (ha-group)# enable master-master  

 

 配置结果： 

   ！ 

   ha-group 

     hainterface eth2 

     enable master-master 

 

14.4 HA 监控与调试 

14.4.1 查看 HA配臵 

步骤1 显示NGFW_A的HA配置信息 

 NGFW_A# show ha conf 

        Workmode: backup-master 

        Haifname: eth2 

        Monitorifname: eth0 eth1 

        SYN: session=1 ips=1 av=1 config=1 

NGFW_A# 

可以看到，工作模式为主备模式，监控口有eth0,eth1,hainterface为eth2。 

对于同步相关配置，可以看到允许会话，ips库，av库，配置的自动同步。 

 

14.4.2 查看 HA状态 

应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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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_A 与 NGFW_B 做冗余备份，工作在主备模式下，启动 HA 并使 NGFW_A 成为

主设备。 

调试实例 

步骤1 显示NGFW_A的HA状态信息 

 NGFW_A# 

NGFW_A# show ha state 

        Local : Hostname=NGFW_A Status=master 

        Remote: Hostname=NGFW_B Status=backup 

        Softversion=3 Av=3 Ips=3 Defined_ips=3 Config=1 

NGFW_A# 

这里Local显示是本地信息，包括主机名称，和ha状态。 

Remote显示是对端信息，包括主机名称，和ha状态。 

最后一行显示的是两台设备的各种配置是否相同。包括软件版本，av库，ips

库，自定义ips库以及配置信息。值为0，表示相同，1表示不同，2表示不同、

建议同步，3表示还没有获取到状态信息。 

 

14.4.3 查看 HA内核信息 

步骤1 显示NGFW_A的HA内核信息 

 NGFW_A# 

NGFW_A# show ha kernel 

hainterface: eth2 neighbour mac: 00:10:f3:0e:56:c2 

debug: Off state: master workmode: backup-master 

kernel saved data: count 4 total length: 864 

NGFW_A# 

其中，显示的内容包括：hainterface，对端的mac地址，内核debug开关状态，

内核ha的状态，工作模式，同步报文缓冲区数据块的数据长度和个数。 

14.4.4 debug ha recv 

应用环境: 

当 ha 状态不正确，或者无法与对端正常通讯时。 

调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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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本地状态为主，接收到了对端的备份报文，自己仍然保持主状态。对端发送报文长度为

170bytes，工作模式为主备，对端监控口状态正常。（1 表示正常，0        

表示异常），类型为备份报文（0 表示为备份状态报文，1 表示为主状态报文）。 

14.4.5 debug ha send 

应用环境: 

当 ha 状态不正确，或者无法与对端正常通讯时。 

调试实例： 

 

 

 

 

 

 

 

结果分析： 

本地发送报文长度为 170bytes，自身状态为主，报文类型为主状态报文。监控口状态正

常。后面的秒和毫秒表示主设备的时间值。 

 

NGFW_A# terminal monitor 

NGFW_A# debug ha recv 

NGFW_A# Ha rcv packet (170 bytes) workmode=backup-master ifstatus=1 type=0 

mac=00-10-f3-0e-56-c2 sec=0 usec=0 

I am master and receive other backup packet 

I keep being master 

NGFW_A# terminal monitor 

NGFW_A# debug ha send 

NGFW_A# HA send a keep_alive packet (send bytes 170 buflen 170) status=Master type=1 

ifstatus=1 secs=4098 usecs=773124 

HA send a keep_alive packet (send bytes 170 buflen 170) status=Master type=1 ifstatus=1 

secs=4100 usecs=633885 

HA send a keep_alive packet (send bytes 170 buflen 170) status=Master type=1 ifstatus=1 

secs=4101 usecs=63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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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debug ha kernel 

应用环境: 

当配置同步，或者同步信息错误，或者没有接收到同步信息时，可用此命令调试。 

调试实例： 

 

 

 

 

 

 

 

 

 

 

 

 

结果分析： 

这是主设备发送的同步报文信息，第一个报文总长度为 1024 字节，实际报文 868 字节，

包含数据块 4 个。下面是四个数据块的详细信息，第一个数据块 212 字节，module 值为

1 

14.5 故障分析 

14.5.1 HA无法与对端通信 

现象 show ha state时只能看到Local的状态信息，没有Remote状态信息。 

分析 ha口通信有问题。 

 ha口是否配置正确。确保ha口是相互直连。 

 ha口网线是否松动。 

解决 给出故障的解决方案 

 show ha conf检查配置。如果不正确，更改配置。 

 

NGFW_A# debug ha kernel 

NGFW_A# 

Send packet len=1024(868), count=4 

                send packet: length=212 module=1 

                send packet: length=212 module=1 

                send packet: length=212 module=1 

                send packet: length=212 module=1 

Send packet len=1024(220), count=1 

                send packet: length=212 module=1 

NGFW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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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臵绝对时间和周期时间 

15.1 绝对时间和周期时间概述 

为了方便用户配置和管理，设备中引入了时间对象概念，时间对象分为绝对时间和周期

时间。在其它功能的配置中，可以引用时间对象来定义配置生效的条件。 

绝对时间：配置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生效。 

周期时间：配置服务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在指定的周期（星期一~星期日）执行。 

15.1.1 配臵在绝对时间中配臵有效时间范围 

绝对时间中只能配置一个有效时间范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chedule onetime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绝对时间模式，如果

不存在就创建新的时间对象。 

步骤3 absolute YY-MM-DD HH:NN:SS 

YY-MM-DD HH:NN:SS 

配置有效时间范围。年、月、日、小时、

分钟、秒为一个时间单位，设置时间表

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使用 no absolute 删除绝对时间中的有效时间范围。 

参数说明： 

命令（1）：schedule onetime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时间对象的名称 无 

命令（2）：absolute YY-MM-DD HH:NN:SS YY-MM-DD HH:N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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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YY-MM-DD> 时间表起止日期（年，月，

日）  

无 

<HH:NN:SS> 时间表起止时间（时，分，

秒） 

无 

<YY-MM-DD> 时间表终止日期（年，月，

日）  

无 

<HH:NN:SS> 时间表终止时间（时，分，

秒） 

无 

 

15.1.2 配臵在周期时间中配臵有效时间范围 

周期时间中可以定义有效时间范围和有效时间段。有效时间范围只能有一个，而有效时

间段可以有多个。有效时间段之间是或的关系，满足其中一个即可；有效时间范围和有

效时间段之间是与的关系，都满足才生效。 

可以用 absolute 命令向周期时间中添加一个有效时间范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chedule recurring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周期时间模式，如果

不存在就创建新的时间对象。 

步骤3 absolute YY-MM-DD HH:NN:SS 

YY-MM-DD HH:NN:SS 

配置有效时间范围。年、月、日、小时、

分钟、秒为一个时间单位，设置时间表

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步骤4 show schedule recurring NAME 显示周期表NAME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schedule recurring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循环时间表名称 无 

 

命令（2）：absolute YY-MM-DD HH:NN:SS YY-MM-DD HH:N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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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YY-MM-DD> 周期表起止日期（年，月，

日） 

无 

<HH:NN:SS> 周期表起止时间（时，分，

秒） 

无 

<YY-MM-DD> 周期表终止日期（年，月，

日） 

无 

<HH:NN:SS> 周期表终止时间（时，分，

秒） 

无 

 

15.1.3 配臵在周期时间中配臵有效时间段 

可以用 periodic 命令向周期时间中添加多个有效时间段。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chedule recurring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时间对象模式，如果

不存在就创建新的时间对象。 

步骤3 periodic HH:NN:SS HH:NN:SS 

(monday|null)…(sunday|null) 

配置周期时间段。可配置每天的时间范

围，支持离散的星期配置。 

步骤4 show schedule recurring NAME 显示周期表NAME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schedule recurring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周期表名称 无 

命令（2）：periodic HH:NN:SS HH:NN:SS (monday|null)…(sunday|null)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HH:NN:SS > 周期表起止时间（时，分，

秒） 

无 

<HH:NN:SS> 周期表终止时间（时，分，

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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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null> 星期一或者null 无 

<tuesday|null> 星期二或者null 无 

<wednesday|null> 星期三或者null 无 

<.thursday|null> 星期四或者null 无 

<friday|null> 星期五或者null 无 

<saturday|null> 星期六或者null 无 

<sunday|null> 星期日或者null 无 

 Periodic HH:NN:SS HH:NN:SS (nmonday|null)…(Sunday|null)命令中星期一到星期日必须

要填写如果不要设臵可以用 null 代替。 

 

15.2 配臵案例 

15.2.1 配臵案例:配臵时间表 

案例描述 

配置一个时间对象，其中绝对时间范围从 2007 年 1 月 1 日 0 点到 2007 年 2 月 2 日 0 点，

周期时间段是每周六和周日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5 点半。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时间表 

 NGFW_A(config)# schedule recurring backup 

步骤2 在时间对象中配置有效时间范围 

 NGFW_A(config-tr-obj)# absolute 07-01-01 00:00:00 07-02-02 

00:00:00  

步骤3 在时间对象中配置绝对时间 

 periodic 08:30:00 17:30:00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saturday sunday 

配置结果： 

NGFW# show running-config 

schedule recurring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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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 07-01-01 00:00:00 07-02-02 00:00:00 

   periodic 08:30:00 17:30:00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saturday sunday 

! 

15.3 绝对时间与周期时间监控与维护 

15.3.1 查看周期表与绝对时间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周期时间表 

 NGFW_A# show schedule recurring backup 

schedule recurring backup 

   absolute 07-01-01 00:00:00 07-02-02 00:00:00 

   periodic 08:30:00 17:30:00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saturday sunday 

NGFW_A#  

backup是时间表名称;。07-01-01 00:00:00 07-02-02 00:00:00 是绝对时间 

08:30:00 17:30:00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saturday sunday 是周期时间 

15.4 常见故障分析 

15.4.1 故障现象1： 

现象 执行no schedule recurring NAME以后，该时间表仍然存在。 

分析 当一个对象或对象组正在被引用时，就不能通过no命令删除。 

解决 可以先撤销其它配置对时间表的引用，确定其没有被引用之后再用no命令删除

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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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臵服务对象和服务对象组 

16.1 服务对象和服务对象组概述 

为了方便用户配置和管理，设备中引入了服务对象的概念。在其它功能的配置中，可以

引用服务对象来定义配置生效的条件。 

16.2 配臵服务对象和服务对象组 

服务对象中包含了协议和协议属性。 

16.2.1 配臵向服务对象中添加TCP|UDP服务 

可以用 tcp|udp 命令向 Service 中添加 tcp|udp 服务。对于 TCP 和 UDP 来讲，服务对象包

含协议、源端口和目标端口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ervice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服务对象模式 

步骤3 (tcp|udp)  dest  <1-65535> 

[<1-65535>] [source <1-65535> 

[<1-65535>]] 

添加一个tcp|udp服务，需要指定目标端

口或范围，也可以指定源端口或范围 

步骤4 show service NAME 显示服务对象NAME的配置信息 

使用 no dest <1-65535> [<1-65535>] [source <1-65535> [<1-65535>]]可以取消对服务对象

的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service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服务对象的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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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2）：(tcp|udp)  dest  <1-65535> [<1-65535>] [source <1-65535> [<1-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dest> 目标端口 无 

<1-65535> 目标起止端口 无 

<1-65535> 目标终止端口 无 

<source> 源端口 无 

<1-65535> 源起止端口 无 

<1-65535> 源终止端口 无 

16.2.2 配臵向服务对象中添加ICMP服务 

可以用 icmp 命令向 Service 中添加 icmp 服务。对于 ICMP，服务对象包含协议、type、

code 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ervice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服务对象模式 

步骤3 icmp <0-255> [<0-255>] 添加一个icmp服务，需要指定type，可

以指定code 

步骤4 show service NAME 显示服务对象NAME的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icmp <0-255> [<0-25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0-225> ICMP type 无 

<0-225> ICMP code 无 

16.2.3 配臵向服务对象组中添加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组是服务对象的集合，一个服务对象组中可以包括多个服务对象。 

可以用 service-object 命令向服务对象组中添加一个服务对象，可以是系统预定义服务，

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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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ervice-group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服务对象组模式 

步骤3 service-object 

 ("CMD_GROUP_SERVICEX 

"|SERVICE) 

将指定的预定义服务或自定义服务添

加到该服务对象组中 

步骤4 show service-group NAME 显示服务对象NAME的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service-object (" CMD_GROUP_SERVICEX "|SERVIC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MD_GROUP_SER

VICEX‖ | SERVICE> 

系统支持的服务与自定义

服务 

无 

使用 no service-object (―CMD_GROUP_SERVICEX‖|SERVICE)命令可以删除服务对象组

中通过 service-object 命令添加的服务对象。 

 

表1-3 提示

 

‖CMD_GROUP_SERVICEX‖ 是系统所支持的服务分别有 

any, bgp, bootpc, bootps, daytime, discard, domain, finger, 

ftp,gopher, 

hostname,http,icmp,imap,irc,l2tp,mysql,netbios-dgm,netbios-ns,

netbios-ssn,nicname,ping,pop2,pop3,printer,radius,radius-acct,sh

ell,smtp,smux,snmp,snmptrap,socks,squid,ssh,syslog,talk,tcp,tel

net,tftp,time,udp,uucp,webcache,who。 

SERVICE 是用户自定义的服务名称。 

16.3 配臵案例 

16.3.1 配臵案例1: 添加服务对象与服务对象组 

案例描述 

配置一个服务对象和一个服务对象组并且将这个服务对象放入服务对象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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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服务对象 

 NGFW_A(config)# service svc 

步骤2 在这个地址对象中添加TCP服务 

 NGFW_A(config-sev)# tcp dest 80 

步骤3 创建一个服务对象组 

 NGFW_A(config)# service-group svc-group 

步骤4 将服务对象(svc)添加到这个服务对象组里 

 NGFW_A(config-sevgrp)# service-object svc 

步骤5 显示添加信息 

 NGFW_A(config)# show service-group 

! 

service-group svc-group 

   service-object svc 

NGFW_A(config)# 

配置结果： 

NGFW_A# show running-config 

service svc 

   tcp dest 80 

! 

service-group svc-group 

   service-object svc 

 

16.3.2 配臵案例2:配臵服务对象 

案例描述 

配置一个服务对象，其中包含 tcp 协议，目标端口分别为 23，源端口的范围是 1~65535。 

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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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创建一个服务对象 

 NGFW_A(config)# service telnet 

步骤2 向服务对象中添加端口范围 

 NGFW_A(config-sev-obj)# tcp 23 source 1 65535 

 

16.4 服务对象与服务对象组监控与维护 

16.4.1 查看服务对象 

查看某个地址对象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地址对象信息 

 NGFW_A# show service svc 

! 

service svc 

   tcp dest 80 

NGFW_A# 

svc是服务对象名称; 80是目标端口。 

 

16.4.2 查看服务对象组 

查看某个地址对象组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地址对象组信息 

 NGFW_A # show service-group svc-group 

! 

service-group svc-group 

   service-object svc 

NGFW_A # 

 

svc-group是服务对象组名称; svc是服务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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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常见故障分析 

16.5.1 故障现象1： 

现象 执行no service|service-group NAME以后，该对象或对象组仍然存在。 

分析 当一个对象或对象组正在被引用时，就不能通过no命令删除。 

解决 可以先撤销其它配置对该对象或对象组的引用，确定其没有被引用之后再用no

命令删除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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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臵地址对象和地址对象组 

 

17.1 地址对象和地址对象组概述 

为了方便用户配置和管理，设备中引入了地址对象的概念。地址对象分为地址节点和地

址组，地址组是地址节点的集合。在其它功能的配置中，可以引用地址对象来定义配置

生效的条件。 

17.2 配臵地址对象和地址对象组 

地址对象中可以指定一个确定的 IP 地址，也可以用网络掩码的形式指定一个 IP 范围，

还可以通过起止 IP 地址的形式确定一个 IP 范围。一个地址对象中可以添加多种类型的

多个地址。 

17.2.1 配臵向地址对象中添加单个地址 

可以用 host-address 命令向地址对象中添加单个 IP 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ddress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地址对象模式 

步骤3 host-address A.B.C.D 将指定的IP地址加入该地址对象中 

步骤4 show address NAME 显示地址对象的配置信息 

使用 no host-address 可以取消对地址对象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1）：address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地址对象的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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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2）：host-address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IP地址 无 

17.2.2 配臵向地址对象中添加网络掩码 

可以用 net-address 命令向地址对象中添加一个网络掩码，用网络掩码表示一个网段的所

有 IP 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ddress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地址对象模式 

步骤3 net－address A.B.C.D/M 将一个网络掩码加入该地址对象中 

步骤4 show address NAME 显示地址对象的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net-address A.B.C.D/M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M> 网络地址及掩码 无 

17.2.3 配臵向对象地址中添加地址范围 

可以用 range-address 命令向地址对象中添加一个网络地址范围，这种情况下要确定范围

的起止 IP 地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ddress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地址对象模式 

步骤3 range-address A.B.C.D  E.F.G.H 用起止与终止IP地址表示范围，并添加

到该地址对象中 

步骤4 show address NAME 显示地址对象的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rang-address A.B.C.D  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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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E.F.G.H> 起止与终止IP地址 无 

17.2.4 配臵向地址对象组中添加地址对象 

地址对象组是地址对象的集合，一个地址对象组中可以包括多个地址对象。 

可以用 address-object 命令向地址对象组中添加一个地址对象。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ddress-group NAME 进入名为NAME的地址对象组模式 

步骤3 address-object ADDRESS 将指定的地址对象添加到该地址对象

组中 

步骤4 show address-group NAME 显示地址对象组的配置信息 

使用 no address-object ADDRESS 命令可以删除地址对象组中通过 address-object 命令添

加的地址对象。 

参数说明： 

命令（1）：address-group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地址对象组名称 无 

<ADDRESS> 地址对象名称 无 

17.3 配臵案例 

17.3.1 配臵案例: 添加地址对象与地址对象组 

案例描述 

配置一个地址对象和一个地址对象组并且将这个地址对象放入地址对象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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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地址对象 

 NGFW_A(config)# address dev 

 

步骤2 在这个地址对象中添加一个主机地址 

 NGFW_A(config-addr)# host-address 192.168.10.100 

步骤3 创建一个地址对象组 

 NGFW_A(config)# address dev-group 

步骤4 将地址对象(dev)添加到这个地址对象组里 

 NGFW_A(config-addrgrp)# address-object dev 

步骤5 显示添加信息 

 NGFW_A(config)# show address-group 

! 

address-group dev-group 

   address-object dev 

配置结果： 

NGFW_A# show running-config 

address dev 

   host-address 192.168.10.100 

! 

address-group dev-group 

   address-object dev 

!  

17.4 地址对象与地址对象组监控与维护 

17.4.1 查看地址对象 

查看某个地址对象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地址对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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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 show address dev 

! 

address dev 

   host-address 192.168.10.100 

NGFW_A# 

 

dev是地址对象名称; 192.168.10.100是主机IP地址。 

17.4.2 查看地址对象组 

查看某个地址对象组的步骤： 

步骤1 显示某个地址对象组信息 

 NGFW_A# show address-group dev-group 

! 

Address-group dev-group 

   address-object dev 

NGFW_A# 

 

dev-group是地址对象组名称; dev是地址对象。 

17.5 常见故障分析 

17.5.1 故障现象1： 

现象 执行no address|address-group NAME以后，该对象或对象组仍然存在。 

分析 当一个对象或对象组正在被引用时，就不能通过no命令删除。 

解决 可以先撤销其它配置对该对象或对象组的引用，确定其没有被引用之后再用no

命令删除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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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地址监控及网络探测 

18.1 地址监控概述 

地址监控的功能是对目标地址是否可达进行检测，检测方式分为 2 种：tcp 和 icmp。设

置地址监控对象后，可以通过本地日志来查看检测结果。 

18.2 配臵地址监控对象 

可以使用 sysnet 命令添加 TCP/ICMP 协议的地址监控对象。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ysmon 进入地址监控模式 

步骤3 sysnet tcpsyn/icmp NAME A.B.C.D 

<1-65535> <1-4> <1-1000> 

添加tcp协议或icmp协议的地址监控对

象 

步骤4 show sysmon config 显示地址监控对象的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地址监控对象名称 无 

A.B.C.D 监控的目标地址 无 

<1-65535> 监控的目标端口 无 

<1-4> 每个时间间隔内发送的探

测包数 

无 

<1-1000> 监控的时间间隔 无 

使用 no sysnet tcpsyn/icmp NAME <1-65535> <1-4> <1-1000>,来删除某个具体的地址监

控对象；使用 no sysnet all 删除所有的地址监控对象。 

18.3 网络探测告警配臵 

网络探测可以通过引用地址监控对象来了解网关的运行情况，当监控的目的地址或端口

不可达时，发送告警日志到本地、syslog 服务器或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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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sysmon 进入地址监控模式 

步骤3 log net email/local/syslog 启用日志告警,告警模式可选，email或

本地日志或syslog服务器 

步骤4 sysres net NAME 网络探测引用地址监控对象 

步骤5 show sysmon config  查看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地址监控对象名称 无 

取消网络探测引用，需要先取消日志，使用命令 no log net email/local/syslog，然后再取

消地址监控对象的引用，使用命令 no sysres net。 

18.4 配臵案例 

18.4.1 配臵案例1 

案例描述：配置一个地址监控对象，名称为 test，使用 tcp 协议，监控地址为 192.168.10.193，

监控端口 21，时间间隔 2 分钟，包数 3 个。 

配置步骤： 

步骤1 创建一个地址监控对象，首先进入地址监控模式 

 NGFW_A(config)# sysmon 

步骤2 创建tcp协议的地址监控对象 

 NGFW_A(sysmon)# sysnet tcpsyn test 192.168.10.193 21 3 2 

步骤3 查看地址监控对象 

 NGFW_A# show sysmon config 

sysmon 

 sysnet tcpsyn test 192.168.10.193 21 3 2 

! 



                                                          RG-NGFW 命令手册  

 

166 / 362 
 

18.4.2 配臵案例2 

案例描述：配置地址监控对象，具体配置同案例 1，网络探测引用此对象 test，并开启本地日志。 

配置步骤： 

! 

步骤1 创建一个地址监控对象，首先进入地址监控模式 

 NGFW_A(config)# sysmon 

步骤2 开启本地日志 

 NGFW_A(sysmon)# log net local 

步骤3 引用地址监控对象test 

 NGFW_A(sysmon)# sysres net test 

步骤4 查看配置信息 

 NGFW_A# show sysmon config 

sysmon 

 log net local 

 sysnet tcpsyn test 192.168.10.193 21 3 2 

 sysres net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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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配臵认证用户 

19.1  认证用户设臵概述 

NGFW 支持使用本地用户数据库、RADIUS 服务器、LDAP 服务器的用户认证。 

1）可以把用户名添加到 NGFW 用户数据库中，然后为用户设置一个密码以允许用户使

用这个内部数据库进行认证。 

2）可以添加一个 RADIUS 服务器并且选择 RADIUS，以允许用户使用选定的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 

3）可以添加一个 LDAP 服务器并且选择 LDAP，以允许用户使用选定的 LDAP 服务器

进行认证。 

您还可以禁用某些用户使他们无法通过 NGFW 进行认证。或者选择临时帐户，使用户

在一定时间段内为合法帐户。 

要启用认证，您必须在一个或者多个用户组中添加用户名，也可以把 RADIUS 服务器或

LDAP 服务器添加到用户组中。然后当您需要认证的时候，可以选择相应的用户组。 

可以在以下操作中要求认证： 

 管理员身份认证 

 任何动作被设置为接受的防火墙策略（web 认证等） 

 SSLVPN 

 L2TP 

当一个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时，NGFW 在内部用户数据库上搜索匹配的用户名。如果

这个用户名被设置成了禁用，那么这个用户就无法取得认证，连接将被放弃。如果这个

用户设置了密码并且密码匹配，那么就允许连接。如果密码不匹配，连接同样会被放弃。 

如果选择的是 RADIUS，而且配置了 RADIUS 支持，用户名和密码与 RADIUS 服务器

中的用户名和密码相匹配，则允许连接。如果用户名和密码不同于 RADIUS 服务器中的

用户名和密码，连接将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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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的是 LDAP，而且配置了 LDAP 支持，用户名和密码与 LDAP 服务器中的用户

名和密码相匹配，则允许连接。如果用户名和密码不同于 LDAP 服务器中的用户名和密

码，连接将被放弃。 

19.2  配臵认证用户 

NGFW 用户按用户权限分为： 

 管理员用户：用户对设备管理员身份的认证与授权。 

 接入用户：用户防火墙策略，或 vpn 的用户接入认证。 

按验证方式分为： 

 本地验证用户：本地用户数据库保存用户名和密码。 

 RADIUS 验证用户：本地只保存用户名，通过 RADIUS 服务器验证用户身份。 

 RADIUS 验证用户：本地不保存用户名，通过 RADIUS 服务器验证用户身份。 

 LDAP 验证用户：本地只保存用户名，通过 RADIUS 服务器验证用户身份。 

 LDAP 验证用户：本地不保存用户名，通过 LDAP 服务器验证用户身份。 

19.2.1 配臵本地管理员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local 

PASSWORD authorized-table NAME 

[disable] 

配置本地验证管理员用户： 

USER：用户名  

PASSWORD：密码 

NAME：权限表 

disable：禁用该用户，默认enable 

步骤3 user administrator test 

description .DESC 

.DESC 用户的描述 

步骤4 user administrator test 

authorized-address (first|second|third) 

(A.B.C.D|A.B.C.D/M) 

配置用户的管理地址，可以配置三个 

步骤5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禁用或者解禁该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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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isable) 

步骤6 show admin-user [USERNAME] 显示管理员的信息 

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authorized-address (first|second|third) 删除用户的管理地

址。 

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description 删除该管理员的描述。 

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删除该管理员。 

★ 提示：关于管理员的设置可以参考《第四章 管理员设置》。 

19.2.2 配臵RADIUS管理员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radius 

SERVER authorized-table NAME 

[disable] 

配置radius验证管理员用户： 

USER：用户名  

SERVER：Radius 服务器名称 

NAME：权限表 

disable：禁用该用户，默认enable 

步骤3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enable|disable) 

禁用或者解禁该管理员 

步骤4 show admin-user [USERNAME] 显示管理员的信息 

 

19.2.3 配臵LDAP管理员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host# con  t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user administrator adm1 ldap 

ldap1 authorized-table admin 

配置ldap类型管理员用户 

步骤3 host(config)#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authorized-address (first|second|third) 删除用户的管理地

址。 

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description 删除该管理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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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o user administrator USER 删除该管理员。 

19.2.4 配臵本地接入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  access USER local 

PASSWORD [disable] 

