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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耀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Array）于 2003 年创建于北京，是优秀的网

络功能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应用交付解决方案、移动应用接入（SSL VPN）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华耀现有员工 200 余人，其中研发团队占到 100 余人，

总部位于北京。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设有销售及技术支持部门，

负责全国的销售及客户支持工作。 

Array 一贯秉持为用户打造敏捷灵活与安全性能兼顾的网络环境的理念。作为多

年的应用交付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Array 确保应用性能、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

同时，将应用推送到终端用户。通过 Array 产品，用户可以使用任何设备、从任

何地点访问云环境或企业数据中心的应用、桌面或服务。从 Web 站点、到电子

商务、到企业应用、再到云服务，Array 解决方案提供了卓越的终端用户体验和

可靠的安全性，全力保障企业的运营效率。 

联系华耀 
如需联系 Array 公司的客户支持，请致电 400-600-7878 或发送邮件至

support@arraynetworks.com.cn。 

详细联系信息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40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B 座 1001-1017 室 

邮编：100125 

电话：010-84446688 

传真：010-84447566 

网站：http://www.arraynetworks.com.cn/ 

技术支持：400-600-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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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ASF 产品简介 

1.1 产品概述 

华耀 ASF 应用安全防火墙，提供企业级 Web 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和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分布式拒绝服务）防御解决方

案，帮助企业数据中心的关键业务应用免受 OWASP Top 10 Web 攻击、信息泄

露、拒绝服务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等各种安全攻击和威胁。 

1.2 产品主要概念 

 WAF 

WAF 是指根据预先定义的过滤规则和安全防护规则，对所有访问 Web 服务器的

HTTP 请求和服务器响应，进行 HTTP 协议和内容过滤，并对 Web 服务器和 Web
应用提供安全防护的网络安全产品。 

 DDoS 防御 

DDoS 攻击指借助于客户端/服务器技术，将多个计算机联合起来作为攻击平台，

对一个或多个目标发动 DDoS 攻击，从而成倍地提高拒绝服务攻击的威力。DDoS
防御功能可以对拒绝服务攻击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进行识别和拦截，从而减轻

其危害程度。 

 防护模型 

防护模型指系统提供应用防护时对报文采取的处理方式。系统支持透明和代理两

种防护模型。在透明防护模型下，系统不会改变报文的源和目的 IP 以及源和目

的端口；在代理防护模型下，虚拟服务代替后台服务对外提供服务，客户端请求

经过 ASF 设备时，系统至少会改变目的 IP 和端口中的一个，并可能会改变源端

口。 

 部署模式 

部署模式指 ASF 设备接入用户网络的方式。ASF 设备支持三种部署模式：网桥

模式、路由模式和 TAP 模型。在网桥部署模式下，ASF 设备作为二层网桥设备

串联接入到网络拓扑中；在路由部署模式中，ASF 设备作为三层网络设备接入网

络中，上下游设备将流量（请求和响应）路由到 ASF 设备进行处理，ASF 设备

处理完报文后再按照路由规则发出；在 TAP 部署模式，ASF 设备旁路接入网络

环境中，作为嗅探设备接收外部交换机拷贝来的镜像流量。 

 网桥 

网桥（bridge）是一个二层转发设备，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将两个局域网连起来，

根据 MAC 地址来转发帧。当 ASF 设备以网桥模式部署时，用户需要创建网桥，

并将上行链路（Uplink）接口和下行链路（Downlink）接口接入网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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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务 

防护服务定义了针对 DNS/HTTP/HTTPS 应用层协议的攻击的防护对象，通过向

防护服务中添加 IP 和端口对，来划定指定防护服务的防护范围。只有流量的目

的 IP 和端口对命中了防护服务中添加的 IP 和端口对，系统才会针对该流量提供

对应的应用层 DDoS 防护服务以及 WAF（针对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防护服务。 