配置本地验证接入用户，用户类型

access为接入用户： 

USER：用户名  

PASSWORD：密码 

disable：禁用该用户，默认为enable 

步骤3 user access USER (enable|disable) 禁用或者解禁该接入用户 

步骤4 show access-user [USERNAME] 显示接入用户信息 

步骤5 user access USER ip A.B.C.D 为用户绑定ip 

步骤6 user access USER (temp|regular) 设置用户为临时用户或普通用户 

步骤7 User access USER begin Year Month 

Hour Minute  

配置用户生效时间 

步骤8 User access USER end Year Month 

Hour Minute 

配置用户失效时间 

使用 no user USER ip 删除为用户绑定的 ip。 

使用 no user access USER 删除用户。 

 show access-user [USERNAME]命令中有一栏是 Reference Count，表示用户的引用计数，

即用户加入了多少个组。当用户的引用计数大于 0 时，用户不能被删除。 

19.2.5 配臵RADIUS接入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  access USER radius SERVER 

[disable] 

配置Radius验证接入用户，用户类型

access为接入用户： 

USER：用户名  

SERVER：Radius服务器名 

disable：禁用该用户，默认为enable 

步骤3 user access USER (enable|disable) 禁用或者解禁该接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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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user access USER (regular|temp) 是否为临时帐户 

步骤5 show access-user [USERNAME] 显示接入用户信息 

 

19.2.6 配臵LDAP接入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host# con  t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user access USER ldap NAME 配置ldap类型用户 

步骤3 user access USER (enable|disable) 禁用或者解禁该接入用户 

步骤4 user access USER (regular|temp) 是否为临时帐户 

步骤3 host(config)#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user access USER 删除用户。 

19.3 配臵 RADIUS 服务器支持 

如果您配置了 RADIUS 支持，当某个用户被配置为要求使用 RADIUS 服务器认证的时

候，NGFW 将连接 RADIUS 服务器以获得认证。 

19.3.1 配臵RADIUS服务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radius-server  NAME A.B.C.D 

SECRET [PORT] 

NAME：radius服务器名称 

A.B.C.D：radisu服务器ip地址SECRET：

radisu服务器密码 

PORT：可选，radisu服务器端口  

默认为：1812 

步骤3 show radius-server [SERVERNAME] 显示radius server信息 

使用 no radius-server NAME 删除 radiu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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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配臵 LDAP 服务器支持 

如果您配置了 RADIUS 支持，当某个用户被配置为要求使用 RADIUS 服务器认证的时

候，NGFW 将连接 RADIUS 服务器以获得认证。 

19.4.1 配臵LDAP服务器 

配置步骤: 

步骤1 host#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ldap ldap1 进入模板ldap1 

步骤3 host(config-ldap)# ldap 192.168.31.32 389 配置ip 端口号 

步骤4 host(config-ldap)# cnid cn 配置通用名id 

步骤5 host(config-ldap)# dn dc=abc,dc=com 配置区别名 

步骤6 host(config-ldap)# bindtype simple 配置绑定方式 

步骤7 host(config-ldap)# protocol starttls certificatename ca 配置安全连接 

步骤8 en 回到enable模式 

使 enable 模式下： 

使用 no ldap 服务器模板名称可以删除模板。 

使用 show ldapserver 可以查看 LDAP 服务器的配置信息。 

ldap 节点下： 

 使用 no protocol 可以取消使用安全连接。 

 当配臵模板用来认证时，bind 方式为 simple 方式,当配臵模板做查询时，bind 方式为

regular 方式。 

 

19.5 配臵用户组 

要启用认证，您必须在一个或多个用户组中添加用户名、RADIUS 服务器、LDAP 服务

器。当您需要认证时，可以选择一个用户组。您可以对以下情况选择一个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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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认证的策略。只有被选中的组中的用户和可以被添加到这个用户组的 RADIUS 服

务器或 LDAP 服务器认证的用户才能使用这些策略认证。 

SSLVPN: 只有选定用户组中的用户可以使用 SSLVPN。 

NGFW 设备在加入用户组中的用户中检索匹配的用户名。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用户名，

NGFW 设备将检索加入用户组中 LDAP 服务器，最后检索 RADIUS 服务器。 

19.5.1 配臵用户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group NAME (firewall | sslvpn) NAME：用户组名称 

Firewall：防火墙用户组 

sslvpn：sslvpn用户组 

步骤3 show usergroup [GROUPNAME] 显示用户组信息。 

使用 no usergroup NAME 删除用户组。 

 show usergroup [GROUPNAME]命令中有一栏是 Refer_Count，表示用户组的引用计数，

即有多少个策略引用该用户组。当用户组的引用计数大于 0 时，用户组不能被删除。 

19.5.2 配臵用户加入用户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 access USERNAME group 

GROUPNAME 

USERNAME：用户名称 

GROUPNAME：用户组名称 

 

使用 no user access USERNAME group GROUPNAME 将用户从用户组中删除（不会删

除此用户）。 

19.5.3 配臵RADIUS服务器加入用户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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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radius-server NAME group 

GROUPNAME 

NAME：用户名称 

GROUPNAME：用户组名称 

 

使用 no radius-server NAME group GROUPNAME 将 Radius 服务器从用户组中删除（不

会删除此 Radius 服务器）。 

19.5.4 配臵LDAP服务器加入用户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host# con  t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ldap NAME group 

GROUPNAME 

将ldap服务器模板加入到用户组 

步骤3 host(config)#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ldap NAME group GROUPNAME 将 LDAP 服务器从用户组中删除（不会删除此

LDAP 服务器）。 

19.6 配臵案例 

19.6.1 配臵案例1：本地用户认证 

案例描述 

本地保存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用户通过 NGFW 用户认证后，访问外网资源。 

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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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0.0.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0.0.1/16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s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webauth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超时时间 

 NGFW_A(config)# webauth 

NGFW_A(webauth)# timeout 1200 

步骤3 配置用户唯一性限制 

 NGFW_A(webauth)# exclusive_user_check 

步骤4 配置虚拟端口 

 NGFW_A(webauth)# mode virtual-port 

NGFW_A(webauth)# virtual-port 1443 

NGFW_A(webauth)# exit 

步骤5 配置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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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config)# usergroup abc firewall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local password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group abc 

步骤6 配置安全策略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1 eth0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webauth-group abc 

NGFW_A(config-policy)# end 

NGFW_A# 

步骤7 登陆用户认证的portal页面，进行用户认证。 

 https://10.0.0.1:1443/ 

步骤8 访问外网资源 

 

19.6.2 配臵案例2：非本地用户RADIUS认证 

案例描述 

本地不保存用户名的认证用户通过 NGFW 用户认证后，访问外网资源。本地不保存用

户名的认证用户通过 RADIUS 服务器进行用户认证。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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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0.0.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0.0.1/16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s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webauth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超时时间 

 NGFW_A(config)# webauth 

NGFW_A(webauth)# timeout 1200 

步骤3 配置用户唯一性限制 

 NGFW_A(webauth)# exclusive_user_check 

步骤4 配置虚拟端口 

 NGFW_A(webauth)# mode virtual-port 

NGFW_A(webauth)# virtual-port 1443 

NGFW_A(webauth)# exit 

步骤5 配置Radius服务器 

 NGFW_A(config)# radius-server ras1 192.168.0.3 Radius 1812 

步骤6 配置用户组 

 NGFW_A(config)# usergroup abc firewall 

NGFW_A(config)# radius-server ras1 group abc 

步骤7 配置安全策略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1 eth0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webauth-group abc 

NGFW_A(config-policy)# end 

NGFW_A# 

步骤8 访问外网资源 

 

 

19.6.3 配臵案例2：非本地用户LDAP认证 

案例描述 

本地不保存用户名的认证用户通过 NGFW 用户认证后，访问外网资源。本地不保存用

户名的认证用户通过 LDAP 服务器进行用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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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0.0.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0.0.1/16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s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webauth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超时时间 

 NGFW_A(config)# webauth 

NGFW_A(webauth)# timeout 1200 

步骤3 配置用户唯一性限制 

 NGFW_A(webauth)# exclusive_user_check 

步骤4 配置虚拟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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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webauth)# mode virtual-port 

NGFW_A(webauth)# virtual-port 1443 

NGFW_A(webauth)# exit 

步骤5 配置LDAP服务器 

 NGFW_A # con t 

NGFW_A(config))# ldap ldap1 

NGFW_A config-ldap)# ldap 192.168.0.3 389 

NGFW_A (config-ldap)# cnid cn 

NGFW_A (config-ldap)# dn dc=abc,dc=com 

NGFW_A (config-ldap)# bindtype simple 

NGFW_A (config-ldap)# protocol starttls certificatename ca  

NGFW_A (config-ldap)#en 

NGFW_A # 

步骤6 配置用户组 

 NGFW_A(config)# usergroup abc firewall 

NGFW_A(config)# ldap ldap1 GROUP abc 

ldap NAME group GROUPNAME 

步骤7 配置安全策略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1 eth0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webauth-group abc 

NGFW_A(config-policy)# end 

NGFW_A# 

步骤8 访问外网资源 

19.7 认证用户监控与维护 

19.7.1 查看接入用户信息 

查看接入用户信息： 

步骤1 查看接入用户信息 

 NGFW_A# show access-user test 

Access User Name User Type User Status Password/Radius-Server       

Reference Count      

test                local      enable      password                         

1                    

可以看到用户名、用户类型、用户的状态，密码和该用户加入了多少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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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查看用户组信息 

查看用户组信息: 

步骤1 查看用户组信息 

 NGFW_A# show usergroup abc 

Usergroup Name  Type   Mode   Refer_Count  User List                        

abcNGFW          firewall    N/A     1            test 

1 user in usegroup (abc) 

 

Usergroup Name  Type   Mode   Refer_Count  Radius-server List               

abc          firewall    N/A     1            ras1                             

1 radius-server in usegroup (abc) 

可以看到用户组名称、用户类型、用户组的模式、该用户组被多少个策略引用、

有哪些用户和Radius服务器加入了该组。其中Mode栏目只对sslvpn类型的用户

组有意义：web开启代理服务， tunnel代表开启SSL-VPN通道服务。Firewall

类型的用户组Mode栏目总是N/A。 

 

19.7.3 查看RADIUS服务器信息 

查看 RADIUS 服务器信息： 

 NGFW_A# show radius-server ras1 

Radius-Server Name  Secret    IP Address    Port    Reference Count      

ras1                Radius    192.168.0.3   1812    1 

可以看到Radius服务器名称、共享密钥、IP、端口，Reference Count是本地仅

保存用户名但需要通过该Radius认证的接入用户数目和该Radius服务器加入的

组的数目之和。 

19.7.4 查看LDAP服务器信息 

查看 RADIUS 服务器信息： 

步骤1 查看LDAP服务器信息 

 NGFW_A# show ldapserver 

ldapserver ldap1 

        addr: 192.168.0.3 port: 389 

        cnid: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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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 dc=abc,dc=com 

        bind type simple 

        filter: 

        ref_cout 0 

19.7.5 查看用户验证和登陆的过程 

应用环境 

无论用户是本地用户、本地有用户名的 RADIUS/LDAP 验证用户、或者本地没有存放用

户名的 RADIUS/LDAP 用户，用户登陆失败时。为了在终端显示该调试信息，需要执行

命令 terminal monitor。 

调试实例 

NGFW_A# debug aaa events 

AAA: receive AAA request: 

   Type = 4 

   Usergroup : abc 

   Username : test 

   Password : 123456 

   Address : 10.0.0.22 

AAA: send AAA response: 

   Type = 4 

   Result : Failed 

   Reason : Password wrong 

结果分析 

这时您需要确认： 

 用户密码是否正确。 

19.8  常见故障分析 

19.8.1 故障现象1：认证用户认证失败 

现象 认证用户进行认证时失败。 



                                                          RG-NGFW 命令手册  

 

182 / 362 
 

 

分析 （1） 密码错误 

（2） 用户已经禁用 

（3） 本地不保存用户名的认证用户认证时所在的组没有加入RADIUS服务

器或LDAP服务器。 

（4） RADIUS/LDAP服务器配置错误 

（5） RADIUS/LDAP服务器连接不上（比如：ping不通） 

（6） RADIUS/LDAP服务器上没有这个用户  

（7）   确定用户是否为临时帐户且已经过期。 

解决 （1） 检查用户密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2） 解禁用户 

（3） 为该用户认证时所在的组添加RADIUS服务器/LDAP服务器。 

（4） 修改该RADIUS/LDAP服务器的配置 

（5） 首先确保NGFW和RADIUS/LDAP服务器能通讯，能ping通 

（6） 为该RADIUS//LDAP服务器添加该用户 

（7） 重新设置用户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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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配臵 QoS 

20.1 QoS 概述 

QoS 为英文 Quality of Service 缩写，即服务质量。简单地说，QoS 能够对穿过设备的数

据包进行合理的排队，对其中特定的数据包赋以较高的优先级，从而加速传输的过程，

以实现实时交互。 

由于每种应用系统对网络的要求有所不同，这使得带宽本身并不能解决网络拥塞的问题。

QoS 所追求的传输质量在于：数据包不仅要到达其欲传输的目的地址，而且要保证数据

包的顺序性、完整性和实时性。通过 QoS，网络可以按照业务的类型或级别加以区分，

并能够依次对各级别进行处理。 

NGFW 设备可以对策略中指定的流进行服务质量保证。 

20.2 QoS 配臵 

20.2.1 QoS优先级配臵 

用 qos-group 命令可以设定数据流的优先级，匹配该策略的流根据此优先级转发。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group (high|medium|normal|low) 配置指定数据流的优先级，缺省为

normal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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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high|medium|normal|lo

w) 

配置流的优先级，优先级从

高 到 低 有 high, medium, 

normal, low四种。 

normal 

使用 no qos-group 命令可以恢复缺省优先级 normal。 

20.2.2 QoS带宽配臵 

用 qos-tc maxbandwidth (inbound|outbound)命令可以设定数据流上下行方向的最大带宽，

对匹配该策略的数据流按方向进行限速。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tc maxbandwidth 

(inbound|outbound) <10-1000000> 

配置指定数据流下/上行方向的最大带

宽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tc maxbandwidth：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inbound|outbound) 数据流的上行（outbound）

或下行（inbound）方向 

 

<10-1000000> 基于安全策略的流量限速

的取值范围10-1000000，单

位Kbits/s 

 

使用 no qos-tc maxbandwidth(inbound|outbound)命令取消基于安全策略的流量限速。 

20.2.3 QoS最小保证带宽配臵 

用 qos-tc gbandwidth 命令可以设定数据流的保证带宽，为匹配该策略的数据流预留出部

分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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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tc gbandwidth <10-1000000> 配置指定数据流的保证带宽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tc gbandwidth：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0-1000000> 保 证 带 宽 的 取 值 范 围

10-1000000，单位Kbits/s 

 

使用 no qos-tc gbandwidth 命令取消保证带宽。 

 所有安全策略下配臵的保证带宽的总和不能超过设备的处理能力。 

20.2.4 QoS主机带宽配臵 

用 qos-tc maxbandwidth by-host(inbound|outbound)命令可以设定每主机上/下行方向的最

大带宽，对匹配该策略的每台源主机按方向限速。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tc maxbandwidth by-host 

(inbound|outbound) <10-1000000> 

配置每主机下/上行方向的最大带宽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tc maxbandwidth by-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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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inbound|outbound) 数据流的上行（outbound）

或下行（inbound）方向 

 

<10-1000000> 匹配策略的每台源主机限

速的取值范围10-1000000，

单位Kbits/s 

 

使用 no qos-tc maxbandwidth by-host(inbound|outbound)命令取消基于安全策略的流量限

速。 

20.2.5 QoS DSCP 配臵 

用 qos-diffservcode forward 命令可以修改匹配该策略的数据流的每个正向包的 DSCP（差

分服务码）。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diffservcode forward DSCP 配置指定数据流的正向包的DSCP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diffservcode forwa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DSCP 差分服务码，二进制，取值

范围000000-111111 

 

使用 no qos-diffservcode forward 命令取消修改正向包的 DSCP。 

用 qos-diffservcode reverse 命令可以修改匹配该策略的数据流的每个反向包的 DSCP（差

分服务码）。 

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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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9999> 对于一条已经配置好的安全策略，可以

用该命令进入策略模式 

步骤3 qos-diffservcode reverse DSCP 配置指定数据流的反向包的DSCP 

步骤4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步骤5 show policy 查看安全策略的当前配置 

参数说明： 

qos-diffservcode revers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DSCP 差分服务码，二进制，取值

范围000000-111111 

 

使用 no qos-diffservcode reverse 命令取消修改反向包的 DSCP。 

 模式为 deny 的安全策略不能配臵 QOS，其他模式下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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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配臵安全防护表 

21.1 安全防护表概述 

安全防护表是 NGFW 中多种安全功能的一个配置模版，包括了入侵防御、防病毒、WEB

过滤、邮件过滤、防 FLOOD 攻击、上网行为管理、内网安全、VoIP、文件跟踪及日志

过滤等功能。安全防护表需要在安全策略中引用才能起作用。 

21.2 配臵安全防护表 

21.2.1 缺省配臵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入侵防御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病毒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Web过滤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邮件过滤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FLOOD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上网行为管理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VoIP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文件跟踪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日志过滤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21.2.2 创建安全防护表 

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rofile NAME  配置一个安全防护表，并进入安全防护表配置节点 

   使用 no profile NAME 可以删除一个安全防护表。 

 



                                                          RG-NGFW 命令手册  

 

189 / 362 
 

21.2.3 配臵安全防护表的描述 

可以对配置的安全防护表进行简短的说明以描述相关功能。描述信息最多支持 128 个字

符(64 个中文)。 

步骤： 

步骤1 description DESC 配置安全防护表的描述信息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4 配臵入侵防御(IPS)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是否启用入侵防御功能。 

步骤： 

步骤1 ips enable 启用入侵防御功能 

使用 ips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入侵防御功能。 

21.2.5 配臵防病毒(AV)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是否启用防病毒功能 

步骤： 

步骤1 av enable 启用防病毒功能 

步骤2 av virus scan 

(http|ftp|imap|pop3|smtp) 

配置病毒扫描的协议 

步骤3 av file block 

(http|ftp|imap|pop3|smtp) 

配置文件屏蔽的协议 

使用 av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防病毒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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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配臵WEB过滤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是否启用 WEB 过滤功能 

步骤： 

步骤1 webfilter enable 启用WEB过滤功能 

步骤2 webfilter url block 启用URL屏蔽列表 

步骤3 webfilter url exempt 启用URL免屏蔽列表 

步骤4 webfilter content filter 启用内容过滤 

步骤5 webfilter keyword filter 启用关键字过滤 

步骤6 webfilter proxy filter 启用禁止Web代理 

使用 webfilter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 WEB 过滤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URL 屏蔽列表和 URL 免屏蔽列表在全局配臵节点下使用 url-filter block 和 url-filter 

exempt 命令进行配臵。 

21.2.7 配臵邮件过滤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是否启用邮件过滤功能，目前 NGFW 支持基于

SMTP/POP3/IMAP 协议的邮件过滤。 

步骤： 

步骤1 mailfilter enable 启用邮件过滤功能 

步骤2 mailfilter smtpcmd block 启用SMTP命令屏蔽功能 

步骤3 mailfilter attachment block  启用SMTP附件屏蔽功能 

步骤4 mailfilter size block  启用SMTP邮件大小屏蔽功能 

步骤5 mailfilter sender block 启用SMTP发件人屏蔽功能 

步骤6 mailfilter sender 

(pop3|imap) tag 

启用POP3/IMAP发件人标记功能 

步骤7 mailfilter subject block 启用SMTP主题屏蔽功能 

步骤8 mailfilter subject 

(pop3|imap) tag 

启用POP3/IMAP主题标记功能 

步骤9 mailfilter ip block 启用SMTP IP地址屏蔽功能 

步骤10 mailfilter ip (pop3|imap) tag 启用POP3/IMAP IP地址标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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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ailfilter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邮件过滤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SMTP 命令屏蔽、SMTP 发件人屏蔽和 SMTP 主题屏蔽功能在全局配臵节点下使用

mail-filter 命令进行配臵。 

21.2.8 配臵防FLOOD攻击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是否启用防 FLOOD 攻击功能。这里的防 FLOOD 攻击是基于

限制特定的源、目的主机的连接数来实现的，以实现对网络资源的控制，从而间接实现

了防 FLOOD 攻击，该功能和防 TCP FLOOD 攻击的实现有本质的区别。 

步骤： 

步骤1 antiflood enable 启用防FLOOD攻击功能 

步骤2 antiflood (tcp|udp|icmp) 

(src-host|dest-host) 

session-limit [<1-10000>] 

配置各协议的源、目的主机的连接数限制

值 

使用 antflood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防 FLOOD 攻击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9 配臵上网行为管理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对 IM、P2P、网络游戏、股票软件和流媒体模块的控制，如可

以引用已配置的 IM、P2P、网络游戏、股票软件、流媒体模板，可以选择对 IM、P2P

的检查模式，如“协议分析”、“行为关联”、“阻止源地址”。 

关于模板配置可以参考“外联控制”章节。 

步骤： 

步骤1 external-ctrl enable 启用外联控制功能 

步骤2 external-ctrl im 启用IM 

步骤3 external-ctrl im NAME 引用IM模板 

步骤4 external-ctrl im proto_analyse 配置检查模式为协议解析 

步骤5 external-ctrl im acts_relate 配置检查模式行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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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external-ctrl im blk_sip  配置检查模式为阻止源地址 

步骤7 external-ctrl im blk_time 

<10-3600> 

配置阻止源地址的时间长度，单位为

秒，默认是120秒 

步骤8 external-ctrl p2p 启用P2P 

步骤9 external-ctrl p2p NAME 引用P2P模板 

步骤10 external-ctrl p2p 

proto_analyse 

配置检查模式为协议解析 

步骤11 external-ctrl p2p acts_relate 配置检查模式行为关联 

步骤12 external-ctrl p2p blk_sip  配置检查模式为阻止源地址 

步骤13 external-ctrl p2p blk_time 

<10-3600> 

配置阻止源地址的时间长度，单位为

秒，默认是120秒 

步骤14 external-ctrl game 启用网络游戏 

步骤15 external-ctrl game NAME 引用网络游戏模板 

步骤16 external-ctrl stock 启用股票软件 

步骤17 external-ctrl sotck NAME 引用股票软件模板 

步骤18 external-ctrl smedia 启用流媒体 

步骤19 external-ctrl smedia NAME 引用流媒体模板 

用 external-ctrl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外联控制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10 VoIP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 VoIP 功能，实现对 H.323 和 SIP 语音协议进行阻止。 

步骤： 

步骤1 voip enable 启用voip功能 

步骤2 voip h323  配置阻止h323协议 

步骤3 voip sip 配置阻止sip协议 

使用 voip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文件跟踪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11 配臵文件跟踪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文件跟踪功能，对使用常用协议进行的文件传输，NGFW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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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下文件的相关信息。 

步骤： 

步骤1 filetrace enable 启用防文件跟踪功能 

步骤2 filetrace 

(http|ftp|imap|pop3|smtp|msn|yahoo) 

配置需要进行文件跟踪的传输

协议 

使用 filetrace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文件跟踪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12 配臵日志过滤 

在安全防护表中可以配置日志过滤功能。NGFW 支持日志信息在本地内存、syslog 服务

器(日志控制中心)及 Email 这三种方式进行记录，每种方式都可以配置过滤的等级，当

产生的日志高于或等于配置的过滤等级时，才会输出日志信息。 

步骤： 

步骤1 log enable 启用日志过滤功能 

步骤2 log 

(ips|av|webfilter|ext-ctrl|mailfilter

|antiflood | packetfilter|voip) 

(mem|syslog|email) <0-6> 

配置相关功能的日志输出形式和

过滤的级别。<0-6>代表日志等

级，0为紧急，6为信息，中间的

类推。 

使用 log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本安全防护表内取消日志过滤功能。 

使用 no 命令可以取消相关配置。 

21.2.13 在安全策略中引用安全防护表 

安全防护表必须在安全策略中引用。 

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节点 

步骤2 policy <1-5000> 进入相关的安全策略配置节点 

步骤3 profile PROFILENAME  引用安全防护表 

在安全策略配置节点下使用 no profile 命令可以取消对安全防护表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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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臵防 ARP 攻击 

22.1 ARP 攻击防御概述 

在局域网中，通信前必须通过 ARP 协议将 IP 地址转换为 MAC 地址。ARP 协议对网络

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初 ARP 方式的设计没有考虑到过多的安全问题，留下很

多隐患，使得 ARP 攻击成为当前网络环境中遇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安全威胁。 

通过伪造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实现 ARP 欺骗，能够在网络中产生大量的 ARP 通信量使

网络阻塞，攻击者只要持续不断的发出伪造的 ARP 响应包就能更改目标主机 ARP 缓存，

造成网络中断或中间人攻击。 

受到 ARP 攻击后会出现无法正常上网、ARP 包爆增、不正常或错误的 MAC 地址、一

个 MAC 地址对应多个 IP、IP 冲突等情况。 

ARP 攻击因为技术门槛低，易于实现，在现今的网络中频频出现，有效防范 ARP 攻击

已成为确保网络畅通的必要条件。 

NGFW 的防 ARP 攻击功能能有效识别 ARP 欺骗攻击和 ARP flood 攻击，对疑似攻击的

行为告警，并配合 IP-MAC 绑定、主动保护发包及关闭 ARP 学习等功能有效防范 ARP

攻击造成的损害。 

22.2 配臵 ARP 攻击防御 

22.2.1 缺省配臵信息 

ARP 攻击防御功能默认不启用。缺省设置信息如下表所示： 

ARP 攻击防御功能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使能/禁止状态ARP欺骗攻击防御 不启用 可更改设置 

使能/禁止主动保护发包 不启用 可更改设置 

主动发包保护时间间隔 1秒 可更改设置 

主动发包保护 空 可添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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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禁止ARP学习 不启用 可更改设置 

22.2.2 配臵启用ARP攻击防御功能 

启用 ARP 攻击防御功能，启用后对检测到的 ARP 攻击告警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nti-arp spoof service 启用ARP攻击防御 

步骤3 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anti-arp spoof service 命令，可以关闭 ARP 攻击防御 

 在命令行中配臵开启了 ARP 攻击防御功能的同时默认启动了主动保护发包。 

22.2.3 配臵启用主动保护发包 

启用主动保护发包功能，每隔规定的时间间隔就对主动保护列表上的端口和 IP 发免费

ARP 报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nti-arp broadcast service 启用ARP主动保护发包 

步骤3 anti-arp broadcas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list A.B.C.D 

HH-HH-HH-HH-HH-HH 

配置添加保护列表，使得设备在端口

INTERFACE_NAME 发 送 IP 为

A.B.C.D ， MAC 为

HH-HH-HH-HH-HH-HH的免费ARP报

文 

步骤4 anti-arp broadcas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配置添加保护接口，使得设备在端口

INTERFACE_NAME发送其配置的所

有IP 

步骤5 anti-arp broadcast interval <1-10> 配置ARP主动保护发包间隔时间 

步骤6 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anti-arp broadcast service 可以关闭 ARP 主动保护发包 

使 用 no anti-arp broadcas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list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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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HH-HH-HH-HH 可以删除主动保护列表的已配置项 

使 用 clear anti-arp broadcas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list 可 以 清 除 接 口

INTERFACE_NAME 上已配置的所有列表项 

使用 no anti-arp broadcas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可以关闭删除已配置的保护接口 

使用 no anti-arp broadcast interval 可以将主动保护发包的时间间隔恢复到默认时间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INTERFACE_NAME 设备当前可用接口名 空 

A.B.C.D IP地址 空 

HH-HH-HH-HH-HH-HH MAC地址 空 

<1-10> 时间间隔 空 

 启用主动保护发包一定要在开启了 ARP 攻击防御功能以后才有作用。 

22.2.4 配臵关闭ARP学习 

关闭 ARP 学习功能后，IP-MAC 对应关系不在 IP-MAC 绑定表内的报文将不能通过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no anti-arp study-arp 关闭ARP学习功能 

步骤3 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anti-arp study-arp 可以重新开启 ARP 学习功能。 

 关闭 ARP 学习一定要在开启了 ARP 攻击防御功能以后才有作用； 

此功能可能影响网络使用，请慎重使用； 

强烈建议在使用前绑定所用可能使用的 IP-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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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配臵防ARP flood攻击 

防 ARP flood 攻击对应设备原有的 ip defend arp attack 命令，因为功能的原因统一到本章

节，原有命令继续起效。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anti-arp flood service 开启防ARP flood攻击功能 

步骤3 anti-arp flood block-time <1-65535> 设置ARP flood攻击主机阻断时间 

步骤4 anti-arp flood threshold <1-1000> 设置ARP flood攻击门限值 

步骤5 exit 回到enable模式 

 

使用 no anti-arp flood service 可以关闭防 ARP flood 攻击功能。 

使用 no anti-arp flood block-time 可以恢复 ARP flood 攻击主机阻断时间到默认值。 

使用 no anti-arp flood threshold 可以恢复 ARP flood 攻击门限值到默认值。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阻断时间 空 

<1-1000> ARP flood攻击门限值 空 

22.3 监控与维护 

22.3.1 查看ARP Monitor 

查看 ARP 攻击信息： 

步骤 配置 

 NGFW# show arp monitor 

Time:               IP:             MAC: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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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7 11:14:00 192.168.31.96   00-0A-AA-00-00-01 in conflict with MAC 

00-1C-25-1A-D5-2D to same IP in IP-MAC table 

表明在2010-07-07 11:14:00发生一次ARP冲突攻击，新来的192.168.31.96的报文

的 MAC 地 址 是 00-0A-AA-00-00-01 ， 与 绑 定 表 内 已 有 的 96 对 应

MAC00-1C-25-1A-D5-2D不一致，将被忽略 

2010-07-07 11:16:19 192.168.31.96   00-0A-AA-00-00-01 in conflict with MAC 

00-1C-25-1A-D5-2D to same IP in ARP table 

表明在 2010-07-07  11:16:19 又发生一次 ARP 冲突攻击，还是新来的

192.168.31.96的报文的MAC地址是00-0A-AA-00-00-01，与ARP表内已有的96

对应MAC00-1C-25-1A-D5-2D不一致，告警，但仍将替换原ARP表项 

22.3.2 查看DEBUG信息 

步骤 配置 

 NGFW# debug anti-arp 

应用环境 

防 ARP 攻击信息。 

调试实例 

arp study stopped, skb will drop for not in IP-MAC binding table 

 

结果分析 

表明现在已关闭 ARP 学习功能，因为这个报文的 IP-MAC 关系不在 IP-MAC 绑定表内，

将被丢弃 

22.4 常见故障分析 

22.4.1 故障现象：PC无法上网 

现象 配置反ARP欺骗后无法上网 

分析 配置关闭了ARP学习，又没有在IP-MAC绑定表中加入PC 

解决 在绑定表中加入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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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配臵防 DOS 攻击 

23.1 防 DOS 攻击概述 

作为一款 NGFW 产品，需要同时具备防止攻击和保证正常数据通过的功能。当 NGFW

遇到大量攻击时，如果所有的连接资源都被攻击所占用，则正常数据就无法通过设备。 

防 DOS(Denial of Service)攻击设计的目标就是要使设备能够阻止外部的恶意攻击，同时

还能使内网正常地与外界通信。不仅保护设备，更要保护内网。当遭受到攻击时，向用

户进行报警提示。 

常见的 DOS 攻击主要包括 ping-of-death、tear-drop、jolt2、syn-flag、land-base、winnuke、

smurf 等。 

23.2 配臵防 DOS 攻击 

23.2.1 缺省配臵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防ping of death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tear drop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jolt2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land-based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winnuke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syn flag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smurf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23.2.2 配臵防ping-of-death攻击功能 

ping-of-death 攻击是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长度超过 65535 的 icmp 报文，使目的主机发生

处理异常而崩溃。 

配置了防 ping-of-death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ping-of-death 攻击，丢弃攻击报

文并输出告警日志信息。 



                                                          RG-NGFW 命令手册  

 

201 / 362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ping-of-death 打开防ping-of-death攻击 

使用 no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3 配臵防tear-drop攻击功能 

tear-drop 攻击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报文偏移重叠的分片报文，使目的主机发生处理异常

而崩溃。 

配置了防 tear-drop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tear-drop 攻击，并输出告警日志信

息。因为正常报文传送也有可能出现报文重叠，因此 NGFW 不会丢弃该报文，而是采

取裁减、重新组装报文的方式，发送出正常的报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tear-drop 打开防tear-drop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attack tear-drop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4 配臵防jolt2攻击功能 

jolt2 攻击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报文偏移加上报文长度超过 65535 的报文，使目的主机处

理异常而崩溃。 

配置了防 jolt2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jolt2 攻击，丢弃攻击报文并输出告警日

志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jolt2 打开防jolt2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attack jolt2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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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配臵防land-base攻击功能 

land-base 攻击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目的地址和源地址相同的报文，使目的主机消耗大量

的系统资源，从而造成系统崩溃或死机。 

配置了防 land-base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land-base 攻击，丢弃攻击报文并输

出告警日志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land-base 打开防land-base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land-base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6 配臵防winnuke攻击功能 

winnuke 攻击通过向目的主机的 139、138、137、113、53 端口发送 TCP 紧急标识位 urg

为 1 的带外数据报文，使系统处理异常而崩溃。 

配置了防 winnuke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winnuke 攻击报文，将报文中的 TCP

紧急标志位为 0 后转发报文，并可以输出告警日志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winnuke 打开防winnuke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attack winnuke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7 配臵防syn-flag攻击功能 

syn-flag 攻击通过向目的主机发送错误的 tcp 标识组合报文，浪费目的主机资源。 

配置了防 syn-flag 攻击功能后，NGFW 可以检测出 syn-flag 攻击，丢弃攻击报文并输出

告警日志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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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syn-flag 打开防syn-flag攻击 

使用 no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8 配臵防smurf攻击 

Smurf 攻击结合使用了 IP 欺骗和 ICMP 回复方法使大量网络传输充斥目标系统，引起目

标系统拒绝为正常系统进行服务。Smurf 攻击通过使用将回复地址设置成受害网络的广

播地址的 ICMP 应答请求(ping)数据包，来淹没受害主机，最终导致该网络的所有主机

都对此 ICMP 应答请求做出答复，导致网络阻塞。 

NGFW 的防 smurf 攻击可以检测出 smurf 攻击，可以有效地丢弃攻击保温并输出高精日

志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attack smurf 打开防smurf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smurf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23.2.9 配臵智能TCP Flood防御 

智能 TCP Flood，即 SYN Flood 攻击，是众多 DOS 攻击形式的一种方式。SYN Flood

利用 TCP 协议的缺陷，向服务器端发送大量伪造的 TCP 连接请求之后，自身不再做出

应答，使得服务器端的资源迅速耗尽，从而无法及时处理其它正常的服务请求，严重的

时候甚至会导致服务器系统的崩溃。 

NGFW 的防 syn flood 攻击采用了业界最新的 syncookie 技术，在很少占用系统资源的情

况下，可以有效地抵御 SYN Flood 对受保护服务器的攻击。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yn-cookie 

<100-10000> 

打开防syn flood攻击，抵御syn flood对

受保护服务器的攻击 

使用 no ip defend syn-cookie 命令可以关闭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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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防 DOS 攻击的监控与维护 

23.3.1 查看配臵信息 

步骤1 Show ip defend attack 

 NGFW# show ip defend attack 

ip defend attack informations: 

 ip defend attack ping-of-death:disable 

 ip defend attack tear-drop:disable 

 ip defend attack jolt2:disable 

 ip defend attack land-base:disable 

 ip defend attack winnuke:disable 

 ip defend attack syn-flag:disable 

 ip defend syn-cookie:disable 

   syn-cookie threshold:100 

   syn-cookie state:not booted 

ip defend arp:enable 

arp threshold:300 

arp block-time:60 

 

23.3.2 查看系统当前的TCP半连接数 

步骤1 Show ip inspect count 

 NGFW# show ip inspect count 

System: 

        Connect sum count: 3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TCP: 

        Connect sum count: 3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UDP: 

        Connect sum 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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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ICMP: 

        Connect sum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Generic: 

        Connect sum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count: 0 

        Halfopen connect rate count: 0 

观察TCP的Halfopen connect count数是否异常，当该值偏大时，建议开启防syn 

flood功能。 

23.3.3 查看防DOS攻击的debug信息 

步骤1 debug ip defend attack 

 NGFW#debug ip defend attack 

打开该命令时，系统会向控制台打印检测到的攻击信息。 

23.4 常见故障分析 

23.4.1 TCP Flood攻击防御失效 

现象 SYN Flood的攻击防御失效，SYN Flood报文穿过NGFW。 

分析 SYN Flood攻击防御失效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防syn flood攻击的服务没有启

动，攻击门限设置过高或者IP Inspect没有启动。 

解决 1、 查看系统中的TCP半连接数是否有显示，如果TCP半连接数为0，应该是IP 

Inspect模块没有启动； 

2、 防syn flood攻击服务是否启动，可以用show ip defend attack命令查看。如果

未启动，启动防syn flood攻击服务。 

3、查看攻击门限设置是否过高。如过高，可降低攻击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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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臵防扫描 

24.1 防扫描概述 

扫描也是网络攻击的一种，攻击者在发起网络攻击之前，通常会试图确定目标上开放的

TCP/UDP 端口，而一个开放的端口通常意味着某种应用。 

常见的扫描主要有： 

垂直（Vertical）扫描：针对相同主机的多个端口 

水平（Horizontal）扫描：针对多个主机的相同端口 

ICMP (Ping) sweeps：针对某地址范围，通过 Ping 方式发现存活主机 

NGFW 设备可以有效防范以上几类扫描，从而阻止外部的恶意攻击，保护设备和内网。

当检测到此类扫描探测时，向用户进行报警提示。 

24.2 配臵防扫描 

24.2.1 缺省配臵信息 

NGFW 设备关于防扫描的缺省设置信息如以下表格所示： 

 防扫描的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防TCP Scan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UDP Scan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防Ping sweep攻击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扫描识别门限 1000 可更改设置 

对源主机的阻断时间 20 可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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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配臵防TCP Scan 

根据实际网络情况，当受到 tcp scan 扫描攻击时，可以配置防 tcp 扫描攻击。 

当一个源 IP 地址在 1 秒内将含有 tcp Syn 片段的 IP 封包发送给位于相同目标 IP 地址

的不同端口数量大于配置的门限值时，即认为其进行了端口扫描，系统将其标记为 tcp 

scan，并在配置的阻断时间内拒绝来自于该台源主机的所有其它 tcp Syn 包。 

启用防 tcp scan 扫描攻击，可能会占用比较多的内存。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can tcp 配置防TCP Scan攻击 

步骤3 end 返回特权模式 

步骤4 show ip defend scan 显示防扫描配置 

使用 no ip defend scan tcp 可以取消对防 TCP Scan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24.2.3 配臵防UDP Scan 

根据实际网络情况，当受到 udp scan 扫描攻击时，可以配置防 udp scan 扫描攻击。

当一个源 IP 地址在 1 秒内将含有 udp 的 IP 封包发送给位于相同目标 IP 地址的不同端

口数量大于配置的门限值时，即进行了一次端口扫描，系统将其标记为 udp scan，并在

配置的阻断时间内拒绝来自于该台源主机的所有其它 udp 包。 

启用防 UDP Scan 扫描攻击，可能会占用比较多的内存。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can udp 配置防UDP Scan攻击 

步骤3 end 返回特权模式 

步骤4 show ip defend scan 显示防扫描配置 

使用 no ip defend scan udp 可以取消对防 UDP Scan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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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配臵防Ping sweep 

根据实际网络情况，当受到 Ping sweep 扫描攻击时，可以配置防 Ping sweep 扫描攻

击。当一个源 IP 地址在 1 秒内发送给不同主机的 ICMP 封包超过门限值时，即进行了

一次地址扫描。此方案的目的是将 ICMP 封包( 通常是应答请求) 发送给各个主机，以

期获得至少一个回复，从而查明目标地址。NGFW 设备在内部记录从某一远程源地点发

往不同地址的 ICMP 封包数目。当某个源 IP 被标记为地址扫描攻击，则系统在配置的

阻断时间内拒绝来自该主机的其它更多 ICMP 封包。 

启用防 Ping sweep 扫描攻击，可能会占用比较多的内存。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can ping-sweep 配置防Ping sweep攻击 

步骤3 end 返回特权模式 

步骤4 show ip defend scan 显示防扫描配置 

使用 no ip defend scan Ping-sweep 可以取消对防 Ping sweep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

置。 

24.2.5 配臵扫描识别门限 

用 threshold 可以配置防扫描功能的扫描识别门限，超过门限值时，该源 IP 被标记为扫

描攻击，来自于该台源主机的所有其它攻击包都被阻断。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can threshold <10-65535> 配置扫描识别门限 

步骤3 end 返回特权模式 

步骤4 show ip defend scan 显示防扫描配置 

使用no ip defend scan threshold可以取消对扫描识别门限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24.2.6 配臵对源主机的阻断时间 

用 block-time 命令可以设置阻断时间，当系统检测到扫描攻击时，在配置的阻断时间内

拒绝来自于该台源主机的所有其它攻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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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p defend scan block-time <1-65535> 配置防扫描的阻断时间 

步骤3 end 返回特权模式 

步骤4 show ip defend scan 显示防扫描配置 

使用 no ip defend scan block-time 可以取消对防扫描阻断时间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

置。 

24.3 配臵案例 

 

24.3.1 配臵防扫描 

当网络上出现扫描攻击时，通过所收集的流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设备上来自于某台主

机的半连接信息，如果流信息中有大量源 ip，目的 ip 不变，而对应的目的端口变化的

流，可以认为受到了扫描攻击，这时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扫描，然后通过配置

对应的防扫描攻击以保护内网和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查看网络数据分析结果，确定是否受到扫描攻击 

可以用NetFlow，或者通过主机抓包，确定是否受到扫描攻击。 

步骤2 配置防tcp scan攻击以及攻击门限 

NGFW_A(config)# ip defend scan tcp 

NGFW_A(config)# ip defend scan threshold 1000 

NGFW_A(config)# end 

NGFW_A # 

配置结果： 

ip defend scan tcp 

ip defend scan threshold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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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防扫描监控与维护 

24.4.1 查看防扫描配臵 

介绍常用的 show 命令的使用 

查看防扫描配置的步骤： 

步骤1 查看启用的防扫描类型  

show ip defend scan 

ip defend scan informations: 

 ip defend scan tcp:enable 

 ip defend scan udp:disable 

 ip defend scan ping-sweep:disable 

 ip defend scan block-time:20 

 ip defend scan threshold:1000 

 blocked source ip list: 

 10.1.1.121 TCP 15 

 

可以看到启用了防TCP Scan，没有启用防UDP Scan，没有启用防Ping sweep，

对源主机的阻断时间为20秒，扫描识别门限设置为1000，即当一个源IP 地址

在1秒内将含有tcp Syn 片段的IP 封包发送给位于相同目标IP地址的不同端口

数量大于1000时，系统认为进行了端口扫描，阻断该IP继续发送的TCP包。 

IP为10.1.1.121的源主机被阻断，扫描类型为TCP Scan，剩余阻断时间15秒。 

24.5 常见故障分析 

24.5.1 配臵防扫描后没有报警，没有拒包 

现象 通过抓包或流收集后，确定确实受到了扫描攻击，而此时设备没有报警，没有

拒包。 

分析 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扫描识别门限设置得太大，导致扫描计数还没有达到门限值。 

 同时配置了防扫描、防Syn Flood和会话管理中的TCP半连接数目限制，三

者功能有重叠，可能导致防扫描功能未起作用 

解决 检查配置，如果是因为门限值设置得太大，根据实际需求修改到合适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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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配臵 IP-MAC 绑定 

25.1  IP-MAC 绑定概述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是寻找 IP 地址所对应的 MAC 地址的一种协议。 

为什么需要寻找 IP 地址对应的 MAC 地址呢？我们知道，在以太网中，对于处于同一子

网的两个通信实体来说，他们的一次 IP 通信过程大致如下： 

当源端发送一个 IP 包之前，它必须知道目的端的以太网地址才可以完成封装，可是此

时源端只能知道目的端的 IP 地址（通过用户的事先配置或者查路由表），这样就必须依

靠 ARP 协议来完成目的端以太网地址的解析。因此源端发送一个包含目的 IP 地址的

ARP 请求，目的端收到后向源端返回 ARP 应答，通告自己的 MAC 地址，源端获得目

的端 MAC 地址后才可以将 IP 包封装在以太网头中发送出去。 

由于网络中可能存在一些攻击软件仿冒某台主机上网，逃过跟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NGFW 实现了 IP-MAC 绑定功能，把用户的 MAC 和 IP 绑定起来。配置了 IP-MAC 绑

定后，通过设备的报文的 MAC 和 IP 必须严格一致，否则报文将被丢弃。 

25.2 配臵 IP-MAC 绑定 

25.2.1 配臵IP-MAC绑定 

添加一项 IP-MAC 绑定，需要输入绑定名称、IP 地址、MAC 地址、是否进行唯一性检查(unique-ip

或 multi-ip)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ipmac NAME A.B.C.D 

HH-HH-HH-HH-HH-HH 

(unique-ip|multi-ip) 

配置一条 IP-MAC绑定，唯一性检查选择

unique-ip，非唯一性检查选择multi-ip 

使用 no ipmac NAME 清除一条绑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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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查看ARP列表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show arp 显示当前ARP列表 

 

25.2.3 清除ARP列表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lear arp 清除ARP列表 

 

25.2.4 ARP探测 

根据接口 ARP 探测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arp-detect interface 

INTERFACE_NAME 

根据接口名称arp探测 

根据 IP 地址 ARP 探测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arp-detect ip A.B.C.D 根据IP地址arp探测 

25.3 配臵案例 

案例描述 

把张三的主机 192.168.31.118 和 00-16-41-59-3E-AF 绑定起来，并且是唯一性的。 

配置步骤 

步骤1 添加IP-MAC绑定 

 configure terminal 

ipmac zhangsan 192.168.31.118 00-16-41-59-3E-AF uniqu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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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添加名称为 zhangsan 的 IP-MAC 绑定项，使得 zhangsan 的主机

IP 与 MAC 唯一绑定，其他的 IP 地址与 MAC 地址没有按照该绑定

项对应的报文不能通过。 

 

25.4 常见故障分析 

25.4.1 网关无法上网 

现象 对网关进行了IP-MAC绑定后，无法上网。 

分析 对网关进行IP-MAC绑定，选择了唯一性检查(unique-ip)，导致了网络只能和网

关相通，其他主机则不通。 

解决 将网关IP-MAC绑定设置为非唯一性检查(multi-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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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配臵用户认证 

26.1 用户认证概述 

用户认证是基于 HTTP 协议的认证方式，客户端不需安装任何软件，使用 Web 浏览器

就可以进行认证，极大地方便了设备的安装实施。采用用户认证，可以为内网访问外网

资源提供简易的接入认证方式。 

参与认证的功能部件主要有三个： 

 Access Server 

 Portal Server 

 认证服务器 

NGFW 设备集成了 Access Server 和 Portal Server，并提供内置的账号认证方式。所

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 

 支持 web server 工作在虚拟主机方式或虚拟端口方式 

 支持客户端证书验证 

 支持用户唯一性检查和超时设置 

 支持 web 认证自动提示功能 

26.2 配臵用户认证 

26.2.1 缺省配臵信息 

用户认证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超时时间（timeout） 3600秒 可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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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唯一性限制 exclusive_user_check 可更改设置 

web server工作模式（mode） virtual-port 可更改设置 

 

26.2.2 配臵超时时间 

启用后，若用户在配置的超时时间内没有新的访问请求，则将超时下线。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timeout [60-86400] 配置超时时间。单位为秒。范围是

[60-86400]，默认3600秒。 

使用 no timeout 命令禁止用户超时限制。 

26.2.3 配臵用户唯一性限制 

限制不能有相同用户名的用户同时在线。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exclusive_user_check 对用户唯一性进行检查。 

默认为启用。 

使用 no exclusive_user_check 禁止用户唯一性检查。 

26.2.4 配臵Portal Server工作模式 

选择 Web server 工作方式为：虚拟主机或虚拟端口。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mode [virtual-host | virtual-port ] 配置web server工作方式为：虚拟主机

或虚拟端口。默认为虚拟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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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5 配臵虚拟主机IP 

用户可通过此 IP 地址来访问用户认证的 portal 页面。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virtual-host A.B.C.D 用户可通过此IP地址来访问用户认证

的portal页面 。 

使用 no virtual-host 可以取消对 virtual-host 的配置。 

 虚拟主机的 ip 应为用户可访问的 NGFW 非接口 ip 或管理 ip。 

26.2.6 配臵虚拟端口 

用户可通过此端口来访问用户认证的 portal 页面。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virtual-port <1-65536> 用户可通过此端口来访问用户认证的

portal页面 。 

使用 no virtual-port 可以取消对 virtual-port 的设置。 

 配臵的端口不能与本机打开的其他端口冲突。如 web server 的默认端口 443。 

26.2.7 配臵客户端证书认证 

用户可通过指定 CA 证书来启用验证客户端的证书。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webauth 进入webauth配置模式 

步骤3 verify-client-cert CA 指定CA证书来验证客户端的证书 。 



                                                          RG-NGFW 命令手册  

 

218 / 362 
 

使用 no verify-client-cert 可以取消验证客户端证书的设置。 

 

26.2.8 配臵用户认证用户组和用户 

配置用于用户认证的用户组，将认证用户加入到用户认证用户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usergroup GROUP firewall 用户认证用户组 

步骤3 user access USER group GROUP 将认证的用户加入用户组。 

26.2.9 配臵用户认证的安全策略 

在安全策略下启用 Web认证，访问匹配策略资源的用户都需要先进行认证。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policy <1-5000> (IF_IN|any) 

(IF_OUT|any) (SIP|any) (DIP|any) 

(SEV|any) (TR|any) permit 

配置permt类型的安全策略 

步骤3 webauth-group GROUP 在策略下配置可访问的Web认证用户

组 

26.3 配臵案例 

26.3.1 配臵案例1：虚拟端口认证模式 

案例描述 

Portal Server 使用虚拟端口工作模式，内网用户通过 NGFW进行用户认证后，访问外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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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案例组网图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0.0.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0.0.1/16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s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webauth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超时时间 

 NGFW_A(config)# webauth 

NGFW_A(webauth)# timeout 1200 

步骤3 配置用户唯一性限制 

 NGFW_A(webauth)# exclusive_user_check 

步骤4 配置虚拟端口 

 NGFW_A(webauth)# mode virtual-port 

NGFW_A(webauth)# virtual-port 1443 

NGFW_A(webauth)#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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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配置用户和用户组 

 NGFW_A(config)# usergroup abc firewall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local password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group abc 

步骤6 配置安全策略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1 eth0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webauth-group abc 

NGFW_A(config-policy)# end 

NGFW_A# 

步骤7 登录用户认证的portal页面，进行用户认证。 

 https://10.0.0.1:1443/ 

步骤8 访问外网资源 

 

26.3.2 配臵案例2：虚拟主机IP认证模式 

案例描述 

Portal Server 使用虚拟主机 IP 工作模式，内网用户通过 NGFW 用户认证后，访问外网资源。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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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0.0.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0.0.1/16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s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http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webauth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0.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超时时间 

 NGFW_A(config)# webauth 

NGFW_A(webauth)# timeout 1200 

步骤3 配置用户唯一性限制 

 NGFW_A(webauth)# exclusive_user_check 

步骤4 配置虚拟主机IP 

 NGFW_A(webauth)# mode virtual-host 

NGFW_A(webauth)# virtual-host 20.0.0.1 

NGFW_A(webauth)# exit 

步骤5 配置用户和用户组 

 NGFW_A(config)# usergroup abc firewall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local password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 group abc 

步骤6 配置安全策略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1 eth0 any any any always permit 

NGFW_A(config-policy)# webauth-group abc 

NGFW_A(config-policy)# end 

NGFW_A# 

步骤7 登录用户认证的portal页面，进行用户认证。 

 https://20.0.0.1/ 

步骤8 访问外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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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用户认证监控与维护 

26.4.1 查看用户认证配臵信息 

介绍常用的 show 命令的使用 

查看用户认证配置信息： 

步骤1 查看用户认证配置信息 

 NGFW_A# show webauth  

 no timeout 

 no exclusive_user_check 

 mode virtual-port 

 virtual-port 1443 

 

可以看到用户认证配置为没有超时时间，没有用户唯一性限制。使用虚拟端口

认证工作模式，虚拟端口为1443。 

 

26.4.2 查看和清除在线的认证用户 

查看和清除在线的认证用户： 

步骤1 查看在线的认证用户 

 NGFW_A# show online-user 

User-Name    Login-IP     Login-time  Idle in/out byte(s)    in/out packet(s) 

test@ABC 10.0.0.22 04-07-2010 15:24:37 00:07 0K/0K             0/0 

Total 1 user online 

可以看到有一个用户test@ABC在线。他从10.0.0.22登录。其他的信息有登录的

时间、用户在线的空闲时间、流量。 

步骤2 清除在线的认证用户 

 清除在线认证用户有三种方式： 

（1） NGFW_A# clear webauth-user 

清除所有的在线用户 

（2） NGFW_A# clear webauth-user USER@GROUP 

清除在线用户USER@GROUP。 

USER：用户名。 

GROUP：组名 

（3）   NGFW_A# clear webauth-user address A.B.C.D 

         清除从A.B.C.D登录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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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3 查看用户验证和登录的过程 

应用环境 

无论用户是本地用户、或者有本地用户名的 RADIUS 验证用户、或者本地没有存放用户名的

RADIUS用户，在用户登录失败时，系统都能给出调试信息。为了在终端显示该调试信息，需

要执行命令 terminal monitor。 

调试实例 

NGFW_A# debug webauth 

%webauth:start to auth user=test  group=abc 

%webauth:password error! 

 

结果分析 

这时您需要确认： 

 检查密码是否正确。 

 debug aaa events 获得更多的信息。 

26.5 常见故障分析 

26.5.1 故障现象1：Portal Server连接失败 

现象 连接Portal Server时失败，提示无法显示此页。 

分析 （1） 当Portal Server使用虚拟端口工作模式时，对应接口的HTTPS和

webauth不允许访问。 

（2） 当Portal Server使用虚拟主机IP工作模式时，接入用户不存在到虚拟主

机IP的路由。 

 

解决 （1） 使对应接口的HTTPS和webauth允许访问。  

（2） 在接入用户使用的机器上添加到虚拟主机IP的路由。 

 

26.5.2 故障现象2：认证用户认证失败 

现象 认证用户进行认证时失败。 

分析 （7） 密码错误 

（8） 用户已经禁用 

（9） 本地不保存用户名的认证用户认证时所在的组没有加入RADIUS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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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ADIUS服务器配置错误（比如：共享密钥，IP等） 

（11） RADIUS服务器连接不上（比如：Ping不通） 

（12） RADIUS服务器上没有这个用户  

 

解决 （8） 检查用户密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9） 解禁用户 

（10） 为该用户认证时所在的组添加RADIUS服务器 

（11） 修改该RADIUS服务器的配置 

（12） 首先确保NGFW和RADIUS服务器能通讯，能Ping通 

（13） 为该RADIUS服务器添加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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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配臵 MAC 过滤 

27.1 MAC 过滤概述 

MAC 过滤功能，是对通过网桥的数据包进行用户特定的 MAC 地址、是否为组播报文、

报文的协议信息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用户定义的过滤条件的数据包就进行丢弃处理。 

MAC 过滤功能是对报文的二层处理，并且只对通过网桥的数据包进行检查处理。虽然

该功能可以过滤特定的 MAC 地址、组播地址和非 IP 协议报文，但对于属于 IP 协议族

的报文不会进行过滤，这些协议有：ARP 协议报文、封装了 IP 的 VLAN 协议报文、PPPOE

发现报文、封装了 IP 的 PPPOE 会话报文。 

27.2 配臵 MAC 过滤 

27.2.1 配臵MAC地址过滤 

配置步骤： 

步骤1 NGFW #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NGFW (config)#  

mac-filter mac 00-90-0b-09-e6-9a time 30 

配置一条mac过滤项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ac Mac地址过滤功能 无 

address 要过滤的Mac地址 无 

time 过滤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0表示永久阻断 

无 

 配臵了 mac 过滤后，就阻止了该 mac 地址用户在网桥中的报文传输，无论是发送还是

接收报文，都会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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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 配臵组播过滤 

配置步骤： 

步骤1 NGFW #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NGFW (config)# mac-filter multicast 配置组播报文过滤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ulticast 组播过滤功能 无 

 配臵了组播过滤，只过滤 mac 地址的首字节为 0x01 的组播报文，广播报文并不会被过

滤。 

27.2.3 配臵非IP协议过滤 

配置步骤： 

步骤1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NGFW(config)# mac-filter non-ip 配置非IP协议过滤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on-ip 非IP协议过滤功能 无 

 配臵了非 IP 协议过滤后，ARP、PPPOE 发现报文、封装了 IP 的 vlan 报文不会被过滤，

只有封装了 IPX 与 AppleTalk 的 PPPOE 会话报文会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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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配臵案例 

27.3.1 配臵案例1：过滤特定MAC地址 

案例描述 

在NGFW设备中配置了网桥bvi0，并且加入两接口 eth1与 eth2，PC1与PC2分别与 eth1、

eth2 相连。现在要阻止 PC1 在网桥中的通信，阻止时间为 30 分钟。PC1 的 MAC 地址

为 00-90-0b-09-e6-9a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网桥 bvi0，加入 eth1 与 eth2 端口 

步骤2 配置 mac 过滤项 

NGFW # configure terminal 

NGFW (config)# mac-filter mac 00-90-0b-09-e6-9c time 30 

步骤3 察看 mac 过滤的配置 

NGFW # show running-config mac_filter 

NGFW # mac-filter mac 00-90-0b-09-e6-9c time 30 

 

这样，用 PC1 来 ping PC2，或者 PC2 ping PC1，会发现不通。等待 30 分钟后，阻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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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后 P1 和 P2 能够互相 ping 通。 

27.4 MAC 过滤监控与维护 

27.4.1 查看MAC过滤配臵信息 

查看 MAC 过滤信息的步骤： 

步骤1 显示mac过滤信息 

 NGFW # show mac-filter 

 

non-ip protocol filter is closed 

multicast filter is open 

MAC                      Ageing 

00-90-0b-09-e6-9a            forever 

00-90-0b-09-e6-9b            19 

00-0e-f5-00-c0-f5             29 

 

 

27.4.2 MAC过滤的调试 

debug mac-filter 可以查看网桥中对 mac 报文的过滤信息 

 

NGFW # debug mac-filter 

Mac-filter*: filte pkt, source MAC:00-0e-f5-00-c0-f5 

Mac-filter*: filte pkt, source MAC:00-0e-f5-00-c0-f5 

Mac-filter*: filte pkt, for multicast,DMAC:01-00-0c-cc-cc-cd,SMAC:00-1c-f9-f5-92-86 

Mac-filter*: filte pkt, for multicast,DMAC:01-00-5e-00-00-09,SMAC:00-0e-f5-00-cd-3a 

Mac-filter*: filte pkt, for protocol is not IP,but 0685, 

DMAC:00-0e-f5-00-c0-f5,SMAC:00-66-66-66-66-66 

Mac-filter*: filte pkt, for protocol is not IP,but 0685, 

DMAC:00-0e-f5-00-c0-f5,SMAC:00-66-66-66-66-66 

可见，00-0e-f5-00-c0-f5 的 MAC 地址报文被过滤，协议号为 0685 的非 IP 协议被过滤，

MAC 地址为 01-00-0c-cc-cc-cd 的组播报文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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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配臵静态路由 

28.1 静态路由概述 

在 IP 设备中，单播路由的获得通常有两种途径：静态配置和动态路由获取。静态配置

就是由网络管理员通过终端命令行等手段明确定义，被称为静态路由。 

28.2 配臵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是由用户配置的路由。当用户确信到达某个网段应该先转发到某个地址时，可

以通过 ip route 命令配置这个静态路由，同时可以配置该静态路由的权重(1-100)，用于

负载分担。静态路由支持地址监控对象的联动。当地址监控对象失效以后，使对应的静

态路由无效，并增加地址监控对象中的地址的 32 位掩码的路由，下一跳和对应的静态

路由的下一跳相同。 

配置静态路由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route A.B.C.D/M (A.B.C.D|INTERFACE) 

[monitor MONITOR] [<distance> <weight>] 

配置静态路由 

步骤3 exit 退出配置模式 

步骤4 show ip route 显示静态路由信息 

 

参数说明： 

ip rout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M 目的地址  

(A.B.C.D|INTERFACE) 路由网关地址或者出接口  

MONITOR 监控地址组名称  

<distance> 路由优先级，范围<1-255>  

<weight> 路由权重，范围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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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臵缺省路由 

有一类特殊的路由称为默认路由（或缺省路由），即目的地址和掩码为 0.0.0.0/0 的路由。

它可以匹配任何目的地址，所以每个找不到对应路由的报文都将按默认路由转发。通常

默认路由都是在用户认为有必要时通过静态路由配置的。在网络有一个唯一出口连接到

其他网络时，配置默认路由是很有用的，它可以使设备所需要的路由数量大大降低。 

配置缺省路由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route 0.0.0.0/0 (A.B.C.D|INTERFACE)  配置缺省路由 

步骤3 end 退出配置模式 

 

28.4 配臵信息显示命令 

显示静态路由信息 

命令 解释 

show ip route 显示静态路由信息 

 

28.5 配臵案例 

28.5.1 配臵缺省路由 

案例描述： 

配置缺省路由，把每个没有对应路由的报文转发到公网地址 202.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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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0.5

192.168.0.0/24

192.168.0.1

202.118.3.1 eth0

eth1

192.168.0.4192.168.0.3

 

配置案例： 

步骤1 配置缺省路由 

 NGFW_A(config)# ip route 0.0.0.0/0 202.118.3.2 

步骤2 配置接口参数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eth0)#ip address 202.118.3.1/24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eth1)#ip address 192.168.0.1/24 

步骤3 查看路由表 

 NGFW_A# show ip route 

Codes: K - kernel route,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O - OSPF, 

       D - DHCP, P - PPPOE, > - selected route, * - FIB route 

 

C>* 127.0.0.0/8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 weight: 0 

K>* 127.0.0.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 weight: 0 

C>* 192.168.0.0/24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1 weight: 0 

K>* 192.168.0.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1 weight: 0 

C>* 202.118.3.0/24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0 weight: 0 

K>* 202.118.3.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eth0 weigh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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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常见故障 

28.6.1 数据包转发不正常 

故障现象：数据包转发不正常 

分析与解决：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数据包转发不正常 

没有配置正确的静态路由 

对于没有对应静态路由项的数据包没有配置缺省路由 

静态路由指定的下一跳地址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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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配臵策略路由 

29.1 策略路由概述 

所谓策略路由，顾名思义，即是根据一定的策略进行报文转发，因此策略路由是一种比

目的路由更灵活的路由机制。在设备转发一个数据报文时，首先根据配置的规则对报文

进行过滤，匹配成功则按照一定的转发策略进行报文转发。这种规则可以是基于标准和

扩展访问控制列表；而转发策略则是控制报文按照指定的策略路由表进行转发。因此，

策略路由是对传统 IP 路由机制的有效增强。 

设备支持按照策略进行路由。数据包首先由策略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路由至设定的主

机。策略路由支持根据 PPPOE 动态指定下一跳。 

29.2 配臵策略路由 

29.2.1 策略路由配臵 

配置策略路由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proute <1-100> (IF_IN|any) (SIP|any) 

(DIP|any) (SEV|any) (TR|always) ( A.B.C.D| 

pppoe IFNAME) 

配置路由策略，将满足策略的数

据包路由至下一跳，此命令可配

置多条。匹配的顺序按显示的先

后顺序来匹配 

步骤3 exit 返回特权模式 

 策略路由只在流量进入设备的时候生效，对于设备本身发起的流量，不起作用 

29.2.2 调整策略路由的顺序 

用 move 命令可以调整策略路由的顺序，从而使位置在前的策略优先匹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route move <1-100> before  移动一条策略路由到指定的策略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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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之前 

步骤n-1 proute move <1-100> after <1-100> 移动一条策略路由到指定的策略路由

之后 

29.2.3 插入一条策略路由 

用 insert 命令可以创建一条新的策略路由，并插入到指定的策略路由之前。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proute insert <1-100> (IF_IN|any) 

(SIP|any) (DIP|any) (SEV|any) 

(TR|always) A.B.C.D 

插入一条新的策略路由到指定的策略

路由之前 

步骤3 end 退出到特权模式 

29.3 配臵案例 

29.3.1 配臵策略路由 

案例描述： 

配置策略路由，将来自 192.168.1.0/24 网段的数据包路由至设备 200.0.0.2 上，将来自

192.168.2.0/24 网段的数据包路由至设备 200.0.1.2 上。通过这样的配置可有选择的限制不同

的 IP 用户访问不同的网络或使用不同的网络出口。 

配置策略路由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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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案例： 

步骤1 配置192.168.1.0/24网段地址对象 

 NGFW(config)#address SRC1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192.168.1.0/24 

步骤2 配置192.168.1.0/24网段策略路由 

 NGFW(config)#proute 1 any SRC1any any always 200.0.0.2 

步骤3 配置192.168.2.0/24网段地址对象 

 NGFW(config)#address SRC2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192.168.2.0/24 

步骤4 配置192.168.2.0/24网段策略路由 

 NGFW(config)# proute 2 any SRC2any any always 200.0.1.2 

29.4 常见故障分析 

29.4.1 故障现象： 

现象 配置了策略路由后，还是无法Ping通 

分析 原因可能是地址对象配置错误和下一跳配置错误 

解决 分清入口和报文源地址对象，并配置正确下一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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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配臵 RIP 

30.1 RIP 协议概述 

RIP 协议是基于 D-V 算法（又称为 Bellman-Ford 算法）的内部动态路由协议，简称 IGP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它通过 UDP 数据报交换路由信息。D-V 算法又称为距离向

量算法,这种算法在 ARPARNET 早期就用于计算机网络的路由的计算。RIP 协议在目前

已成为路由器、主机路由信息传递的标准之一，是最广泛使用的 IGP 之一，被大多数 IP

路由器商业卖主广泛使用。 RIP 协议被设计用于使用同种技术的中型网络，因此适应

于大多数的校园网和使用速率变化不是很大的连续线的地区性网络。对于更复杂的环境，

一般不使用 RIP 协议。   

RIP 协议使用跳数来衡量到达信宿机的距离称为路由权， RIP 协议使用两种形式的报文： 

路径信息请求报文和路径信息响应报文。在路由器端口第一次启动时，将会发送请求报

文。路径信息响应报文包含了实际的路由信息，以每 30 秒的间隔发送给相邻端口。在

RIP 协议中，还使用了水平分割、毒性逆转机制来防止路由环的形成，并且使用触发更

新和路由超时机制确保路由的正确性。 

30.2 配臵 RIP 

30.2.1 缺省配臵信息 

NGFW 设备关于 RIP 的缺省设置信息如以下表格所示： 

RIP 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使能/禁止状态（enable/disable）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接口认证类型（none/text/md5） none 可更改设置 

版本 2 可更改设置 

定时更新时间 30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超时时间 180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垃圾收集时间 120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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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 配臵启用RIP路由协议功能 

启用 rip 路由协议，在此基础上才能对 rip 路由功能作进一步配置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节点 

在配置模式下使用 no router rip 可以取消对 rip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1）：router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路由协议类型 无 

 只有在启用 rip 以后才能对 rip 其他功能作进一步配臵。 

30.2.3 配臵RIP版本 

RIP 的版本配置，在接口没有做出版本配置的情况下控制 RIP 协议收发报文的版本信息。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version 1 配置收发报文版本为1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show命令 

使用 no version 可以取消对 version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2。 

参数说明： 

命令（1）：version <1-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 Rip版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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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 配臵RIP发布的网络 

把系统所在的直连网络发布出去，使其他路由器能够学到到达本地网络的路由。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network 202.38.168.1/24 配置向外发布网络202.38.168.1/24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network 202.38.168.1/24 可以取消对 202.38.168.1/24 的设置，使其不发布

202.38.168.1/24 的路由。 

参数说明： 

命令（1）：network <A.B.C.D/M>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M> 需要发布的网络 无 

30.2.5 配臵RIP发布缺省路由 

配置一条 0.0.0.0/0 的路由发布出去。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配置发布缺省路由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可以取消发布缺省路由的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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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M>  无 

30.2.6 配臵RIP默认的重发布度量 

重发布某种类型时如果没有配置本身的重发布度量，就是用默认的度量值。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default-metric 3 配置默认的重发布度量为3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default-metri 可以取消对默认度量的设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1。 

参数说明： 

命令（1）：default-metric <1-16>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16> 默认的重发布度量值 1 

30.2.7 配臵RIP定时器触发时间 

RIP 会根据定时更新时间周期的向外发布整个路由表，如果超时时间到达时还没有收到

某条路由的更新，就把这条路由从内核路由表中删除，并把 metric 置为 16 向外发布，

并设置垃圾收集定时器；垃圾收集时间到达时，把这条路由在 rip 路由表中删除。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timers basic 5 30 20 配置定时器触发时间为5 30 20秒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timers basic 可以取消对定时器触发时间的设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30 秒 180 秒

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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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命令（1）：timers basic <5- 2147483647> <5- 2147483647> <5- 2147483647>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5- 2147483647> 定时更新时间 30秒 

<5- 2147483647> 超时时间 180秒 

<5- 2147483647> 垃圾收集时间 120秒 

30.2.8 配臵RIP定时器触发时间 

重发布路由可以把例如静态、直连、ospf 的路由引入到 rip 中向外发布。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redistribute connected metric 3 配置重发布直连路由，度量为3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redistribute connected 可以取消直连陆游的重发布。 

参数说明： 

命令（1）：redistribute （connected|static|ospf）[ metric <1-16>]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onnected|static|ospf） 路由类型 无 

<1-16> 重发布度量 1 

30.2.9 配臵RIP接口收发报文版本 

对每个接口设置特有的收发报文版本。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ip rip eth1 send version 1 配置接口eth1的发送版本为1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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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show ip rip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rip eth1 send version 可以取消对接口 eth1 发送版本的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

值。 

参数说明： 

命令（1）：ip rip NAME (send|receive) version <1-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接口名 无 

(send|receive) 动作类型 无 

<1-2> 版本 2 

30.2.10 配臵RIP接口的认证类型 

对每个接口设置特有的收发报文版本。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rip 启用rip功能并进入rip配置模式 

步骤3 ip rip eth1 authentication md5 12345 配置接口eth1为md5认证，认证密码为

12345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rip eth1 authentication 可以取消对接口 eth1 认证的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无

认证。 

参数说明： 

命令（1）：ip rip NAME authentication (md5|text)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接口名 无 

(md5|text) 认证类型 无 

NAME 认证密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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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配臵案例 

30.3.1 配臵案例：两台NGFW设备通过RIP路由协议

互通 

案例描述 

DUT 和 RTA 都为 NGFW 设备，IP 地址配置如图，DUT 在 eth0 和 eth2 接口上启用了

RIP，RTA 在接口 eth0 和 eth1 上启用了 RIP，两个设备的互连的接口收发报文的版本都

设置为 2。 

案例组网图 

Ethernet

DUT RTA

PC1 PC2

202.38.168.1/24 202.38.168.2/24

eth2 eth1

192.168.31.225/24

192.168.31.116/24 202.38.169.2/24

202.38.16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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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DUT的配置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 router rip 

NGFW(router-rip)# network 202.38.168.1/24 

NGFW(router-rip)# network 192.168.31.225/24 

NGFW(router-rip)# ip rip eth2 send version 2 

NGFW(router-rip)# ip rip eth2 receive version 2 

NGFW(router-rip)# end 

NGFW# 

 

步骤2 RTA的配置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 router rip 

NGFW(router-rip)# network 202.38.168.2/24 

NGFW(router-rip)# network 202.38.169.1/24 

NGFW(router-rip)# ip rip eth1 send version 2 

NGFW(router-rip)# ip rip eth1 receive version 2 

NGFW(router-rip)# end 

NGFW# 

 

步骤3  

  

步骤n  

  

配置结果： 

DUT 的 show running-config 信息 

router rip 

network 202.38.168.1/24 

network 192.168.31.225/24 

ip rip eth2 send version 2 

ip rip eth2 receive versio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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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A 的 show running-config 信息 

router rip 

network 202.38.168.2/24 

network 202.38.169.1/24 

ip rip eth1 send version 2 

ip rip eth1 receive version 2 

 

30.4 RIP 监控与维护 

30.4.1 查看 RIP路由表 

查看 RIP 路由表的步骤： 

步骤1 显示rip路由表 

 NGFW# show ip route rip 

Codes: R - RIP, C - connected, O - OSPF, B - BGP 

      (n) - normal, (s) - static, (d) - default, (r) - redistribute, 

      (i) - interface 

     Network          Next Hop        Metric From            Time 

R(s) 0.0.0.0/0          0.0.0.0               1 self 

C(r) 192.168.31.0/24    0.0.0.0               1 self 

C(i) 202.38.168.0/24    0.0.0.0               1 self 

NGFW# 

 

可以看出 RIP 路由表中有三条路由，两个直连路由 192.168.31.0/24 和

192.168.31.0/24，度量为1，还有一个默认路由。 

30.4.2 查看 RIP配臵 

查看 RIP 配置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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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察看RIP的配置 

 Routing Protocol is "rip" 

  Sending updates every 5 seconds with +/-50%, next due in 2 seconds 

  Timeout after 30 seconds, garbage collect after 20 seconds 

  Default redistribution metric is 1 

  Redistributing: connected 

  Default version control: send version 2, receive version 2 

    Interface        Send  Recv 

    eth2             2     2 

  Routing for Networks: 

    202.38.168.1/24 

  Routing Information Sources: 

    Gateway          BadPackets BadRoutes  Distance Last Update 

  Distance: (default is 120) 

NGFW# 

可以看出定时器时间设置为5秒30秒和20秒，默认重发布路由度量为1，重发布

了直连路由，接口2的收发版本都为2，配置网络202.38.168.1/24向外发布。 

 

30.4.3 查看调试信息 

debug rip events 可以查看 RIP 运行时各个事件 

debug rip packet 可以查看 RIP 收发报文的信息 

debug rip zebra 可以查看陆由变更时发生的事件 

30.5 常见故障分析 

30.5.1 故障现象：两台设备不能正常通信 

现象 两台设备不能正常通信 

 

分析 互连接口收发版本不匹配，认证类型不匹配，接口配置是否正确 

 

解决 检查接口配置，修改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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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配臵 OSPF 

31.1 OSPF 协议概述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是动态路由协议,其功能是实现网际间的路由。 

OSPF 是一个自治系统内部路由协议，用于在单一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AS)内计

算产生路由。与 RIP 等距离向量路由协议不同的是，OSPF 是基于链路状态的路由协议。

它能够在网络链路变化时快速产生新路由，并能够管理比 RIP 范围更大的网络自治系统。 

OSPF 是自治系统内部使用的链路状态路由协议，OSPF 通过路由器之间通告链路状态信

息（LSA），来建立链路状态数据库，然后就可以根据 SPF 算法计算出到每个结点的最

短路径树了，进而可计算出路由。它的工作方式与我们熟悉的 RIP 和 IGRP 协议不同，

OSPF 只须发送当前结点到相邻结点的路由结构信息，而 RIP 和 IGRP 需要结点把自己

保留的路由表或路由表的一部分全部发送到相邻结点，相邻结点根据这些信息更新自己

的路由表，显然 OSPF 协议发送的信息量少，而 RIP 发送的信息量较多。在通告的链路

状态结构中，OSPF 协议支持 IP 子网结构。 

OSPF 向相邻的路由器定期发送一个 hello 报文，并接收邻居路由器发来的 hello 报文。

这个 hello 报文不但可以帮助路由器在初始工作时了解相邻结构，而且可以在运行中了

解相邻路由器的工作情况，如果相邻的路由器关机了，或链路不通了，就不会从相应邻

居那里收到 hello 报文了, 从而能够很快知道哪些路由器不能工作了，能够对网络拓扑结

构的变化做到快速反应。 

如果网络支持多个路由器，可以实现在一个网段的诸多 OSPF 路由器中选择一个指定路

由器 DR 和一个备份指定路由器 BDR，在进行链路数据库同步时，由指定路由器向整个

网络发送 LSA, 以减少流量开销。 

31.2 配臵 OSPF 

31.2.1 缺省配臵信息 

NGFW 设备关于 OSPF 的缺省设置信息如以下表格所示： 

OSPF 缺省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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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使能/禁止状态（enable/disable）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OSPF区域认证类型（none/text/md5） 不认证 可更改设置 

接口认证类型（none/text/md5） 不认证 可更改设置 

发布缺省路由 不发布 可更改设置 

OSPF路由的优先级 110 可更改设置 

spf-delay值和spf-holdtime值 spf-delay：5秒 

spf-holdtime：10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兼容rfc1583 不兼容 可更改设置 

LSA重传时间 5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LSA发送延迟 1秒 建议采用缺省设置 

Hello-interval值 10秒 可更改设置 

Dead-interval值 4 * Hello-interval 可更改设置 

接口选举DR的优先级 1 可更改设置 

OSPF区域路由聚合 不聚合 可更改设置 

重发布其他路由协议路由的路由类型 第2类外部路由 可更改设置 

31.2.2 配臵启用OSPF路由协议功能 

启用 OSPF 路由协议，在此基础上才能对 OSPF 路由功能作进一步配置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节点 

在配置模式下使用 no router OSPF 可以取消对 OSPF 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1）：router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路由协议类型 无 

 只有在启用 OSPF 以后才能对 OSPF 其他功能作进一步配臵。 

31.2.3 配臵OSPF路由器Router-ID  

OSPF 协议需要路由器的 Router-ID，作为本路由器在自治系统中的唯一标识。一般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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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任务启动后，会自动选出一个 Router-ID。通常路由器先挑选 IP 地址最大的环回地址。

若无环回地址，则选择状态 up 的接口地址大的作为本路由器的 Router-ID.也可以指定一

个 Router-ID。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router-id 1.1.1.1 配置路由器Router-ID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router-id 可以取消对 router-id 的设置， router-id 将会重新自动选举。 

参数说明： 

命令（1）：router-id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OSPF Router-ID  

31.2.4 配臵运行OSPF的接口 

配置运行 OSPF 的接口以及其所属的区域。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network 10.0.1.0/24 area 0 从属于10.0.1.0/24接口上启用OSPF,其

所属的区域为0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network 10.0.1.0/24 area 0 可以取消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network A.B.C.D/M area (A.B.C.D|<0-429496729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M> 接口所属的网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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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0-4294967295>) 区域ID 无 

31.2.5 配臵OSPF区域认证方式 

OSPF 支持在同一区域内进行认证。一个区域中所有的路由器的认证类型必须一致（不

认证、明文认证、MD5 密文认证）。认证提供基于密码的保护，防止未经授权对区域进

行的访问。在配置区域认证时，必须对区域的所有接口单独配置认证密码。当接口的认

证方式和接口所在区域的认证不一致时，优先考虑接口配置的认证方式。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area 0 authentication 配置区域0的认证方式为明文认证。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area (A.B.C.D|<0-4294967295>) authentication 可以取消区域认证的设置，恢复为

默认值不认证。 

参数说明： 

命令（1）：area (A.B.C.D|<0-4294967295>) authentication [message-digest]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0-4294967295>) 区域ID 无 

message-digest 密文认证方式 没有这个参数表示明文认

证 

 

31.2.6 配臵OSPF区域间路由聚合 

区域间的路由聚合是为了减少区域间路由数量，它使 ABR 通告一条聚合的域间路由到

其他区域，而被聚合的路由不被宣告出去。在 OSPF 中，ABR 向其他区域发送路由信息

时，以网段为单位生成 Type 3 LSA。如果该区域中存在一些连续的网段，则可以配置

ABR 将这些连续的网段聚合成一个网段。这样 ABR 只发送一条聚合后的 LSA，所有落

入本命令指定的聚合网段范围的 LSA 将不再会被单独发送出去，这样可减少其他区域

中链路状态数据库（LSDB）的规模。如果该网段范围用关键字 not-advertise 限定，则到

这一个网段路由的聚合路由将不会被广播出去。这个网段是由 IP 地址/掩码的方式说明

的。接收聚合网段和对网段的限定，可减少区域间路由信息的交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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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area 0 range 10.0.0.0/16 设置聚合路由通告的区域和地址范围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area (A.B.C.D|<0-4294967295>) range A.B.C.D/M.可以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area (A.B.C.D|<0-4294967295>) range A.B.C.D/M [not-advertis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0-429496729

5>) 

进行聚合的区域ID  

A.B.C.D/M 地址范围  

[not-advertise] 不宣告聚合后的路由  

命令（2）：area (A.B.C.D|<0-4294967295>) range A.B.C.D/M advertise cost <0-1677721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0-429496729

5>) 

进行聚合的区域ID  

A.B.C.D/M 地址范围  

<0-16777215> 聚合路由的宣告Metric  

命令（3）：area (A.B.C.D|<0-4294967295>) range A.B.C.D/M substitute A.B.C.D/M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0-429496729

5>) 

进行聚合的区域ID 1 

A.B.C.D/M 地址范围  

A.B.C.D/M 将地址范围替换成该地址

宣告 

 

 可以使用 no area (A.B.C.D|<0-4294967295>) range A.B.C.D/M advertise cost 取消路由聚

合宣告的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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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 配臵OSPF路由重分布 

为了能够使得多个路由协议同时运作，可以将一种路由协议的信息引入到另一种路由协

议中，这个过程可以称为路由重分布。运行 OSPF 的自治系统可以引入自治系统外部的

其他路由协议的路由或者静态路由以达到路由信息共享。当路由器运行 OSPF 且还运行

其他路由协议，若要引入外部路由信息，需要配置路由重分布。 

OSPF 使用 4 类不同的路由，按优先级由高到低排列如下： 

 区域内路由 

 区域间路由 

 第一类外部路由 

 第二类外部路由 

区域内和区域间路由描述自治系统内部的网络结构；外部路由则描述了如何选择到自治

系统以为的路由。第一类外部路由是指接收的是 IGP 路由（例如 RIP、STATIC），由于

这类路由的可信程度较高，所以，计算出的外部路由的花费与自治系统内部的路由花费

的数量级相同，并且与 OSPF 自身路由的花费具有可比性，即到第一类外部路由的花费

值＝本路由器到相应的 ASBR 的花费值＋ASBR 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花费值。第二类外

部路由器是指接收的是EGP路由，由于这类路由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OSPF协议认为，

从 ASBR 到自治系统之外的花费远远大于在自治系统之内到达 ASBR 的花费，计算路由

花费时主要考虑前者。即第二类外部路由的花费值＝ASBR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花费值。

如果该值相等，再考虑本路由器到相应的 ASBR 的花费值。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redistribute connected metric 11 

metric-type 1 

配置重发布值直连路由，Metric为11，

第一类外部路由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redistribute (connected|static|rip)可以取消路由重发布的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redistribute (connected|static|rip) metric <1-16777214> metric-typ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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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onnected|static|rip) 重发布路由的类型 无 

<1-16777214> 重发布的路由的Metric 无 

(1|2) 重发布路由的类型 第二类外部路由 

31.2.8 配臵OSPF重发布路由缺省Metric 

配置 OSPF 重发布外部路由时的缺省 Metric。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default-metric 100 配置重发布路由的缺省Metric为100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default-metric 可以取消该设置。 

参数说明： 

命令（1）：default-metric <1-16777214>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16777214> 重发布路由的默认Metric 无 

31.2.9 配臵OSPF重发布默认路由 

一旦配置了路由重分布，路由器就自动成为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但是缺省情况下，不

会发布缺省路由，可以强制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发布缺省路由。但这时路由器表中必须

包含缺省路由。如果路由表中没有缺省路由，而要强制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产生缺省路

由，使用 always 参数。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metric 

100 metric-type 1 

配置重发布默认路由，Metric为100，

类型为第一类外部路由。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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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o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可以取消该项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参数说明： 

命令（1）：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metric <1-16777214> metric-type (1|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16777214> 重发布默认路由的Metric。 无 

(1|2) 重发布默认路由的类型 第二类外部路由 

命令（2）：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always metric <1-16777214> metric-type (1|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lways 强制发布默认路由，即使路

由表中没有默认路由。 

无 

<1-16777214> 重发布默认路由的Metric。 无 

(1|2) 重发布默认路由的类型 第二类外部路由 

 

31.2.10 配臵OSPF协议优先级 

一个协议的优先级指的是一个路由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等级。优先级是一个 1 到 255 的整

数，通常情况下，值越高可信度越低。值为 255 就意味着路由信息源根本不可信，应该

被忽略。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distance <1-255> 配置OSPF的管理距离（协议优先级）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distance 可以取消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110。 

参数说明： 

命令（1）：distance <1-25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55> 接口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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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2）：distance ospf intra-area <1-255> inter-area <1-255> external <1-25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55> 域内路由的OSPF优先级 110 

<1-255> 域间路由的OSPF优先级 110 

<1-255> AS外部路由的OSPF优先

级 

110 

 

31.2.11 配臵OSPF兼容RFC1583 

配置路由器计算外部到 ASBR 的路径时是否兼容 RFC1583 的规定，当有多条到达 ASBR

的 AS 内部路径时： 

兼容 RFC1583，直接判断多条路由的距离值 

不兼容 RFC1583，始终优先选择非骨干区域的区域内路径。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compatible rfc1583 设置兼容rfc1583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compatible rfc1583 可以取消兼容 rfc1583 的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不兼容

rfc1583。 

31.2.12 配臵OSPF路由计算定时器 

配置 ospf 接收拓扑结构改变之后和启动最短路径优先（OSPF）之间的延迟时间和配置

连续两次 SPF 计算之间的时间。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router ospf 启用OSPF功能并进入OSPF配置模式 

步骤3 timers spf 10 20 设置spf-delay为10秒，设置spf-holdtime

为20秒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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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show ip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timers spf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spf-delay 为 5 秒，spf-holdtime

为 10 秒。 

参数说明： 

命令（1）：timers spf <0-4294967295> <0-429496729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0-4294967295> spf-delay值 5秒 

<0-4294967295> spf-holdtime值 10秒 

31.2.13 配臵OSPF接口认证方式 

OSPF 支持接口间的邻居在建立邻居关系的时候进行认证，防止非法设备接入网络。

OSPF 支持两种认证模式：明文认证和 MD5 认证。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authentication 设置接口认证方式为明文认证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authentication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不认证。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authentication [message-digest]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essage-digest] 不用该参数表示明文认证，

使用该参数表示密文认证 

不认证 

31.2.14 配臵OSPF接口明文认证密钥 

配置 OSPF 接口上用于明文认证的密钥。 



                                                          RG-NGFW 命令手册  

 

256 / 362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authentication-key aaa  设置接口明文认证密钥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authentication-key 可以取消该配置，删除该认证密钥。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authentication-key AUTH_KEY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UTH_KEY 配置用于明文认证的密钥 不认证 

31.2.15 配臵OSPF接口密文认证密钥 

配置 OSPF 接口上用于密文认证的密钥。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message-digest-key 1 md5 aaa 设置接口认证方式为明文认证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message-digest-key <1-255>可以取消该配置，删除该认证密钥。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message-digest-key <1-255> md5 KEY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55> 配置key-ID 无 

KEY 密文认证的密钥 无 

31.2.16 配臵OSPF接口的优先级 

网络支持多个路由器，可以实现在一个网段的诸多 OSPF 路由器中选择一个指定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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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和一个备份指定路由器 BDR，在进行链路数据库同步时，由指定路由器向整个网络

发送 LSA, 以减少流量开销。 

路由器接口的优先级决定了该接口在选举 DR 时所具有的资格，优先级高的在选举权发

生冲突时首先考虑。DR 不是人为指定的，而是由本网段中所有的路由器共同选举出来

的。本网段内优先级大于 0 的路由器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在所有自称是 DR 的路由

器中选取优先级最大的；若两台路由器的优先级相等，则选 Router ID 最大的为 DR。在

选举 DR 的同时也选举出 BDR，BDR 也和本网段内的所有路由器建立邻接关系并交换

路由信息。当 DR 失效后，BDR 会立即成为 DR，由于不需要重新选举，并且邻接关系

事先已经建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这个时候还需要再重新选举出一个新的

BDR，虽然一样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并不会影响路由的计算。网段中的 DR 并不一定是

priority 最大的路由器；同理，BDR 也并不一定就是 priority 第二大的路由器。 

DR 是指某个网段中的概念，是针对路由器的接口而言的。某台路由器在一个接口上可

能是 DR，在另一个接口上可能是 BDR，或者是 DRother。 

只有在广播或者 NBMA 类型接口时才会选举 DR，在点到点或者点到多点类型的接口上

不需要选举 DR。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priority <0-255> 设置接口的优先级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priority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不认证。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priority <0-25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0-255> 接口优先级 无 

31.2.17 配臵OSPF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用户可以指定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否则 OSPF 会根据当前的接口自动计算开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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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cost <1-65535> 设置接口发送报文开销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cost 可以取消该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cost <1-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接口发送报文的开销 无 

31.2.18 配臵OSPF接口LSA重传间隔 

当一台路由器向他的邻居发送一条 LSA 后，需要等待对方的确认报文。若在规定的时

间内没有收到对方的确认报文，就会重传这条 LSA。用户可以对 retransmit-internal 的值

进行配置。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retransmit-interval <3-65535> 设置接口LSA重传间隔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retransmit-interval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5 秒。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retransmit-interval <3-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3-65535> LSA重传间隔时间 5秒 

31.2.19 配臵OSPF接口LSA发送延迟 

在发送链路状态更新报文（LSU）时，对报文中 LSA 的老化时间增加 transmit-delay 秒。

该参数的配置主要考虑到接口上发送报文的所需的时间。LSA 在本路由器的“链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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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LSDB）中会随着时间老化（age 每秒钟加 1），但在网络的传输过程中却不会。

所以有必要在发送之前将老化时间增加 transmit?-delay 秒，这一点对于低速网络更为重

要。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transmit-delay <1-65535> 设置接口LSA发送延迟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transmit-delay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不认证。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transmit-delay <1-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接口LSA发送延迟 1秒 

 

31.2.20 配臵OSPF接口Hello报文定时器 

Hello 报文是最常用的一种报文，它周期性地被发送至邻居路由器，用于发现与维护邻

居关系，选举 DR 与 BDR。用户可以对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 Hello-interval 的值进

行配置。值越小，网络的变化将被越快的发现，但将花费更多的网络的传输。同一网段

的路由其的 Hello-interval 必须相同。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hello-interval <1-65535> 设置接口Hello报文发送定时器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hello-interval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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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hello-interval <1-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Hello报文发送间隔时间 10秒 

 

31.2.21 配臵OSPF接口邻居失效定时器 

相邻路由器间的失效时间时指在该时间间隔内若未收到对方的 hello 报文，则认为对端

路由器失效。用户可以对邻居路由器的失效时间 Dead-interval 的值进行配置。

Dead-interval 的值至少是 Hello-interval 值的 4 倍，同一网段的路由器的 Dead-interval 也

必须相同。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dead-interval <1-65535> 设置接口邻居失效间隔时间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dead-interval 可以取消该配置，使其恢复到默认值 40 秒。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dead-interval <1-6553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邻居失效间隔时间 40秒 

31.2.22 配臵接口的OSPF网络类型 

缺省情况下，按不同介质可划分成下列三种网络：广播网络（以太网，令牌环网、FDDI），

非广播多路访问网络（帧中继、X.25），点到点网络（HDLC、PPP）。对以上任一类网

络都可以进行 OSPF 配置。可以不考虑缺省的介质类型，选择配置 OSPF 网络类型。利

用这一点，可将非广播多路访问网络配置为广播网络，如 X.25 和帧中继允许 OSPF 在

其上以广播型运行，这就不用再去配置邻居。可将广播网络配置为非广播多路访问网络，

例如当网络中有不支持组播传送地址的路由器时。对于不具有广播和组播能力的网络，

必须配置对端邻居来指定发送 hello 报文，并可以指定邻居的优先级和轮询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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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多点时具有一个或者多个邻居的编号的点到点接口，它建立多主机路由。与非广播

多路访问和点到点网络相比，点到多点网络具有以下优点：一到多接口更易于配置，因

为它不需要配置邻居命令，只需要一个 IP 子网，所以不必分配路由选择。不需要全网

络拓扑结构，开销较小。 

NGFW 支持 OSPF 网络类型有广播型和点对点型。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interface ge0 进入接口ge0进行OSPF配置 

步骤3 ip ospf network (broadcast 

|point-to-point) 

设置接口OSPF网络类型 

步骤4 end 回到enable模式 

步骤5 show ip ospf interface show命令 

使用 no ip ospf network 可以取消该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1）：ip ospf network (broadcast |point-to-point)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broadcast 设置接口OSPF网络类型为

广播型网络。 

 

point-to-point 设置接口OSPF网络类型为

点对点型网络。 

 

31.3 配臵案例 

31.3.1 配臵案例：两台NGFW设备通过OSPF路由协

议互通 

案例描述 

DUT 和 RTA 都为 NGFW 设备，IP 地址配置如图，通过在两台设备上使用 OSPF，DUT

设备能学到 192.168.1.0/24 网段的路由，RTA 能学到 192.168.31.0/24 网段的路由。 

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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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DUT的配置 

 DUT# configure terminal 

DUT (config)# router ospf 

DUT (router- ospf)# network 192.168.31.0/24 area 0 

DUT (router- ospf)# network 100.0.1.0/24 area 0 

DUT (router- ospf)# end 

DUT# 

 

步骤2 RTA的配置 

 RTA# configure terminal 

RTA (config)# router ospf 

RTA (router-ospf)# network 192.168.1.0/24 area 0 

RTA (router-ospf)# network 100.0.1.0/24 area 0 

RTA (router-ospf)# end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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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DUT#show ip route 

步骤4 RTA#show ip route 

  

配置结果： 

DUT 的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信息： 

router ospf 

 network 100.0.1.0/24 area 0 

 network 192.168.31.0/24 area 0 

 

RTA 的 show running-config ospf 

router ospf 

 network 100.0.1.0/24 area 0 

 network 192.168.1.0/24 area 0 

31.4 OSPF 监控与维护 

31.4.1 查看 OSPF路由表 

查看 OSPF 路由表的步骤： 

步骤1 显示OSPF路由表 

 RTA# show ip  route  ospf 

N    100.0.1.0/24          [10] area: 0.0.0.0                           

directly attached to ge0 

N    192.168.1.0/24        [10] area: 0.0.0.0                           

directly attached to ge1 

N    192.168.31.0/24       [20] area: 0.0.0.0                           

via 100.0.1.1, 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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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查看OSPF信息 

查看 OSPF 信息的步骤： 

步骤1 察看OSPF的信息 

 RTA# show ip  ospf 

 OSPF Routing Process, Router ID: 200.0.0.1 

 Supports only single TOS (TOS0) routes 

 This implementation conforms to RFC2328 

 RFC1583 Compatibility flag is disabled 

 SPF schedule delay 5 secs, Hold time between two SPFs 10 secs 

 Refresh timer 10 secs 

 Number of external LSA 0 

 Number of areas attached to this router: 1 

 

 Area ID: 0.0.0.0 (Backbone) 

   Number of interfaces in this area: Total: 2, Active: 2 

   Number of fully adjacent neighbors in this area: 1 

   Area has no authentication 

   SPF algorithm executed 3 times 

   Number of LSA 3 

 

31.4.3 查看OSPF邻居信息 

查看 OSPF 邻居信息： 

步骤1 察看OSPF邻居信息 

 RTA# Neighbor ID     Pri   State           Dead Time   Address         

Interface           RXmtL RqstL DBsmL 

200.0.0.2         1   Full/BDR        00:00:36    100.0.1.1       

ge0:100.0.1.2       0     0     0 

 

31.4.4 查看OSPF LSA数据库 

查看 OSPF  LSA 数据库信息 

步骤1 察看OSPF邻居信息 

 RTA# show ip ospf  database 

 

       OSPF Router with ID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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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r Link States (Area 0.0.0.0) 

Link ID         ADV Router      Age  Seq#       CkSum  Link count 

200.0.0.1       200.0.0.1         32 0x80000007 0x3e1f 2 

200.0.0.2       200.0.0.2         10 0x80000006 0x251a 2 

 

                Net Link States (Area 0.0.0.0) 

Link ID         ADV Router      Age  Seq#       CkSum 

100.0.1.2       200.0.0.1         32 0x80000003 0x7022 

 

31.4.5 查看OSPF接口信息 

查看 OSPF 接口信息 

步骤1 察看OSPF邻居信息 

 RTA# show ip ospf  interface  ge0 

 

ge0      is up, line protocol is up 

         Internet Address 100.0.1.2/24,Area 0.0.0.0 

         Router ID 200.0.0.1, Network Type BROADCAST, Cost: 10 

         Transmit Delay is 1 sec, State DR, Priority 1 

         Designated Router (ID) 200.0.0.1,Interface Address 100.0.1.2 

         Backup Designated Router (ID) 200.0.0.2,Interface Address 100.0.1.1 

         Timer intervals configured, Hello 10, Dead 40, Wait 40, Retransmit 5 

         Hello due in 00:00:05 

         Neighbor Count is 1, Adjacent neighbor count is 1 

 

31.4.6 查看调试信息 

debug ospf events 可以查看 OSPF 运行时各个事件 

debug ospf packet (hello|dd|ls-request|ls-update|ls-ack|all)可以查看OSPF收发各类报文的信

息 

debug ospf packet (hello|dd|ls-request|ls-update|ls-ack|all) (send|recv)查看 OSPF 接收或者发

送报文的信息。 

debug ospf packet (hello|dd|ls-request|ls-update|ls-ack|all) detail 查看 OSPF 协议报文的详细

必须 debug ospf packet (hello|dd|ls-request|ls-update|ls-ack|all) 或者 debug ospf 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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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dd|ls-request|ls-update|ls-ack|all) (send|recv)配合使用才有效。 

debug ospf lsa (generate|flooding|install|refresh)查看 LSA 各个阶段的情况。 

debug ospf ism (status|events|timers)查看接口状态机的状态、事件和定时器情况。 

debug ospf nsm (status|events|timers)查看邻居状态及的状态、事件和定时器的情况。 

debug ospf zebra (interface|redistribute)查看接口状态和路由变更信息。 

31.5 常见故障分析 

31.5.1 故障现象1：两台设备不能建立邻接关系 

现象 两台设备不能建立邻接关系 

 

分析 1、 区域ID不匹配 

2、 认证类型不匹配 

3、 密钥不匹配 

4、 网段（网络掩码匹配） 

5、 Hello-interval不匹配 

6、 Dead-interval不匹配 

7、 两台设备间是否需要建立邻接关系？ 

解决 1、 检查接口上OSPF参数的配置 

2、 是否应该和邻居路由器建立一个邻接关系，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多

个，那么将建立邻接关系： 

A、 网络类型是点对点的 

B、 网络类型是点到多点的 

C、 网络类型是虚链路 

D、 本地路由器是邻接路由器所在网络的 DR 

E、 本地路由器是邻接路由器所在网络的 BDR 

F、 邻居路由器是 DR 

G、 邻居路由器是 B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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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臵多播路由 

32.1 多播路由概述 

多播是将数据报发送到网络的一个主机组。和单播中的 n 条单独传输流程相比，多播只

需要一条定向数据包传输流程。同时多播避免了广播中失控的数据包复制，只有隶属于

多播组的计算机才会收到数据包，这种方法相比广播而言极大地减少了网络负载。为了

在 IP 层转发多播报文，最主要是维护多播路由。多播路由项主要包含的内容是多播组

以及可以接收该多播组报文的接口。 

多播路由通常由动态多播路由协议获取。现在通过静态配置多播路由，同样的完成多播

报文的转发功能。 

32.2 配臵多播路由 

用户可以通过 ip mroute 命令配置多播路由，指定需要转发的多播组 ip 地址及将多播报

文通过哪些接口转发。 

配置静态多播路由的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mroute A.B.C.D INTERFACE_NAME 配置静态多播路由 

步骤3 exit 退出配置模式 

步骤4 show mroute 显示多播路由信息 

使用 ip mroute 可以为一个多播组地址指定多个外出接口。 

使用 no mroute A.B.C.D 删除一条多播路由。 

使用 no ip mroute A.B.C.D INTERFACE_NAME 去除某条多播路由的一个出接口。 

参数说明： 

ip mrout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多播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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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_NAME 外出接口  

 对于多播报文，路由模式下缺省是转发的。mroute (enable|disable)可以决定是否转发多

播报文。 

 

32.3 配臵缺省多播路由 

使用一条类似静态单播路由缺省路由的命令来配置一条缺省多播路由，方便用户的配置。不

同于配置一般多播路由的地方仅在于多播组地址使用固定的多播组地址 224.0.0.0。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ip mroute 224.0.0.0 INTERFACE_NAME 配置静态缺省多播路由 

步骤3 exit 退出配置模式 

步骤4 show mroute 显示多播路由信息 

32.4 配臵信息显示命令 

命令 解释 

show mroute 显示静态多播路由信息 

32.5 配臵案例 

32.5.1 配臵多播路由 

案例描述： 

配置一条多播路由，将收到的多播报文转发给加入该多播组（229.55.66.1）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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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多播路由 

 NGFW(config)# ip mroute 229.55.66.1 ge1 

步骤2 查看多播路由 

 NGFW#show mroute 

All multicast routes: 

        229.55.66.1     ge1 

 

32.6 常见故障 

32.6.1 报文转发不正常 

故障现象：数据包转发不正常 

分析与解决：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数据包转发不正常 

没有配置正确的多播路由。 

是否为 224.0.0.1~224.0.0.254 多播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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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臵 PKI 

33.1 PKI 协议概述 

PKI（公钥基础设施）技术采用证书管理公钥，通过第三方的可信任机构--认证中心

CA(Certificate Authority)，把用户的公钥和用户的其他标识信息（如名称、e-mail、身份

证号等）捆绑在一起，在 Internet 网上验证用户的身份。目前，通用的办法是采用建立

在 PKI 基础之上的数字证书，通过把要传输的数字信息进行加密和签名，保证信息传输

的机密性、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从而保证信息的安全传输。 

设备上的 PKI 本地证书功能是：当设备作为 PKI 客户端时，选择本地证书作为本设备的

身份标识，并且验证从其他主机接收到的证书的合法性。这相当于 IE 浏览器中的证书

项功能。主要包含三项配置：导入用户证书、导入第三方 CA 证书、导入第三方 CA 的

CRL。这三个功能是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即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导入不同的本地证书、

不同的 CA 证书、不同的 CRL，但要验证某个终端证书时，需要导入该终端证书的 CA

证书、CRL，以便对该终端证书进行验证。 

33.2 配臵 PKI 

对设备所要使用的客户端证书、第三方 CA 证书、第三方 CRL 进行导入导出配置，并

且可以生成一个证书请求，向第三方 CA 申请签发。 

33.2.1 本地证书请求 

生成一个本地（本设备）的证书请求，并导出该请求，申请由第三方 CA 根据该请求来

进行签发，生成完整的用户证书，供本设备使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local request 

CERTIFICATE_NAME 

(1024|1536|2048) (email |fqdn|host_ip) 

ID 

进入PKI配置节点，配置证书请求。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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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模式下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 删除这个证书请求。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ERTIFICATE_NAME 证书请求名称 无 

(1024|1536|2048) 私钥长度 默认1024 

(email |fqdn|host_ip) ID值的类型 默认host_ip 

ID ID值 无 

33.2.2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位臵 

配置证书请求的可选信息－位置（城市）。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city CITY_NAME 配置位置（城市） 

参数说明： 

命令（1）：city CITY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ITY_NAME 位置（城市）名称 无 

 

 

33.2.3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国家或地区 

配置证书请求可选信息－国家或地区，使用 GB。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country COUNTRY_NAME 配置国家代码 

参数说明： 

命令（1）：country COUNTRY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OUNTRY_NAME 国家或地区名称的两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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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33.2.4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组织 

配置运行 PKI 的接口以及其所属的区域。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组织名称。 

参数说明： 

命令（1）：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ORGANIZATION_NAME 组织名称 无 

33.2.5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state STATE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参数说明： 

命令（1）：state ST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STATE_NAME 州/省名称 无 

33.2.6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unit UNIT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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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命令（1）：unit UNIT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UNIT_NAME 部门名称。  

33.2.7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EMAIL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EMAIL。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email EMAIL 启用PKI功能并进入PKI配置模式 

参数说明： 

命令（1）：email EMAIL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EMAIL EMAIL地址 无 

33.2.8 本地证书的导出 

配置本地证书的导出。本地证书根据状态分为两种：本地生成的证书请求和本地证书。

导出本地生成的证书请求导出的是证书请求文件；本地证书导出的证书文件。本地证书

根据存放位置又分为两种：本地存放和 USBKEY。两种证书都能导出。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配置节点 进入PKI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local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local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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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9 本地生成证书请求的证书导入 

通过 NGFW 设备的证书请求生成的证书请求文件，经 CA 签名后，再导入 NGFW 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本地生成的证书请求经CA签名后的证

书导入。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证书信息 

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删除由 CERTIFICATE_NAME 指定

的证书。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名称。 无 

33.2.10 PKCS12格式证书的导入 

导入 PKCS12 格式的证书。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local pkcs12 import 

(local|usb)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PASSWORD] 

导入PKCS12格式的证书。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证书信息 

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删除由 CERTIFICATE_NAME 指定

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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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local pkcs12 import (local|usb)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local|usb) 证书存入的位置：local表示

存放在NGFW设备中；usb

表示证书存入USBKEY。 

无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名称 无 

PASSWORD 加密PKCS12文件的密钥 无 

33.2.11 证书私钥文件的导入 

证书和私钥文件的导入。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_key import 

(local|usb)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KEYFILE_NAME [PASSWORD] 

导入证书和私钥文件。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证书信息 

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IFICATE_NAME，删除由 CERTIFICATE_NAME 指定

的证书。 

参数说明： 

命 令 （ 1 ）： 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_key import (local|usb)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KEYFILE_NAME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local|usb) 证书存入的位置：local表示

存放在NGFW设备中；usb

表示证书存入USBKEY。 

无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文件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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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FILE_NAME 私钥文件名 无 

PASSWORD 加密私钥文件的密钥 无 

 

33.2.12 CA证书的导出 

CA 证书的导出。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ca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导出CA证书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ca 

[CERTIFICATE_NAME] 

显示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ca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CA证书名称 无 

 

33.2.13 CA证书的导入 

导入 CA 证书，作为验证从其他终端接收过来的用户证书进行签名验证的依据，该导入

的 CA 证书是作为可信证书使用的，必须要保证该 CA 证书的安全性。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ca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导入CA证书。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ca 

[CERTIFICATE_NAME] 

显示证书信息 

使用no vpn certificate ca CERTIFICATE_NAME删除由CERTIFICATE_NAME指定的CA

证书。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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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1）：vpn certificate ca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文件名称 无 

33.2.14 CRL的导出 

导出 CRL。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crl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导出CRL。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cr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CRL信息 

使用vpn certificate crl CERTIFICATE_NAME删除由CERTIFICATE_NAME指定的CRL。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crl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CRL名称 无 

33.2.15 CRL导入 

导入第三方 CA 的 CRL，在对从其他终端接收过来的证书进行验证时，要查找导入的

CRL，从而确定该终端用户证书是否被撤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ertificate crl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crl 

[CERTIFICATE_NAME] 

显示CRL信息 

 



                                                          RG-NGFW 命令手册  

 

278 / 362 
 

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crl CERTIFICATE_NAME 删除由 CERTIFICATE_NAME 指定的 CRL。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crl im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

ME 

CRL文件名称 无 

33.2.16 OCSP配臵 

OCSP（Online Certificate State Protocol）客户端，向设备的 IPSec、SSL VPN 功能提供

在线证书验证功能。当设备接收到其他终端的用户证书时，要对该证书是否已经撤销进

行即时查询，这就需要用到 OCSP 客户端，通过向 OCSP 服务器端发送 OCSP 请求，接

收 OCSP 服务器端回应，来判断所要验证的证书是否已经被撤销。OCSP 协议以 HTTP

作为载体，因此所要配置的 OCSP 服务器 URL 也就是该 OCSP 服务器的 HTTP URL。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ocsp server-url URL 配置ocsp url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ocsp server-url URL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URL OCSP的HTTP服务器URL 无 

33.2.17 自动获得CRL配臵 

设备作为用户时，为了能够验证从其他终端接收到的证书是否已经被撤销，需要不断的

向第三方 CA 下载 CRL，因为第三方 CA 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内对多个用户证书进行了撤

销操作，而设备作为用户，未必能够及时的了解这些 CA 的证书撤销情况，因此需要不

断的自动从第三方 CA 去下载 CRL。第三方 CA 一般将他们的 CRL 存放在 HTTP 服务

器或 LDAP 服务器中，在自动获得 CRL 功能配置中，支持从这两种服务器中进行下载。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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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vpn certificate get-crl NAME <1-720> 

(http-url | ldap-server) SERVER 

配置自动获得CRL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ertificate get-crl NAME <1-720> (http-url | ldap-server) SERVER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自动获得CRL配置名称 无 

<1-720> 时间，1-720小时 无 

http-url 从http服务器下载 无 

ldap-server 从ldap服务器下载 无 

SERVER http服务器url或者ldap服务

器名称 

无 

使用 no vpn certificate get-crl NAME 命令来删除一条自动下载 crl 配置 

33.3 配臵案例 

33.3.1 配臵案例1：导入本地证书 

案例描述 

本地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生成证书请求文件，经 CA 签发后再将该证书导入设备。 

配置步骤： 

步骤1 证书请求信息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 vpn certificate local request abc_vpn 1024 fqdn www.abc.com 

NGFW (config-pki)# unit R&D 

NGFW (config-pki)# organization ABC 

NGFW (config-pki)# city BeiJing 

NGFW (config-pki)# state BeiJing 

NGFW (config-pki)# country CN 

NGFW (config-pki)# email master@abc.com 

NGFW (config-pki)# end 

NGFW# 

 

步骤2 导出证书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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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vpn certificate local export tftp 192.168.31.126 abc_vpn 

步骤3 导入经CA签发后的证书 

 NGFW# configure terminal 

NGFW(config)#vpn certificate local cert import tftp 192.168.31.126 abc_vpn.crt 

步骤4 查看导入证书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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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show vpn certificate local abc_vpn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44 (0x2c)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CN, ST=BeiJing, O=ABC, OU=R&D, 

CN=zhang/emailAddress=zhangshan@abc.com 

        Validity 

            Not Before: Jan 24 04:48:38 2008 GMT 

            Not After : Jan 23 04:48:38 2009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BC, OU=R&D, 

CN=www.abc.com/emailAddress=master@abc.com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RSA Public Key: (1024 bit) 

                Modulus (1024 bit): 

                    00:e3:b6:41:05:8e:52:90:1a:01:97:26:11:6b:91: 

                    6b:84:b5:57:c8:3d:4f:8e:7a:af:d9:5d:b1:84:3e: 

                    a0:a3:e8:a4:8a:4d:fc:c3:b4:8a:da:9d:e9:ab:83: 

                    08:a2:f7:6e:ce:00:76:06:0a:87:2c:86:50:37:95: 

                    5c:f1:fd:ee:ce:f6:37:a6:94:dd:f5:17:06:24:4e: 

                    7e:49:66:ae:21:a6:f0:f9:39:e0:5d:24:77:1c:67: 

                    07:40:b7:f1:78:cb:3c:87:04:29:28:27:65:42:b9: 

                    b7:0b:8c:3f:ca:9c:ba:f2:c9:67:29:b5:8c:cd:04: 

                    45:18:25:b4:bf:29:2e:ef:3f 

                Exponent: 65537 (0x10001)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08:4C:16:FA:59:38:D9:0E:98:43:4C:37:77:DE:5E:BA:27:C8:B2:67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9D:F5:86:2B:37:4A:DC:4C:E8:F5:0B:01:C0:D2:3D:A5:35:2C:E1:F3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68:2d:4c:20:55:b2:8f:9e:d9:90:31:4b:c9:79:a7:42:2f:72: 

        23:ff:08:c1:10:96:b3:86:1f:3c:bd:41:a1:9b:26:fd:23:1e: 

        6d:2e:17:03:35:17:92:db:28:63:26:f7:7d:b8:58:e8:01:55: 

        3c:0f:3a:e6:2d:1b:79:c1:1a:6f:3d:cf:12:39:59:5d:0e:d4: 

        eb:15:d7:12:74:07:40:1e:c4:f4:41:12:06:e3:cb:d4:f1:57: 

        0b:74:26:3a:ac:d9:ff:88:53:4c:01:55:03:a7:89:4b:ed:0d: 

        06:d5:1d:60:61:ef:bc:4d:45:0b:1a:af:14:03:05:76:5f:03: 

        ef: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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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常见故障分析 

33.4.1 故障现象1：导入USBKEY的证书无法通过验

证 

现象 导入USBKEY的证书使用中无法通过验证 

 

分析 1. 写入USBKEY失败。 

2. 证书中的publicExponent和USBKEY设定的publicExponent不一致。 

3. 写入的modulus和privateExponent长度不一致。 

4. 写入的modulus和私钥文件中的modulus不一致 

解决 1. 重新写入 USBKEY。 

2. 设备中生成的公司钥对使用的 publicExponent 为 65537。应该

和 USBKEY 中使用的 publicExponent 一致。 

3. 写入的 modulus 和 privateExponent 长度一致 

4. 写入的 modulus 与私钥文件中的 modulus、证书中的 modulus

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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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臵 PKI CA 

34.1 PKI 协议概述 

CA 即证书管理机构，受委托发放数字证书的第三方组织或公司。数字证书是用来建立

数字签名和公-私(public-private)密钥对的。CA 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保证获得这

一独特证书的人就是被授权者本人。在数据安全和电子商务中，C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确保信息交换各方的身份。 

CA 中心提供管理 CA 证书、签发并管理用户证书、管理 CRL 三大功能。在使用时，首

先生成 CA 证书（颁发机构证书），并用该 CA 证书的私钥来为用户证书签名。用户证书

可以根据用户的信息（如国家、地区、单位等）生成一个用户证书请求，然后对此请求

进行签发，生成一个具有公私钥对的证书，颁发给具体用户，作为该用户的身份标识使

用。对有些已经不安全的用户证书可以进行撤销操作，并根据撤销理由生成 CRL，将

CRL 颁发给用户，来作为验证证书是否安全有效的一个依据。 

CA 中心的主要用途在于：签发用户证书、签发 CRL，在签发用户证书与 CRL 前，首先

要确定 CA 根证书。 

34.2 配臵 PKI CA 

配置设备 CA 中心，主要包括配置管理 CA 证书、配置管理用户证书、配置管理 CRL 三

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用户证书与 CRL 都是由 CA 证书（根证书）来签发，因此确

定好 CA 证书后，如果没有安全因患（如 CA 私钥泄露）不要轻易改变 CA 证书。 

34.2.1 生成CA证书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acert new 

CERTIFICATE_NAME 

配置CA证书请求。 

步骤3 show vpn ca cacert 显示CA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ERTIFICATE_NAME 证书请求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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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位臵 

配置证书请求的可选信息－位置（城市）。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city CITY_NAME 配置位置（城市） 

参数说明： 

命令（1）：city CITY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ITY_NAME 位置（城市）名称 无 

34.2.3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国家或地区 

配置证书请求可选信息－国家或地区，使用 GB。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country COUNTRY_NAME 配置国家代码 

 

参数说明： 

命令（1）：country COUNTRY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COUNTRY_NAME 国家或地区名称的两位代

码。 

 

34.2.4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组织 

配置运行 PKI 的接口以及其所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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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组织名称。 

参数说明： 

命令（1）：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ORGANIZATION_NAME 组织名称 无 

34.2.5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state STATE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州/省 

参数说明： 

命令（1）：state ST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STATE_NAME 州/省名称 无 

34.2.6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unit UNIT_NAME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部门 

参数说明： 

命令（1）：unit UNI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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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UNIT_NAME 部门名称。  

34.2.7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EMAIL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EMAIL。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email EMAIL 启用PKI功能并进入PKI配置模式 

参数说明： 

命令（1）：email EMAIL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EMAIL EMAIL地址 无 

34.2.8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密钥长度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密钥长度。 

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keylength KEY_LENGTH 启用PKI功能并进入PKI配置模式 

参数说明： 

命令（1）：keylength KEY_LENGTH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KEY_LENGTH 密钥长度 无 

34.2.9 配臵证书请求信息－有效期 

配置证书请求信息－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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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由1.2.1所示命令进入PKI CA配置节

点 

进入PKI CA配置模式 

步骤2 days DAYS 启用PKI功能并进入PKI配置模式 

参数说明： 

命令（1）：days DAYS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DAYS 有效期天数 365 

34.2.10 CA证书的导出 

导出 CA 证书也分为两种格式，一种是 pem 格式，单导出 CA 证书文件。另一种是 pkcs12

格式文件，是将证书与密钥打包在一起导出。需要注意的是，导出 CA 证书为 pkcs12

格式时，会将 CA 私钥一同导出，仅做对 CA 证书的备份功能使用，不能给用户使用。

给用户使用的 CA 证书要导出为 PEM 格式。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acert export tftp A.B.C.D 

(pem|p12) [PASSWORD]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acert export tftp A.B.C.D (pem|p12)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pem|p12) 导出ca证书的格式  

PASSWORD 导出为p12格式时的密码  

34.2.11 CA证书导入 

导入 CA 证书功能，可以将上级 CA 所颁发的证书导入到设备中去，使设备的 CA 中心

作为一个子 CA 来管理用户证书与 CRL。导入 CA 证书分为两种格式：一种是 CA 证书

与 CA 私钥打包在一起的 pkcs12 格式的文件；一种是 CA 证书与私钥分开存储，都为

PEM 格式的证书。 

从第三方 CA 签发的证书导入 pkcs12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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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acert import pkcs12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PASSWORD] 

导入第三方CA所签发的pkcs12格式证

书，包含了CA私钥 

步骤3 show vpn ca cacert 显示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acert import pkcs12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名称。 无 

PASSWORD Pkcs12格式文件的密码  

从第三方 CA 签发的证书导入 pem 格式：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acert import pem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KEYFILE_NAME [PASSWORD] 

导入第三方CA所签发的pem格式证书，

证书文件与私钥文件分开 

步骤3 show vpn ca cacert 显示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acert import pem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KEYFILE_NAME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证书名称。 无 

KEYFILE_NAME 密钥名称  

PASSWORD 密钥文件的密码  

34.2.12 CRL配臵 

对 CA 中心的 CRL 进行配置管理，并且可以向 CA 用户提供自动下载 CRL 文件功能，

同时可以根据配置的 CRL 周期自动更新 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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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rl config period <1-65535> url 

URL 

配置CRL服务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rl config period <1-65535> url URL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65535> Crl本次更新与下次更新的

时间间隔，单位为天 

30天 

URL 客户端下载CRL的URL 无 

34.2.13 CRL的更新 

在当前时间更新 CRL 撤销证书列表，会将自上次创建 CRL 后所撤销的证书的序列号、

撤销原因更新到 CRL 列表中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rl update 更新CRL 

34.2.14 CRL的导出 

导出 CRL 文件，提供给 CA 的用户使用，判断所要验证证书是否已经被撤销。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rl export tftp A.B.C.D 导出CRL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rl export tftp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地址 无 

34.2.15 生成用户证书请求信息 

在创建用户证书时，首先要创建一个用户证书请求（生成请求文件及公私密钥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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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 CA 证书对该用户请求签发，生成一个用户可用的证书。生成证书后，可以对证书

进行撤销、删除、导出、查看操作。 

生成的用户证书时要对其进行签名，签名所用的为 CA 私钥，因此在签发用户证书时，

一定要确保 CA 证书与私钥已经存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sign NAME days DAYS 

password PASSWORD 

签发用户证书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NAME 显示用户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sign NAME days DAYS password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已经生成的请求的名字 无 

DAYS 有效期天数 无 

PASSWORD 打包成pkcs12文件的密码  

34.2.16 签发用户证书请求 

在创建用户证书时，首先要创建一个用户证书请求（生成请求文件及公私密钥对），然

后用 CA 证书对该用户请求签发，生成一个用户可用的证书。生成证书后，可以对证书

进行撤销、删除、导出、查看操作。 

生成的用户证书时要对其进行签名，签名所用的为 CA 私钥，因此在签发用户证书时，

一定要确保 CA 证书与私钥已经存在。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sign NAME days DAYS 

password PASSWORD 

签发用户证书 

步骤3 show vpn certificate NAME 显示用户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sign NAME days DAYS password PASSWOR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已经生成的请求的名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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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有效期天数 无 

PASSWORD 打包成pkcs12文件的密码  

34.2.17 撤销用户证书 

如果用户证书因为种种原因如私钥泄露等而不能保证其安全性，需要将用户证书进行撤

销，撤销后，在进行 CRL 更新时，会将该用户证书的序列号与撤销原因保存到 CRL 中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revoke NAME REASON  

步骤3 show vpn ca certificate 查看用户证书信息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revoke NAME REASON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要撤销的证书名称 无 

REASON 撤销原因 无 

34.2.18 导出用户证书 

导出用户证书，可以将导出的用户证书拷贝到用户终端，作为用户的身份标识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ca certificate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说明： 

命令（1）：vpn ca certificate export tftp  A.B.C.D CERTIFICATE_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Tftp服务器地址 无 

CERTIFICATE_NAME 用户证书名称 无 



                                                          RG-NGFW 命令手册  

 

292 / 362 
 

34.3 配臵案例 

34.3.1 生成用户证书 

案例描述： 

某公司有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市场部三个部门，此三个部门要通过 SSL VPN 或者 IPSec

访问公司的 NGFW 设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三标识三个部门的用户证书与 CA 证书。 

配置步骤 

首先，要生成该公司的 CA 证书，填写该公司的名称、位置、国家、电子邮件等信息，

同时也要填写希望生成的 CA 证书的有效期、密钥长度等信息。生成 CA 证书后，要创

建该公司财务部证书请求，填写财务部通用信息，然后对该证书请求进行签发，最后导

出到用户终端供用户使用。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vpn ca cacert new 

ABCcomp 

配置CA根证书名称为ABCcomp 

步骤3 host(config-cacert)# city BeiJing 

host(config-cacert)# keylength 1024 

host(config-cacert)# country CN 

host(config-cacert)# days 365 

host(config-cacert)# unit Final 

host(config-cacert)# exit 

配置CA证书城市为BeiJing，密钥长度

为1024，国家为CN，有效期为365天，

部门为Final，执行exit命令后，CA证书

创建完毕 

步骤4 host(config)# vpn ca request 

FinanceCert 

创建用证书请求FinaceCert 

步骤5 host(config-request)# country CN 

host(config-request)# city BeiJing 

host(config-request)# keylength 1024 

host(config-request)# unit Finance 

host(config-request)# exit 

配置用户证书国家CN，城市BeiJing，

密钥长度1024，部门 Finace，执行exit

命令用户证书请求创建完毕 

步骤6 host(config)# vpn ca sign FinanceCert 

days 365 password 111111 

签发该用户证书请求，有效期是365天，

密码是111111 

步骤7 host(config)# vpn ca certificate export 

tftp 192.168.31.27 FinaceCert 

将证书FinaceCert导出到tftp服务器中 

步骤8  管理员可以将导出的用户证书拷贝到

用户终端，作为用户身份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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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撤销用户证书 

案例描述： 

假如财务部按照以上步骤所生成的证书不慎将私钥泄露，因而造成财务部用户证书不能

继续使用，这时需要撤销该用户证书，以免发生信息泄露等不安全事件。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host(config)# vpn ca revoke 

FinaceCert reason keyCompromise 

撤销生成的财务部证书FinaceCert，撤

销原因是keyCompromise 

步骤3 host(config)# vpn ca crl update 更新CRL列表 

步骤4 host(config)# vpn ca crl export tftp 

192.168.31.27 

导 出 CRL 列 表 文 件 到 tftp 服 务 器

192.168.31.27中 

步骤8  更新并导出CRL文件，将该CRL文件导

入给公司的NGFW设备，同时拷贝给其

他各部门主机，这些部门的主机应该将

该CRL文件导入到IE等客户端程序，这

样，在整个公司内，财务部的证书就已

经撤销，如果有人冒用财务部证书，不

会被验证通过，保证了公司通信的安全 

34.4 常见故障分析 

现象 导入CA证书时，提示导入证书错误 

分析 导致这种错误提示的原因是：证书密码错误、证书公私钥不配对 

解决 输入证书的正确密码，并保证所导入证书的公私钥配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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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臵 IPSec VPN 

35.1 IPSec VPN 概述 

IPSec 用于保护敏感信息在 Internet 上传输的安全性。它在网络层对 IP 数据包进行加密

和认证。 IPSec 提供了以下网络安全服务，这些安全服务是可选的，通常情况下，本地

安全策略决定了采用以下安全服务的一种或多种。 

 数据的机密性—IPSec 的发送方对发给对端的数据进行加密 

 数据的完整性—IPSec 的接收方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验证以保证数据在传送的过程

中没有被修改 

 数据来源的认证—IPSec 接收方验证数据的起源 

 抗重播—IPSec 的接收方可以检测到重播的 IP 包丢弃 

使用 IPSec 可以避免数据包的监听、修改和欺骗，数据可以在不安全的公共网络环境下

安全的传输，IPSec 的典型运用是构建 VPN。IPSec 使用 “封装安全载荷（ESP）”或者

“鉴别头（AH）”证明数据的起源地、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防止相同数据包的不断重

播；使用 ESP 保障数据的机密性。密钥管理协议称为 ISAKMP 根据安全策略数据库

（SPDB）随 IPSec 使用用来协商安全联盟（SA）并动态的管理安全联盟数据库。 

相关术语解释： 

 鉴别头（AH）：用于验证数据包的安全协议 

 封装安全有效载荷（ESP）： 用于加密和验证数据包的安全协议；可与 AH 配合工

作可也以单独工作 

 加密算法：ESP 所使用的加密算法 

 验证算法：AH 或 ESP 用来验证对方的验证算法 

 密钥管理：密钥管理的一组方案，其中 IKE（Internet 密钥交换协议）是默认的密钥

自动交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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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配臵 IPSec VPN 

35.2.1 缺省配臵信息 

 

表 35-1 IPSec VPN 缺省配置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密钥协商时协商双方的身份标识 ip address 不可更改设置 

密钥协商验证对方的方式 预共享密钥(pre-shared ) 不能更改设置 

isakmp 安全联盟的生存期 86400秒 可更改设置 

IPsec 安全联盟的时间生存期 3600秒 可更改设置 

IPsec 安全联盟的流量生存期 0kb 可更改设置 

安全协议的工作方式 通道模式 可更改传输模式 

加密算法 3DES 可更改设置 

验证HASH算法 md5 可更改设置 

密钥协商模式 主模式 可更改野蛮模式 

DPD对等体检测功能 启用 可设置dpd的超时时间 

扩展认证 不启用 可更改设置 

模式配置 不启用 可更改设置 

35.2.2 配臵阶段1的协商策略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配置 IKE（Internet Key Exchange）的协商策略。IKE 策略定义了 IKE

协商的一组参数。两端 VPN 设备通过 IKE 协议协商相同的策略，IKE 策略用来定义 IKE

协商过程中的参数，这些参数用于建立 isakmp SA。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ipsec phase1 进入阶段1的配置 

步骤3 edit gateway NAME 编辑一个阶段1的名称,进入下一层结

点 

步骤4 set mode {main | aggressive} 设置阶段1的协商模式 

步骤5 set remotegw 

A.B.C.D|DOMAIN-NAME dynamic 

设置对端网关的地址 

步骤6 authentication (pre-share|rsa-sig) 设置认证方法 

步骤7 set preshared-key KEY 设置预共享密钥值 

set local-cert NAME 设置本地证书 

步骤8 group (1|2|5) 配置密钥交换所采用的Diff-Hellmen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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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默认group2。 

步骤9 lifetime TIME 配置isakmp sa的生存期。默认是86400

秒 

步骤10 set policy <1-3> 配置IKE 策略 

步骤11 encrypt 

(des|3des|aes128|aes192|aes256) 

设置加密算法，默认是3DES加密 

步骤12 hash (md5|sha) 设置HASH算法，默认是MD5认证 

步骤13 exit 退出当前设置 

步骤14 set dpd <30-86400> 设置对等体检测 

步骤15 set nat <10-900> 设置NAT穿越的保活时间 

步骤16 set localid address A.B.C.D 设置本地ID（可选项）。主要用于NAT

穿越中己端做静态NAT的情况 

步骤17 set xauth-server USERGROUP 启用扩展认证，并指定客户端用户的用

户组 

步骤18 set modecfg-server 启用模式配置，为客户端分配ip 

步骤19 ip-range A.B.C.D A.B.C.D 配置分配给客户端的地址范围 

步骤20 dns A.B.C.D 配置分配给客户端的dns 

步骤20 wins A.B.C.D 配置分配给客户端的wins 

步骤21 exit 退出当前设置 

以上命令均可使用 no 命令取消对各个命令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edit gateway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阶段1的名称 缺省无设置 

set mode {main|aggressiv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ain|aggressive} 设置阶段1的协商方式 缺省是主模式 

set remotegw A.B.C.D|DOMAIN-NAME dynamic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DOMAIN-N

AME dynamic} 

设置对端网关的方式 缺省是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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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reshared-key KEY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KEY 密钥值。在设置认证方式为

预共享密钥时有效。 

无 

set local-cert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本地证书名称。在设置认证

方式为rsa签名时有效。 

无 

group (1|2|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5) 配置密钥交换所采用的

Diff-Hellmen数组 

默认group2 

lifetime TI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TIME 配置isakmp sa的生存期 默认是86400秒 

set policy <1-3>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3> 配置IKE 策略，最多可以

配置三组算法组合 

缺省是policy1 

encrypt (des|3des|aes128|aes192|aes256)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des|3des|aes128|aes192|

aes256) 

设置加密算法 默认是3DES加密 

hash (md5|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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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md5|sha) 设置HASH认证算法 默认是MD5认证 

set dpd <30-86400>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30-86400> 设置对等体检测 缺省是0 

set nat <10-900>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0-900> 设置NAT穿越的保活时间 缺省是0 

set localid address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设置本地ID信息 缺省无设置 

 用户可以配臵多条 IKE 策略，当 NGFW 设备进行 IKE 协商时试图协商到两端设备相同

的 IKE 策略。 

35.2.3 配臵阶段2的自动协商策略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ipsec phase2 进入阶段2的配置 

步骤3 edit tunnel NAME 编辑阶段2隧道的名称 

步骤4 set peer GATEWAY 配置阶段1的名称 

步骤5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esp-3des-null|esp-3des-

sha1|esp-aes128-md5|esp-aes128-null|

esp-aes128-sha1|esp-aes192-md5|esp-a

es192-null|esp-aes192-sha1|esp-aes256

-md5|esp-aes256-null|esp-aes256-sha1|

esp-des-md5|esp-des-null|esp-des-sha1

|esp-null-md5|esp-null-null|esp-null-sh

a1) 

(ah-null|ah-md5-hmac|ah-sha-hmac) 

设置阶段2的交互方案，交互方案是可

接受的安全协议和算法组合。两端

NGFW设备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使用某

个相同的交互方案进行IPSec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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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mode (tunnel | transport) 配置协商IPSec SA的模式 

步骤7 pfs (1|2|5) 配置pfs所使用的Diffle-Hellmen数组，

缺省是disable 

步骤8 set lifetime seconds <120-86400> 配置IPSec SA时间的生存期，缺省是

3600秒 

步骤9 set lifetime kilobytes 

<2560-536870912> 

配置IPSec SA流量的生存期，缺省是

0KB 

步骤10 exit 退出IPSec策略配置模式 

以上命令均可使用 no 命令取消对各个命令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edit tunnel NAME：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NAME 编辑阶段2的名称  

set peer GATEWAY：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GATEWAY 阶段1的名称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esp-3des-null|esp-3des-sha1|esp-aes128-md5|esp-aes128-null|esp-aes128-sha1|

esp-aes192-md5|esp-aes192-null|esp-aes192-sha1|esp-aes256-md5|esp-aes256-null|esp-aes25

6-sha1|esp-des-md5|esp-des-null|esp-des-sha1|esp-null-md5|esp-null-null|esp-null-sha1) 

(ah-null|ah-md5-hmac|ah-sha-hmac)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esp-3des-md5|esp-3des

-null|esp-3des-sha1|esp-

aes128-md5|esp-aes128-

null|esp-aes128-sha1|esp

-aes192-md5|esp-aes192

-null|esp-aes192-sha1|es

p-aes256-md5|esp-aes25

6-null|esp-aes256-sha1|e

sp-des-md5|esp-des-null|

设置ESP封装算法 缺省是esp-3des-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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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des-sha1|esp-null-m

d5|esp-null-null|esp-null

-sha1) 

(ah-null|ah-md5-hmac|a

h-sha-hmac) 

设置AH封装算法 缺省是ah-md5-hmac 

pfs (1|2|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5) 配 置 pfs 所 使 用 的

Diffle-Hellmen数组 

缺省无设置 

set lifetime seconds <120-86400>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120-86400> 配置IPSec SA时间的生存

期 

缺省是3600秒 

set lifetime kilobytes <2560-53687091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2560-536870912> 配置IPSec SA流量的生存

期 

缺省是0KB 

35.2.4 手工配臵IPsec安全策略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步骤2 vpn ipsec manual 进入手工配置模式 

步骤3 edit tunnel NAME 编辑手工配置隧道的名字  

步骤4 set peer A.B.C.D IPSec通信的对端VPN设备地址 

步骤5 set local A.B.C.D IPSec通信的本端VPN设备地址 

步骤6 set remotespi <256-4294967295> 设置outbound的spi值 

步骤7 set localspi <256-4294967295> 设置inbound的spi值 

步骤8 set session-key 

(esp-3des-md5|esp-3des-sha1|esp-aes1

28-md5|esp-aes128-sha1|esp-aes192-m

d5|esp-aes192-sha1|esp-aes256-md5|es

p-aes256-sha1|esp-des-md5|esp-des-sh

a1|esp-des-null|esp-3des-null|esp-aes1

手工为ESP协议设置IPsec会话密钥， 

WORD为ESP协议的加密密钥和验证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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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null|esp-aes192-null|esp-aes256-nul

l) cipher WORD1 authenticator 

WORD2 

步骤9 exit 退出IPSec策略配置模式 

以上命令均可使用 no 命令取消对各个命令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set peer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IPSec通信的对端VPN设备

IP地址 

 

set local A.B.C.D：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IPSec通信的本端VPN设备

IP地址 

 

set remotespi <256-429496729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256-4294967295> 设置outbound的spi值  

             set localspi <256-4294967295>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256-4294967295> 设置inbound的spi值  

             set session-key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esp-3des-md5|esp-3des

-sha1|esp-aes128-md5|es

p-aes128-sha1|esp-aes19

2-md5|esp-aes192-sha1|

esp-aes256-md5|esp-aes

256-sha1|esp-des-md5|e

sp-des-sha1|esp-des-null

|esp-3des-null|esp-aes12

8-null|esp-aes192-null|es

设置ESP封装算法组合 缺省是esp-3des-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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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s256-null) 

WORD1 设置加密算法的密钥  

WORD2 设置认证算法的密钥  

              

35.3 配臵案例 

35.3.1 配臵案例1：基本IPSEC VPN应用 

案例描述 

假定网络环境如下图所示，PC 机到 Server 的流量需要经过各自的 NGFW 设备后在

Internet 上传输，为了保证流量在 Internet 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有必要在 NGFW_ A 和

NGFW_B 之间建立 IPSec 的 VPN 隧道以保障通信安全。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NGFW_A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10.1.1.1/24 

NGFW_A(config-if)#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3.1/24 

NGFW_A(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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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A(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2.1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greystone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步骤3 配置阶段2 

 NGFW_A(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A(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NGFW_A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NGFW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md5 

步骤4 配置地址对象及在安全策略上应用ipsec vpn 

 NGFW_A(config)# address pc 

NGFW_A(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0.1.1.20 

NGFW_A(config-addr-obj)# exit 

NGFW_A(config)# address server 

NGFW_A(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0.1.2.20 

NGFW_A(config-addr-obj)# exit 

NGFW_A(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pc server any always ipsec 

NGFW_A(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A(config-policy)# vpn NGFW_A 

NGFW_A(config-policy)# exit 

NGFW_B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B(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B(config-if)# ip address 10.1.2.1/24 

NGFW_B(config-if)# exit 

NGFW_B(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B(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2.1/24 

NGFW_B(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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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B(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B(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3.1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greystone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步骤3 配置阶段2 

 NGFW_B(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B(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NGFW_B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NGFW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md5 

步骤4 配置地址对象及在安全策略上应用ipsec vpn 

 NGFW_B(config)# address server 

NGFW_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0.1.2.20 

NGFW_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B(config)# address pc 

NGFW_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0.1.1.20 

NGFW_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B(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server pc any always ipsec 

NGFW_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B(config-policy)# vpn NGFW_B 

NGFW_B(config-policy)# exit 

配置结果： 

NGFW_A 的配置结果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authorized-table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authority table with all authority en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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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ed write all 

!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firewall authorized-table admin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0.0.0.0/0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super administrator 

! 

interface eth0 

 ip address 10.1.1.1/24 

 allow access https 

 allow access telnet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1 

 ip address 202.38.163.1/24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2 

! 

interface eth3 

! 

interface tun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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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pc 

   host-address 10.1.1.20 

! 

address server 

   host-address 10.1.2.20 

! 

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2.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set preshared-key greystone 

      lifetime 10800 

      group 2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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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 tunnel NGFW_A 

      set peer NGFW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set proposal1 esp-3des-md5 ah-md5 

! 

policy 1 eth0 eth1 pc server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NGFW_A 

! 

ip route 0.0.0.0/0 202.38.163.1 

!end 

NGFW_B 的配置结果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authorized-table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authority table with all authority en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authorized write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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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firewall authorized-table admin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0.0.0.0/0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super administrator 

! 

interface eth0 

 ip address 10.1.2.1/24 

 allow access https 

 allow access telnet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1 

 ip address 202.38.162.1/24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2 

! 

interface eth3 

! 

interface tunssl 

! 

address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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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address 10.1.1.20 

! 

address server 

   host-address 10.1.2.20 

! 

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3.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set preshared-key greystone 

      lifetime 10800 

      group 2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2 

   edit tunnel NGFW_B 

      set peer NG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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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set proposal1 esp-3des-md5 ah-md5 

! 

policy 1 eth0 eth1 server pc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NGFW_B 

! 

ip route 0.0.0.0/0 202.38.162.1 

!end 

 

35.3.2 配臵案例2：HUB-SPOKE组网应用 

案例描述 

假定网络环境如下图所示，NGFW_SPOKEA 想要访问 NGFW_SPOKEB，但是他们之间

没有网络连接。必须通过 NGFW_HUB 进行转发。 

案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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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NGFW_HUB 的配置 

步骤1 配置前准备 

 NGFW_HUB(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HUB(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1.1/24 

NGFW_HUB(config-if)# exit 

NGFW_HUB(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HUB(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1.1/24 

NGFW_HUB(config-if)# exit 

NGFW_HUB(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HUB(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2.1/24 

NGFW_HUB(config-if)# exit 

步骤2 配置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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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HUB(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HUB(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0.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spoke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NGFW_HUB(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HUB(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2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3.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spoke2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HU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步骤3 配置阶段2 

 NGFW_HUB(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HUB(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HUB_TO_SP1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spoke1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NGFW_HUB(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HUB(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HUB_TO_SP2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spoke2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HU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步骤4 在安全策略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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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HUB(config)# address internal 

NGFW_HU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1.20 

NGFW_HU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HUB(config)# address spoke1 

NGFW_HU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2.20 

NGFW_HU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HUB(config)# address spoke2 

NGFW_HU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3.20 

NGFW_HU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HUB(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internal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NGFW_HU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HUB(config-policy)# vpn HUB_TO_SP1 

NGFW_HUB(config-policy)# exit 

NGFW_HUB(config)# policy 2 eth0 eth2 internal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NGFW_HU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HUB(config-policy)# vpn HUB_TO_SP2 

NGFW_HUB(config-policy)# exit 

NGFW_HUB(config)# policy 3 eth1 eth2 spoke1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NGFW_HU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HUB(config-policy)# vpn HUB_TO_SP2 

NGFW_HUB(config-policy)# exit 

NGFW_HUB(config)# policy 4 eth2 eth1 spoke2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NGFW_HU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HUB(config-policy)# vpn HUB_TO_SP1 

NGFW_HUB(config-policy)# exit 

 

步骤5 配置路由 

 NGFW_HUB(config)# ip route 192.168.2.0/24 eth1 

NGFW_HUB(config)# ip route 192.168.3.0/24 eth2 

 

NGFW_SPOKEA 的配置 

步 骤

1 

配置前准备 

 NGFW_SPOKE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SPOKEA(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2.1/24 

NGFW_SPOKEA(config-if)# exit 

NGFW_SPOKE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SPOKEA(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0.1/24 

NGFW_SPOKEA(config-if)#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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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2 

配置阶段 1 

 NGFW_SPOKEA(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SPOKEA(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1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1.1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spoke1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SPOKE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步 骤

3 

配置阶段 2 

 NGFW_SPOKEA(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SPOKEA(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SP1_TO_HUB 

NGFW_SPOKE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spoke1 

NGFW_SPOKEA(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SPOKEA(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SPOKE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步 骤

4 

在安全策略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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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SPOKEA(config)# address internal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1.20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A(config)# address spoke1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2.20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A(config)# address spoke2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3.20 

NGFW_SPOKEA(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A(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spoke1 internal any 

always ipsec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vpn SP1_TO_HUB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exit 

NGFW_SPOKEA(config)# policy 2 eth0 eth1 spoke1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vpn SP1_TO_HUB 

NGFW_SPOKEA(config-policy)# exit 

步 骤

5 

配置路由 

 NGFW_SPOKEA(config)# ip route 192.168.0.0/16 eth1 

 

NGFW_SPOKEB 的配置 

步 骤

1 

配置前准备 

 NGFW_SPOKEB(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SPOKEB(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3.1/24 

NGFW_SPOKEB(config-if)# exit 

NGFW_SPOKEB(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SPOKEB(config-if)# ip address 202.38.163.1/24 

NGFW_SPOKEB(config-if)# exit 

步 骤

2 

配置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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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SPOKEB(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SPOKEB(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2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202.38.162.1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spoke2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SPOKE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步 骤

3 

配置阶段 2 

 NGFW_SPOKEB(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SPOKEB(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SP2_TO_HUB 

NGFW_SPOKE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spoke2 

NGFW_SPOKEB(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SPOKEB(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SPOKE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步 骤

4 

在安全策略上应用 

 NGFW_SPOKEB(config)# address internal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1.20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B(config)# address spoke1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2.20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B(config)# address spoke2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host-address 192.168.3.20 

NGFW_SPOKEB(config-addr-obj)# exit 

NGFW_SPOKEB(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spoke2 internal any 

always ipsec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vpn SP2_TO_HUB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exit 

NGFW_SPOKEB(config)# policy 2 eth0 eth1 spoke2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vpn SP2_TO_HUB 

NGFW_SPOKEB(config-policy)# exit 



                                                          RG-NGFW 命令手册  

 

317 / 362 
 

步 骤

5 

配置路由 

 NGFW_SPOKEB(config)# ip route 192.168.0.0/16 eth1 

 

配置结果： 

NGFW_HUB 配置结果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authorized-table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authority table with all authority en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authorized write all 

!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firewall authorized-table admin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0.0.0.0/0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super administrator 

! 

interface eth0 

 ip address 192.168.1.1/24 

 allow access https 

 allow access telnet 

 allow access p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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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eth1 

 ip address 202.38.161.1/24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2 

 ip address 202.38.162.1/24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3 

! 

interface tunssl 

! 

address internal 

   host-address 192.168.1.20 

! 

address spoke1 

   host-address 192.168.2.20 

! 

address spoke2 

   host-address 192.168.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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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1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0.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set preshared-key spoke1 

      lifetime 10800 

      group 2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2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3.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set preshared-key spoke2 

      lifetime 10800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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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2 

    edit tunnel HUB_TO_SP1 

       set peer spoke1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 

vpn ipsec phase2 

    edit tunnel HUB_TO_SP2 

       set peer spoke2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 

policy 1 eth0 eth1 internal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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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n HUB_TO_SP1 

! 

policy 2 eth0 eth2 internal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HUB_TO_SP2 

! 

policy 3 eth1 eth2 spoke1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HUB_TO_SP2 

! 

policy 4 eth2 eth1 spoke2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HUB_TO_SP1 

! 

webauth 

! 

sslvpn 

! 

ip route 192.168.2.0/24 eth1 

ip route 192.168.3.0/24 eth2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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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_SPOKEA 配置结果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authorized-table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authority table with all authority en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authorized write all 

!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firewall authorized-table admin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0.0.0.0/0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super administrator 

! 

interface eth0 

 ip address 192.168.2.1/24 

 allow access https 

 allow access telnet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1 

 ip address 202.38.160.1/24 

 allow access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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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eth2 

! 

interface eth3 

! 

interface tunssl 

! 

address internal 

   host-address 192.168.1.20 

! 

address spoke1 

   host-address 192.168.2.20 

! 

address spoke2 

   host-address 192.168.3.20 

! 

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1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1.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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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reshared-key spoke1 

      lifetime 10800 

      group 2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2 

    edit tunnel SP1_TO_HUB 

       set peer spoke1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 

policy 1 eth0 eth1 spoke1 internal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SP1_TO_HUB 

! 

policy 2 eth0 eth1 spoke1 spoke2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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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n SP1_TO_HUB 

! 

webauth 

! 

sslvpn 

! 

ip route 192.168.0.0/16 eth1 

!end 

NGFW_SPOKEB 配置结果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authorized-table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authority table with all authority enable 

    authorized read all 

    authorized write all 

!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local firewall authorized-table admin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authorized-address first 0.0.0.0/0 

user administrator admin description default super administrator 

! 

interface e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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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address 192.168.3.1/24 

 allow access https 

 allow access telnet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1 

 ip address 202.38.163.1/24 

 allow access ping 

! 

interface eth2 

! 

interface eth3 

! 

interface tunssl 

! 

address internal 

   host-address 192.168.1.20 

! 

address spoke1 

   host-address 192.168.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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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spoke2 

   host-address 192.168.3.20 

! 

vpn ipsec phase1 

   edit gateway spoke2 

      set mode main 

      set remotegw 202.38.162.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set preshared-key spoke1 

      lifetime 10800 

      group 2 

      set policy 1 

         encrypt 3des 

         hash md5 

         exit 

! 

vpn ipsec phase2 

    edit tunnel SP2_TO_HUB 

       set peer spoke2 

       mode 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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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null 

! 

policy 1 eth0 eth1 spoke2 internal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SP2_TO_HUB 

! 

policy 2 eth0 eth1 spoke2 spoke1 any always ipsec 

   enable 

   vpn SP2_TO_HUB 

! 

webauth 

! 

sslvpn 

! 

ip route 192.168.0.0/16 eth1 

!end 

35.3.3 配臵案例3：透明桥模式下的IPSec VPN 

案例描述 

假定原网络环境如下图所示，PC 所在网络与 Server 所在网络之间的数据传输没有采取

任何安全措施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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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10.1.2.2/24

Gw:10.1.2.1/24

Server:10.1.1.2/24

Gw:10.1.1.1/24

Rt_A Rt_B

Internet

eth0:10.1.2.1/24

eth1:202.38.163.1/24

eth0 eth1

eth0:10.1.1.1/24

eth1:202.38.162.1/24

eth0eth1

1
0

.1
.2

.x

1
0

.1
.1

.x

 

为了不改变原有网络的拓扑，分别在两个网络的路由器 Rt_A 和 Rt_B 后部署对应的

NGFW 设备 NGFW_A 和 NGFW_B，并都以透明桥的方式接入。网络环境如下图所示： 

案例组网图： 

NGFW_A

PC:10.1.2.2/24

Gw:10.1.2.1/24

Server:10.1.1.2/24

Gw:10.1.1.1/24

Rt_A Rt_B

NGFW_B

Internet

eth0:10.1.2.1/24

eth1:202.38.163.1/24

eth0 eth1

eth0:10.1.1.1/24

eth1:202.38.162.1/24

eth0eth1

1
0
.1

.2
.x

1
0
.1

.1
.x

eth0 eth1 eth1 eth0

bvi0:10.1.2.3/24 bvi0:10.1.1.3/24

 

配置步骤： 

NGFW_A 的配置： 

步骤1 建立透明桥bvi0，并为其设定IP地址，再将eth0和eth1加入到桥中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interface bvi0 

NGFW_A(config-bvi0)# ip address 10.1.2.3/24 

NGFW_A(config-bvi0)#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A(config-eth0)# bridge-group 0 

NGFW_A(config-eth0)# exit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A(config-eth0)# bridge-group 0 

NGFW_A(config-eth0)# exit 

NGFW_A(config)# exit 

步骤2 配置路由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ip route 10.1.1.0/24 10.1.2.1 

NGFW_A(config)# exit 

步骤3 配置地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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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address 10.1.1.0_subnet 

NGFW_A(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1.20/24 

NGFW_A(config-addr)# exit 

NGFW_A(config)# address 10.1.2.0_subnet 

NGFW_A(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2.0/24 

NGFW_A(config-addr)# exit 

NGFW_A(config)# exit 

步骤4 配置阶段1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A(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10.1.1.3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123456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xit 

NGFW_A(config-phase1-gateway)# exit 

NGFW_A(config)# exit 

步骤5 配置阶段2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A(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NGFW_A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NGFW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md5 

NGFW_A(config-phase2-tunnel)# exit 

NGFW_A(config)# exit 

步骤6 配置安全策略，并在安全策略上应用ipsec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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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address 10.1.1.0_subnet 

NGFW_A(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1.20/24 

NGFW_A(config-addr)# exit 

NGFW_A(config)# address 10.1.2.0_subnet 

NGFW_A(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2.0/24 

NGFW_A(config-addr)# exit 

NGFW_A(config)# policy 1 bvi0 bvi0 10.1.2.0_subnet 10.1.1.0_subnet 

any always ipsec 

NGFW_A(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A(config-policy)# vpn NGFW_A 

NGFW_A(config-policy)# exit 

NGFW_A(config)# exit 

NGFW_B 的配置： 

步骤1 建立透明桥bvi0，并为其设定IP地址，再将eth0和eth1加入到桥中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interface bvi0 

NGFW_B(config-bvi0)# ip address 10.1.1.3/24 

NGFW_B(config-bvi0)# exit 

NGFW_B(config)# interface eth0 

NGFW_B(config-eth0)# bridge-group 0 

NGFW_B(config-eth0)# exit 

NGFW_B(config)# interface eth1 

NGFW_B(config-eth0)# bridge-group 0 

NGFW_B(config-eth0)# exit 

NGFW_B(config)# exit 

步骤2 配置路由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ip route 10.1.2.0/24 10.1.1.1 

NGFW_B(config)# exit 

步骤3 配置地址对象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address 10.1.1.0_subnet 

NGFW_B(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1.20/24 

NGFW_B(config-addr)# exit 

NGFW_B(config)# address 10.1.2.0_subnet 

NGFW_B(config-addr)# net-address 10.1.2.0/24 

NGFW_B(config-addr)# exit 

NGFW_B(config)# exit 

步骤4 配置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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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vpn ipsec phase1 

NGFW_B(config-phase1)# edit gateway NGFW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mode main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remotegw 10.1.2.3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reshared-key 123456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lifetime 10800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group 2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set policy 1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ncrypt 3des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hash md5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policy)# exit 

NGFW_B(config-phase1-gateway)# exit 

NGFW_B(config)# exit 

步骤5 配置阶段2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vpn ipsec phase2 

NGFW_B(config-phase2)# edit tunnel NGFW_B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eer NGFW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mode tunnel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lifetime seconds 3600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set propasal1 esp-3des-md5 ah-md5 

NGFW_B(config-phase2-tunnel)# exit 

NGFW_B(config-phase2)# exit 

NGFW_B(config)# exit 

步骤6 配置安全策略，并在安全策略上应用ipsec vpn 

 NGFW_B#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B(config)# policy 1 bvi0 bvi0 10.1.1.0_subnet 10.1.2.0_subnet 

any always ipsec 

NGFW_B(config-policy)# enable 

NGFW_B(config-policy)# vpn NGFW_B 

NGFW_B(config-policy)# exit 

NGFW_B(config)# exit 

 

 

IPSec VPN 监控与维护 

查看阶段 1 的 SA 是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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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查看 isakmp sa 的建立 

 NGFW#show crypto isakmp sa 

 

total: 1,   established: 1 

    dst            src              state       expires   id 

name 

200.0.0.2       200.0.0.3         STATE_MAIN_I4 3560    1 

tunnel1  

 

可以看到总共建立了一条 sa。本端地址是 200.0.0.3 作为发起者与对

端地址是 200.0.0.2 的 VPN 设备之间协商好的 isakmp sa，sa 距到期

重协商的时间还剩 3560 秒，id 是 1，连接的名称是 tunnel1 

 

查看阶段 2 的 SA 是否建立 

步骤 1 查看 ipsec sa 的建立 

 NGFW#show crypto ipsec sa 

total: 1,   established: 1 

tunnel name: "tunnel1"  state: STATE_QUICK_I2 type 2 

    serial-id: 2 

    local: 200.0.0.3 peer: 200.0.0.2 

    local client (addr/mask/prot/port): 200.0.0.0/24/0/0 

    remote client (addr/mask/prot/port): 192.168.1.0/24/0/0 

 

    ESP SAs: 

      SA life(seconds): 2300/2400 

      SA life(kilobytes): 0(in) 0(out)/5120 

      inbound SPI: 0xEA0D2F18 

      outbound SPI: 0xEE0CADF1 

      proposal: ESP_3DES AUTH_ALGORITHM_HMAC_MD5 

      encapsulation: ENCAPSULATION_MODE_TUNNEL 

 

    Dead Peer Detection enable 

 

建立了一条 ipsec通道，该通道保护的数据流是源地址是200.0.0.0/24

到目的地址是 192.168.1.0/24。采用的是 ESP 封装，封装的加密算

法是 3DES，加密认证算法是 MD5，工作模式是隧道模式 

 

清除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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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清除两个阶段的 sa 

 NGFW#clear crypto isakmp 

NGFW#clear crypto sa 

清除两个阶段的 sa，以便协商新的 sa 

查看 SA 的协商过程 

（列举非隐含模式下的常用 Debug 命令，应用环境，给出使用 Debug 命令后显示的信

息，并对该信息进行必要的解释与分析。） 

应用环境 

当用户协商不成功时可以通过该命令，了解协商失败的原因。 

调试实例 

给出使用该调试命令显示的信息。重要的显示信息用黑体字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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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debug crypto 

 

IKE*:acquire a ike negotioation for ipsec 

IKE*:got --esp=3des-md5;modp768 

IKE*:got --ike=3des-md5-modp1024-0!,des-sha-modp768-0 

IKE*:added connection description "Tunnel1" 

IKE*:record_and_initiate_opportunistic 

IKE*:initiate_opportunistic_body 

IKE*:ipsecdoi_initiate 

IKE*:Queuing pending Quick Mode with 200.0.0.2 "Tunnel1" 

IKE*:initiating Main Mode 

IKE*:out_vendorid(): sending [strongSwan 4.0.2] 

IKE*:out_vendorid(): sending [Dead Peer Detection] 

IKE*:out_vendorid(): sending [draft-ietf-ipsec-nat-t-ike-03] 

IKE*:out_vendorid(): sending [draft-ietf-ipsec-nat-t-ike-02] 

IKE*:out_vendorid(): sending [draft-ietf-ipsec-nat-t-ike-00] 

IKE*:sending 212 bytes for main_outI1 through eth0 to 200.0.0.2:500: 

IKE*:received 140 bytes from 200.0.0.2:500 on eth0 

IKE*:ignoring Vendor ID payload [strongSwan 4.0.2] 

IKE*:received Vendor ID payload [Dead Peer Detection] 

IKE*:received Vendor ID payload [draft-ietf-ipsec-nat-t-ike-03] 

IKE*:sending notification NO_PROPOSAL_CHOSEN to 200.0.0.2:500 

IKE*:sending 40 bytes for ISAKMP notify through eth0 to 200.0.0.2:500 

 

 

结果分析 

对以上调试实例进行必要的分析，当出现不是预期情况的处理方法。 

显示没有可选择的建议。 

这时您需要确认： 

两端的封装算法是否一致 

预共享密钥设置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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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不能建立隧道 

现象 安全联盟协商不成功，不能建立 SA，在命令 show crypto ipsec sa 中

看不到相关信息 

分析 1）查看两端设备的相应的安全策略配置是否对称 

2）阶段 1 的协商策略、验证密钥是否一致 

3）阶段 2 的转换集是否一致 

解决 如果安全策略配置不对称，则修改成对称 

阶段 1 或者阶段 2 的协商策略不一致，则修改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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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配臵 SSLVPN 

36.1 SSLVPN 概述 

SSLVPN 指的是使用者利用 SSL 协议封包处理功能，利用公司内部 SSLVPN 网关，通过

网络封包转向的方式，让使用者可以在远程计算机执行应用程序，读取公司内部服务器

数据。它采用标准的安全套接层（SSL）对传输中的数据包进行加密，从而在应用层保

护了数据的安全性。高质量的 SSL VPN 解决方案可保证企业进行安全的全局访问。在

不断扩展的互联网 Web 站点之间、远程办公室、传统交易大厅和客户端间，SSLVPN 克

服了 IPSec VPN 的不足，用户可以轻松实现安全易用、无需客户端安装且配置简单的远

程访问，从而降低用户的总成本并增加远程用户的工作效率。而同样在这些地方，设置

传统的 IPSec VPN 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必须更改网络地址转换（NAT）

和防火墙设置。 

SSLVPN 分为两种工作模式： 

Web 模式。也叫做代理 Web 页面。它将来自远端浏览器的页面请求（采用 HTTPS 协议）

转发给 Web 服务器，然后将服务器的响应回传给终端用户。 

Tunnel 模式。需要、下载运行的客户端支持。客户端和 NGFW 设备建立 SSL 隧道后，

NGFW 客户端分配 IP。客户端通过建立的虚接口直接通过 SSL 隧道连接到内部网络。

该种方式可支持各种应用。 

36.2 配臵 SSLVPN 

36.2.1 缺省配臵信息 

内容 缺省设置 备注 

用户超时时间(idletime) 3600秒 可更改设置 

Sslvpn服务开启(enable) disable 可更改设置 

Sslvpn服务端口(port) 10443 可更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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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配臵超时时间 

用户登录后，在配置的超时时间内没有新的访问请求，用户将超时下线。 

超时时间的配置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idletime [60-86400]  配置超时时间。单位为秒。范围是[60-86400]，

默认3600秒。 

 

使用 no idletime命令恢复默认值。 

 

36.2.3 启用SSLVPN 

启用 SSLVPN 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enable 启用SSLVPN。默认为不启用 

 

使用 no enable 禁用 SSLVPN 

36.2.4 启用数据压缩 

启用 SSLVPN 隧道模式数据压缩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Compress enable 启用数据压缩。默认为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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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o Compress enable 禁用数据压缩 

36.2.5 启用口令验证 

启用 SSLVPN 口令验证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verify-client-pass 启用口令验证。默认为启用 

 

使用 no verify-client-pass 禁用口令验证 

36.2.6 启用证书验证 

启用 SSLVPN 证书验证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Verify-client-cert CERT 启用证书验证并指定CA证书 

 

使用 no Verify-client-cert  禁用证书验证 

 

36.2.7 启用用户唯一性检查 

启用 SSLVPN 用户唯一性检查的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user-exclusive 启用客户端唯一性检查。默认为不启用 

 

使用 no user-exclusive 禁用数据压缩 

 

36.2.8 配臵SSLVPN服务端口 

客户端通过配置的 SSLVPN 服务端口来访问 SSLVP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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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port <1-65536> 默认服务端口为：10443 

 

使用 no port 来恢复为默认端口。 

 配臵的端口不能与本机打开的其他端口冲突。如 web server 的默认端口 443。 

36.2.9 配臵IP地址范围 

此命令配置 TUNNEL 模式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范围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ip-range A.B.C.D A.B.C.D 配置ip地址范围 

使用 no ip-range 清除 ip地址范围。 

 

36.2.10 配臵可访问的私有网络 

此命令配置 TUNNEL 模式用户可以访问的私有网络，NGFW 将为 SSLVPN 客户端添加到此网

络的网段路由。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private-net A.B.C.D/M 配置TUNNEL模式用户可以访问的私有网络 

使用 no private-net清除此配置。 

36.2.11 配臵分配给用户的DNS 

此命令配置 TUNNEL 模式配置分配给用户的 DNS，NGFW3.0 将把 dns 配置推送给 SSLVPN

客户端。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dns A.B.C.D 配置TUNNEL模式配置分配给用户的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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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o dns清除此配置。 

 

36.2.12 配臵分配给用户的WINS 

此命令配置 TUNNEL 模式配置分配给用户的 WINS，NGFW 将把 WINS 配置推送给 SSLVPN

客户端。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wins A.B.C.D 配置TUNNEL模式配置分配给用户的wins 

使用 no wins清除此配置。 

36.2.13 配臵需要过滤的HTTP方法 

此命令配置 Web 访问模式 HTTP 方法过滤功能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block-http-method(get|post 

|put|head|connect|trace 

|purge|options|delete 

|propfind|proppatch|mkcol 

|copy|move|lock|unlock 

|bmove|bdelete|bpropfind 

|bproppatch|bcopy|search 

|subscribe|unsubscribe|poll 

|report|other) 

配置Web访问模式HTTP方法过滤功

能过滤的HTTP方法 

使用 no block-http-method 清除此配置。 

36.2.14 启用HTML重写功能 

此命令开启 Web 访问模式 HTML 重写功能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html-rewrite-enable 开启sslvpn的Web访问模式的HTML重写功

能 

使用 no html-rewrite-enable 清除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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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5 配臵SSLVPN认证用户组和用户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usergroup NAME sslvpn 

mode (tunnel|web|all) 

[imprint-clean] 

[access-security 

(all-check|os-check| 

task-check) rule 

(deny|access-limit)] 

配置sslvpn认证用户组 

Imprint_clien为是否要清除客户端痕迹 

access-security可以配置需要检查操作系统和

运行进程；rule指定检查时失败时的处理方

法：deny为禁止访问，access-limit 访问限制

资源。 

3 user access USER group 

GROUP  

将认证的用户加入用户组 

              配置用户和用户组参看用户管理章节。 

 

36.2.16 配臵SSLVPN认证安全策略 

在安全策略下引用 SSLVPN 用户组，访问匹配策略资源的用户都需要先进行认证。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policy <1-5000> (IF_IN|any) 

(IF_OUT|any) (SIP|any) 

(DIP|any) (SEV|any) 

(TR|any) sslvpn 

配置sslvpn类型的安全策略 

3 sslvpn-group GROUP  在策略下配置可访问的sslvpn认证用户组 

              策略的配置参看安全策略配置手册。 

36.2.17 配臵可访问资源 

此命令配置 sslvpn 用户通过 web 模式或 agent 模式可以访问的网络资源。 

Web 模式可访问：web，ftp，fileshare ,owa 资源。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resource TITLE server A.B.C.D 

port PORT type

配置 sslvpn用户通过web 模式或

agent模式可以访问的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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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agent|ftp|fileshare|owa）

description （null | DESCRIPTION） 

[enable] 

 

使用 no resource TITLE清除此配置。 

36.2.18 配臵可访问资源组 

此命令配置 sslvpn 用户通过 web 模式或 agent 模式可以访问的网络资源组。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resource-group TITLE 

usergrouplimit 

description (null | 

DESCRIPTION) 

[client-check-free] 

 

配置sslvpn用户通过web 模式或agent模式可

以访问的网络资源组。 

使用 no resource-group TITLE清除此配置。 

36.2.19 配臵将资源加入资源组 

此命令配置将资源加入资源组。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resource  TITLE  group 

TITLE  

将资源加入资源组 

使用 no resource  TITLE  group TITLE将资源从资源组中删除。 

36.2.20 配臵用户组可以访问资源组 

此命令配置可以访问资源组的用户组。只有资源组和用户组邦定在一起，相关用户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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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才可以访问此资源组的资源。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resource-group  TITLE  

group  USERGROUP  

配置可以访问此资源组的用户组 

使用 no resource-group TITLE 清除此配置。 

36.2.21 配臵客户端操作系统检查 

此命令配置配置客户端检查操作系统版本。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access-control-os-check  

TITLE keyword 

KEYWORD patch PATCH 

description （ null | 

DESCRIPTION） [enable] 

配置需要检查的操作系统 

使用 no access-control-os-check  TITLE清除此配置。 

36.2.22 配臵客户端运行进程检查 

配置客户端检查运行进程。可以指定那些进程必须运行；那些进程不能运行。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3 access-control-task-check  

TASKNAME process （null 

| PROCESS-NAME）service 

（null | PROCESS-NAME）

（ must-run|prohibit ）

配置TUNNEL模式配置分配给用户的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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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 null | 

DESCRIPTION） [enable] 

使用 no access-control-task-check  TASKNAME清除此配置。 

36.3 配臵案例 

36.3.1 配臵案例1 

案例描述：公司客户通过 SSLVPN web 模式，访问内网 DMZ 区域 web server。 

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启用SSLVPN 

 NGFW(config)sslvpn 

NGFW(sslvpn)enable  

步骤2 配置用户和用户组 

 NGFW(config) usergroup  clientgroup sslvpn mode web 

NGFW(config) user access client1 local password 

NGFW(config) user access client1 group clientgroup 

步骤3 配置安全策略并绑定用户组 

 NGFW(config)# address dmz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192.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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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W(config) policy 1 eth2 eth1 any dmz any always sslvpn 

NGFW(config-policy) sslvpn-group clientgroup 

 

36.3.2 配臵案例2 

案例描述：出差员工通过 SSLVPN TUNNEL 模式，访问内网 DMZ 区域 MAIL SERVER。 

案例组网图：如案例 1 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启用SSLVPN 

 NGFW(config)sslvpn 

NGFW(sslvpn)enable  

步骤2 配置分配给 sslvpn 客户端地址范围 

 NGFW(sslvpn) ip-range 30.0.0.1 30.0.0.255 

步骤3 配置 tunnel 模式可访问的私有网络（dmz） 

 NGFW(sslvpn) private-net 192.168.1.0/24 

步骤4 配置用户和用户组 

 NGFW(config) usergroup  employeegroup sslvpn mode tunnel 

NGFW(config) user access employee1 local password 

NGFW(config) user access employee1 group employeegroup 

步骤5 配置安全策略并绑定用户组 

 NGFW(config)# address dmz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192.168.1.0 

NGFW(config)# address sslvpnip 

NGFW(config-addr)# net-address 3.0.0.0/24 

NGFW(config) policy 1 eth2 eth1 sslvpnip dmz any always sslvpn 

NGFW(config-policy) sslvpn-group clientgroup 

 

36.4 SSLVPN 监控与维护 

36.4.1 显示SSLVPN调试信息 

查看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no] debug sslvpn (all|event|proxy|session|tunnel) 开启/关闭调试SSLVPN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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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FW# debug sslvpn session 

check user login failed:ip=33.0.0.2 

cookie=__ngfwa=190263273.1998659089.1175739823.1175739823.1175741024.2; 

__ngfwz=190263273 

.1175739823.1.1.ngfwccn=(direct)|ngfwcsr=(direct)|ngfwcmd=(none) 

check user login failed:ip=33.0.0.2 

cookie=__ngfwa=190263273.1998659089.1175739823.1175739823.1175741024.2; 

__ngfwz=190263273 

.1175739823.1.1.ngfwccn=(direct)|ngfwcsr=(direct)|ngfwcmd=(none) 

logout failed :no match user SrcIP=33.0.0.2 

cookie=__ngfwa=190263273.1998659089.1175739823.1175739823.1175741024.2; 

__ngfwz=1 

90263273.1175739823.1.1.ngfwccn=(direct)|ngfwcsr=(direct)|ngfwcmd=(none) 

%sslvpn aaa auth :user=test  group=vpn 

% handle sslvpn aaa auth respond... 

%generage user cookie=3esu22ef99shindk38c3ctq99ut7zy42 

%SrcIP=33.0.0.2 UserName=test@vpn mode=3 Content="auth ok" 

36.4.2 查看SSLVPN用户信息 

显示登录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ip，登录时间等。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show sslvpn-session 查看SSLVPN登录用户信息 

 NGFW# show sslvpn-session 

user-name       cookie      login-ip        tunnel-ip       

login-time   idle  in/out 

test@vpn        2xxas2rr    202.106.0.111                        

10 Apr 13:27 5     0K/0K 

36.5 常见故障分析 

36.5.1 故障现象1：用户登录失败。 

现象 用户登录失败。 

分析 可能用户输入错误，或用户组未输入。 

解决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格式：username@usergroup）,密码。检查所在的用

户组是否为 sslvpn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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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2 故障现象2：登录用户不能访问内网 

现象 用户登录成功后，不能通过 web 或 tunnel 模式访问内网 

分析 可能策略不匹配，或策略没有绑定该用户所在的sslvpn用户组。 

解决 检查策略配置，看是否匹配用户访问请求。检查策略是否绑定该用户所在

的 sslvpn用户组。 

 

36.5.3 故障现象3：Tunnel模式隧道不能建立 

现象 用户登录成功通过客户端软件建立隧道失败。 

分析 该用户所在的用户组，没有用tunnel模式使用权限。 

解决 为用户组开启 tunnel模式使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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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配臵 SSLVPN 网关 

37.1 SSLVPN 概述 

SSLVPN 指的是使用者利用 SSL 协议封包处理功能，利用公司内部 SSLVPN 网关，通过

网络封包转向的方式，让使用者可以在远程计算机执行应用程序，读取公司内部服务器

数据。它采用标准的安全套接层（SSL）对传输中的数据包进行加密，从而在应用层保

护了数据的安全性。高质量的 SSL VPN 解决方案可保证企业进行安全的全局访问。在

不断扩展的互联网 Web 站点之间、远程办公室、传统交易大厅和客户端间，SSLVPN 克

服了 IPSec VPN 的不足，用户可以轻松实现安全易用、无需客户端安装且配置简单的远

程访问，从而降低用户的总成本并增加远程用户的工作效率。而同样在这些地方，设置

传统的 IPSec VPN 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必须更改网络地址转换（NAT）

和防火墙设置。 

SSLVPN 网关用于完成 SSLVPN site-to-site 功能，替代 IPSec 完成网络到网络的数据传

输安全，通过两个 SSLVPN 网关之间创建 SSL 隧道，来进行对数据加密传输，完成 VPN

的功能。 

37.1.1 配臵SSL-VPN网关 

SSLVPN 网关用于完成 SSLVPN site-to-site 功能，替代 IPSec 完成网络到网络的数据传

输安全，通过两个 SSLVPN 网关之间创建 SSL 隧道，来进行对数据加密传输，完成 VPN

的功能。 

两台 VPN 网关之间可以通过对端的静态 IP 地址、DNS 域名、动态 IP 地址的方式来协

商创建隧道。创建隧道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过 SSL 握手协议来异步协商；

第二阶段首先先进行预共享密钥检查，检查失败，断开隧道。然后进行策略匹配，发起

端把地址匹配条件（从安全策略里取道的源地址，目的地址，目的端口）发给响应方，

响应方和自己的地址匹配条件相比较，如果对方的匹配条件在自己的匹配条件范围内，

协商成功。 

两个 SSLVPN 网关在进行协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相互认证：RSA 签名方式与预共

享密钥方式。如果采用预共享密钥方式，要在配置 SSL 网关时输入预共享密钥。如果采

用 RSA 签名认证方式，则要在 vpn>本地证书>本地证书中导入用于标识本网关身份的

证书，同时要在 vpn>本地证书>CA 证书中导入验证对端证书的 CA 根证书。配置好一

个 SSLVPN网关后，要配置一条相应的 sslvpn策略，并在策略中引用该 sslvpn网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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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

式 

2 sslvpn 进入 sslvpn配置

模式 

3 site-to-site TUNNEL_NAME 配置ssl隧道名称 

4 peer A.B.C.D 配置对端ip 

5 auth-mode certificate 配置认证模式为

证书模式 

6 local-cert CERT_NAME 配置认证所用证

书 

7 lifetime <600-86400> 配置隧道生存期 

8 preshared-key KEY 配置预共享密钥 

9 algrithm 

(des-cbc3-sha|des-cbc-sha|aes128-sha|aes256-sha) 

配置认证算法 

 

37.1.2 配臵SSLVPN安全策略 

在安全策略下引用 SSLVPN 用户组，访问匹配策略资源的用户都需要先进行认证。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2 policy <1-5000> (IF_IN|any) 

(IF_OUT|any) (SIP|any) 

(DIP|any) (SEV|any) 

(TR|any) sslvpn 

配置sslvpn类型的安全策略 

3 ssl-site-to-site 

TUNNELNAME 

在策略下配置可访引用的SSLVPN网关名称 

          策略的配置参看安全策略配置手册。 

 

 



                                                          RG-NGFW 命令手册  

 

351 / 362 
 

37.2 配臵案例 

 

37.2.1 配臵案例1 

案例描述：某 PC 要与某服务器通过 internet 进行 VPN 通信 

案例组网： 

 

PC 机到 Server 的流量需要经过各自的 NGFW 设备后在 Internet 上传输，为了保证流量

在 Internet 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在 NGFW_ A 和 NGFW_B 之间建立 SSL 的 VPN 隧道

以保障通信安全。 

PC 的 IP 地址为 10.1.1.20，NGFW_A 的 eth1 接口，公网 IP 为 202.38.163.1，NGFW_B

的 eth1 接口，公网 IP 为 202.38.162.1，服务器 IP 为 10.1.2.20 

配置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host(config)# sslvpn 进入sslvpn配置模式 

2 host(sslvpn)# site-to-site 

ssltunlNGFW_A 

配置site-to-site模式隧道名称

为ssltunl NGFW_A 

3 host(site-to-site)# auth-mode 

certificate 

host(site-to-site)# local-cert 

sslvpnUSER28 

host(site-to-site)# peer 200.1.1.2 

host(site-to-site)# lifetime 3600 

配置认证方式为certificate，本

地证书为sslvpnUSER28，对

端 IP为200.1.1.2，生命期为

36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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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st(config)# policy 1 eth0 eth1 any 

any any always sslvpn 

配置SSLVPN策略 

5 host(config-policy)# ssl-site-to-site 

ssltunlNGFW_A 

配置SSLVPN site-to-site策略 

5  配置完毕后，按照相同的方法

配置对端设备，然后PC与

server间可以进行通信 

37.3 SSLVPN 监控与维护 

37.3.1 显示SSLVPN调试信息 

查看步骤：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no] debug sslvpn site-to-site 开启/关闭调试SSLVPN site-to-site模

块 

 host# %inti ctx  cert= mode=0  verify_peer=0 

cert  subject = 

/C=CN/ST=BJ/L=BJ/O=abc/OU=NGFW/CN=NGFWipsec/emailAddress=rr@ss.com 

##### add addr 0.0.0.0 max addr 0.0.0.0 

%create serv proto=0  port min=0 max=0 

##### add addr 0.0.0.0 max addr 0.0.0.0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connect to ssl peer ip=200.1.1.2 port=40443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 connection  established ok 

%encapuslte min addr 0.0.0.0 max addr 0.0.0.0 

%encapuslte min addr 0.0.0.0 max addr 0.0.0.0 

%encapuslte min addr 0.0.0.0 max addr 0.0.0.0 

%ssl_tunnel_p1_outI :ssl phase1 write data .length48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ssl_tunnel_p1_inR :ssl phase1 read data .length=1024 

start_client_ssl verify =0  algr= 

Ssl connecting state: SSLv3 read server hello A. RET=[2 -11]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cert  subject = 

/C=CN/ST=BJ/L=BJ/O=abc/OU=NGFW/CN=NGFWipsec/emailAddress=rr@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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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  subject = /C=CN/ST=bj/L=bj/O=bj/OU=cn/CN=abc 

Ssl connecting state: SSLv3 read finished A. RET=[2 -11]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Ssl connecting state: SSL negotiation finished successfully. RET=[0 1] 

SSL connected succeded. using AES256-SHA 

 ssl phase2 write data .length=76 

ksslvpnd main looping.....CPU(0) 

% handle phase2 queue  1 

%handle phase2 queue 2 connect=1 

%ssl phase2 read data .length=76 

%SSL connection  phase2 inR check hash ok 

%SSL site-to-sit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37.3.2 查看SSLVPN用户信息 

显示登录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ip，登录时间等。 

 

步骤 执行命令 说明 

1 show ssl-tunnel 查看SSLVPN隧道信息 

 Name: 28     Id: 180574567 

        Peer-ip: 200.1.1.2 Local-subnet: 0.0.0.0/32  

Remote-subnet: 0.0.0.0/32 

        State: 2   Lifetime :3426 seconds  Bytes 

out/in:0/0 

 

37.4 常见故障分析 

37.4.1 故障现象1：SSL隧道协商失败 

现象 SSL 隧道协商失败。 

分析 可能是两端SSLVPN网关选择的预共享密钥不同或者证书验证失败。 

解决 确保两端网关预共享密钥相同，确保两端网关的用户证书未过期、未撤销，并

且两端网关都导入了对方的 CA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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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2 故障现象2：用户不能使用SSLVPN  

现象 用户不能通过 SSLVPN 网关相互通信。 

分析 可能策略不匹配。 

解决 检查策略配置，看是否匹配用户访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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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配臵 L2TP 

38.1  L2TP 概述 

PPP 定义了一种通过二层（L2）点对点连接传输多协议报文的封装机制。典型情况下，

一个用户通过某种接入技术（如 ISDN，ADSL 拨号等）获得一个到网罗接入服务器（NAS）

的二层连接，并在该连接上进行 PPP 会话。在这样的配置中，二层终节点和 PPP 会话

的终节点位于同样的物理设备上（也就是说，NAS）。 

L2TP（Layer Two Tunneling Protocol）是一种二层隧道协议，它扩展了 PPP 的模型，通

过二层隧道将 PPP 会话的终点延伸到另一个通过分组交换网互连的不同设备上，而不是

二层接入的终节点。从而将 PPP 会话从二层终结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扩大了 PPP 的应

用范围。 

L2TP 包括 LAC 和 LNS 两种功能： 

 LAC（L2TP Access Concentrator）：L2TP 访问集中器。是 L2TP 隧道的一个端点，

是 L2TP 网络服务器（LNS）的对等体（peer）。LAC 负责在一个 LNS 和一个远地

系统之间转发 PPP 报文，并维护 LAC 和 LNS 之间的隧道（TUNNEL）和会话

（SESSION）连接。 

 LNS（L2TP Network Server）：L2TP 网络服务器。是 L2TP 隧道的一个端点，是 LAC

的对等体。负责维护与远地系统之间的 PPP 连接，为远地系统提供对内部网的访问

服务。 

L2TP 隧道给远程拨号用户提供了连接到 VPN 网关的解决方案，拨号 VPN 又称为

VPDN(virtual private dial network)。在这种应用中，由 VPN 网关提供 LNS 功能，如果拨

号用户本身支持 L2TP，则可以采用自愿隧道模式直接连接到 LNS；如果拨号用户本身

不支持 L2TP，则可以通过当地 ISP 提供的 LAC 功能采用强制隧道模式连接到 LNS。 

这两种连接方式的拓扑结构如下所示： 

（1）L2TP 客户端直接接入 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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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拨号用户通过 LAC 远程接入 LNS 

 

在一个 LNS 和 LAC 对之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连接，一种是隧道（tunnel）连接，它定

义了一个 LNS 和 LAC 对；另一种是会话（session）连接，它复用在隧道连接之上，用

于表示承载在隧道连接中的每个 PPP 会话过程。 

隧道透传 PPP 帧 

 

L2TP 连接的维护以及 PPP 数据的传送都是通过 L2TP 报文的交换来完成的，这些报文

封装在 UDP 报文里从而在承载在 TCP/IP 上。 

L2TP 报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控制报文，另一种是数据报文。控制报文用于隧

道连接和会话连接的建立与维护。控制报文的传输是可靠的，使用了报文编号确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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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窗口，超时重传，隧道保活检测等机制保证控制报文的传输。数据报文则用于承载用

户的 PPP 会话数据包。数据报文本身不保证可靠传输，应该根据上层应用由上层协议保

证数据报文的可靠投递。 

38.2 配臵 L2TP 

设备目前只支持 L2TP 的 LNS 功能，不支持 LAC 功能，而且 LNS 只是监听接口的 L2TP

连接请求，不会主动发起 L2TP 连接请求。 

38.2.1 配臵L2TP模板 

设备只能配置一个 L2TP 模板，包括配置地址池，用户认证组名。设备默认没有监听地

址，只要在接口上配置了启用 L2TP，都可以拨号到此接口。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ip 100.1.1.10 100.1.1.100 test_group 配置L2TP模板 

            使用 no l2tp ip 可以取消对 L2TP 模板的设置，使其恢复到缺省配置。 

参数说明： 

命令（2）： 

参数 说明 缺省配置 

A.B.C.D  地址池的起始地址 无 

A.B.C.D 地址池的结束地址 无 

Usergroup 认证用户组名称 无 

地址池地址是用来分配给拨号客户端的地址，每个拨号客户端分配一个，当分配完后，

将不允许客户端再拨上来，除非某个已经拨上来的客户端释放地址。此地址不能与内网

地址和其他接口地址在同一网段，以防止地址冲突。 

在配置 l2tp 模板前，必须先配置认证用户组，否则无法配置模版。 

地址池中的第一个地址分配给服务器的 l2tp 接口，不可用做分配地址。 

若拨号用户（本地用户）自身配置了 ip,则将会把配置的 ip 分配给客户端，不再占用地

址池中的地址。若为 radius用户，在 radius服务器为拨号用户配置了 ip且返回的情况下，

才不占用地址池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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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2 配臵L2TP DNS 

当配置了 L2TP dns 地址，则在与客户端拨号协商时，会将此地址发给客户端，如果协

商成功，客户端会将此地址设置为拨号连接的主 dns。这里不支持 second dns。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dns 100.1.1.102 配置L2TP DNS 

如果想删除 l2tp dns，使用 l2tp dns 0.0.0.0 命令。 

 

38.2.3  配臵L2TP WINS 

当配置了 L2TP wins 地址，则在与客户端拨号协商时，会将此地址发给客户端，如果协

商成功，客户端会将此地址设置为拨号连接的主 wins。这里不支持 second wins。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wins 100.1.1.101 配置L2TP WINS 

如果想删除 wins 配置，使用命令 l2tp wins 0.0.0.0 

 

38.2.4  配臵启动L2TP功能 

启动 L2TP 后，才能与拨号客户端进行通信。否则，不响应拨号客户端拨号请求。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enable 启动L2TP功能 

使用 no l2tp enable 停止 L2TP 服务器功能。 

38.2.5 配臵L2TP AUTH_TYPE 

当配置了认证类型后，若对端不支持该类型，则认证时将会失败。 

若不配置，则本端先请求 chap-md5 认证,对端若不支持，将会返回一个认证类型，本端

将用返回的认证类型进行请求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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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authtype pap 配置L2TP  AUTH_TYPE 

如果想取消认证类型配臵，使用命令 no l2tp authtype。 

38.2.6 配臵L2TP UNIQUE 

用户唯一性检查配置，若配置了此选项，再同一个时刻，同一个用户只能登陆一次。 

配置步骤: 

步骤1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配置模式 

步骤2 l2tp unique 配置L2TP UNIQUE 

如果想取消该限制，使用命令 no l2tp unique。 

38.2.7 删除在线用户 

在服务器端删除在线用户。 

配置步骤: 

步骤1 L2tp delete username[A.B.C.D] 删除某一在线用户 

用户 ip 为可选输入，指的是隧道 ip。 

若删除全部在线用户可以使用命令 l2tp delete all。 

38.3  配臵案例 

38.3.1 L2TP客户端直接连接到LNS 

案例描述： 

远程用户希望访问本地局域网，由于本地局域网使用的是私有地址，从 INTERNET 上

不能直接访问。如果用户有 L2TP 客户端，则可以使用 L2TP 客户端远程拨入本地 VPN

网关上的 LNS，建立 L2TP 隧道，然后通过 PPP 协商由本地 VPN 网关对远程用户进行

认证，并给他分配一个本地的私网地址，从而在远程用户和 LNS 之间建立一条基于 L2TP

的 VPDN 连接，使远程用户可以像本地用户一样访问本地局域网。 

这里远程用户通过公网，拨号到 LNS 的 eth2 接口。拨号成功后，便可以像内网用户一

样访问 192.168.0.0/24 和 192.168.1.0/24 两个网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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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组网图 

 

配置步骤： 

步骤1 配置认证用户组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_user local test123 

NGFW_A(config)# usergroup test_group firewall 

NGFW_A(config)# user access test_user group test_group 

NGFW_A(config)# 

步骤2 配置拨号接口 

 NGFW_A# configure terminal 

NGFW_A(config)# interface eth2 

NGFW_A(config-if)# allow access l2tp 

NGFW_A(config-if)# 

步骤3 配置L2TP模板 

NGFW_A(config)# l2tp ip 100.1.1.10 100.1.1.100 test_group 

NGFW_A(config)# 

步骤4 启动L2TP服务 

 NGFW_A(config)# l2tp enable 

NGFW_A(config)# 

     

配置结果： 

   ！ 

user access test_user local test123 

usergroup test_group firewall 

user access test_user group test_group 

   ！ 

   l2tp ip 100.1.1.10 100.1.1.100 test_group 

l2tp enable 



                                                          RG-NGFW 命令手册  

 

361 / 362 
 

！ 

! 

interface eth2 

 ip address 202.106.12.1/28 

 allow access http 

 allow access l2tp 

 allow access telnet 

! 

! 

38.4 L2TP 监控与维护 

38.4.1  查看 L2TP地址池配臵 

步骤1 显示L2TP地址池配置信息 

 NGFW_A# show l2tp pool 

100.1.1.11        100.1.1.100       90       90 

 Free addresses: 

    100.1.1.11 

    100.1.1.12 

    100.1.1.13 

100.1.1.14 

。。。。。 

100.1.1.100 

可以看到，可用的地址池地址从100.1.1.11到100.1.1.100。 

上面的两个90分别表示地址池地址总数和可用的地址数。 

38.5 故障分析 

38.5.1  L2TP客户端拨号，无法建立连接 

现象 L2TP客户端直接拨号到LNS，无法建立连接。 

分析 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客户端无法建立连接 

 客户端的用户名密码错误，确认一下用户名和密码。 

 客户端指定的连接地址不是LNS拨号接口配置的地址。 

 查看服务端配置的地址池地址是否已分配完全，是否还有可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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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TP接口是否执行allow access l2tp. 

38.5.2  L2TP建立连接后，出现异常断开 

现象 L2TP客户端直接连接到LNS，出现异常断开连接。 

分析 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导致客户端无法建立连接 

 由于网络故障导致L2TP隧道的hello报文没有应答，设备断开隧道连接。

请确认网络线路没有故障，而且L2TP服务器接口正常工作。 

 

38.6  常用调试功能 

38.6.1  debug l2tp packet 

应用环境: 

拨号客户端请求后，服务器没有响应。  

调试实例： 

 

 

 

 

 

 

结果分析： 

本地接收到了拨号客户端的请求报文，但是没有发送应答报文。可以查看 l2tp 配置信息，

看是否执行了 l2tp enable 命令。 

 

NGFW_A# terminal monitor 

NGFW_A# debug l2tp packet 

L2TP Rcv Packet: <- type=SCCRQ, tid=0, sid=0, Nr=0, Ns=0 

L2TP Rcv Packet: <- type=SCCRQ, tid=0, sid=0, Nr=0, N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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