 防护组 

防护组定义了针对网络层 DoS（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和 DDoS 攻击的防

护对象，通过向防护组中添加网段地址来划分需要提供防护的网络范围。只有流

量的目的 IP 命中了防护组中添加的地址，系统才会针对该流量提供 L3/L4 层的

DDoS 防护服务。 

 负向 WAF 安全模型 

负向 WAF 安全模型识别异常流量，放行正常流量。该模型将客户端发来的请求

和服务器返回的响应与内置的攻击签名库或其他攻击防护规则进行匹配，进而判

断会话的合法性。如果匹配一个或多个攻击签名，客户端访问会被认为是非法访

问，系统会根据管理员的配置阻断客户端访问或记录攻击日志。 

 正向 WAF 安全模型 

正向 WAF 安全模型识别出正常流量并阻断其他非正常流量。该模型通过自动流

量学习，识别正常应用流量的特征，从而形成正向白名单，即仅允许匹配白名单

的流量通过。系统的正向 WAF 功能支持根据自动流量学习结果手动或自动生成

白名单。如果一个请求没有命中白名单，则该请求会被认为是非法请求，系统会

根据管理员的配置阻断客户端访问或记录攻击日志。 

 WAF 防护模板 

WAF 防护模板是涵盖所有正向 WAF 和负向 WAF 安全模型的一系列 Web 应用

防护规则的集合。 

 WAF 防护模式 

WAF 防护模式定义了系统针对 Web 攻击采取的防护方式，是 WAF 防护模板的

一个属性。系统支持两种 WAF 防护模式： 

 探测（detect）：探测并记录 Web 攻击。 

 阻断（block）：探测、记录并阻断 Web 攻击。 

 攻击签名规则 

攻击签名规则是一种基于已知攻击的签名特征去识别攻击行为的 Web 攻击检

查，是负向 WAF 安全模型下的一种防护规则，是 WAF 防护模板的组成部分。

系统内置了由华耀安全中心（Array Security Center，ASC）发布的华耀攻击签名

库（Array Signature Library，ASL），该 ASL 包含了最新已知攻击的签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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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会定期发布新的 ASL 版本，购买了安全更新服务许可的系统可以更新 ASL
版本以获取最新攻击的防护能力。此外，系统支持管理员创建自定义攻击签名来

进行攻击检测。 

 DLP 规则 

DLP（Data Leak Protection，数据泄露防护）规则用于防止用户的身份信息、手

机号码、邮箱地址、信用卡账户等私人或者敏感信息对外泄露，是负向 WAF 安

全模型的一种防护规则，也是 WAF 防护模板的组成部分。 

 内容过滤功能 

内容过滤功能用于检测服务器响应是否携带敏感词汇，从而避免泄露用户的敏感

信息或满足安全合规性要求，是负向 WAF 安全模型的一种防护功能，也是 WAF
防护模板的组成部分。如果服务器返回的响应带有敏感词汇，系统会根据管理员

的配置阻断客户端访问或者隐藏敏感信息。 

 虚拟补丁 

虚拟补丁功能将外部 Web 漏洞扫描器的扫描结果（XML 格式的报告）转换为

Web 服务器的虚拟补丁，缩短 Web 服务器漏洞被黑客利用的窗口时间，适用于

事前针对 Web 应用进行安全加固。 

 WAF 安全策略 

WAF 安全策略用于将 WAF 防护模板应用于特定的 HTTP 或 HTTPS 类型的防护

服务，从而为访问该服务的流量提供攻击检测和阻断。 

 HTTP 过滤 

系统支持对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进行 HTTP 协议合规性检查，支持

针对请求方法、首部长度、首部数量、Cookie 数量、Cookie 长度、URL 关键字、

URL 长度、URL 查询参数数量、请求文件类型以及 HTTP 响应码等协议特征进

行过滤，满足企业对安全合规性的要求。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 

应用DDoS防护模板提供检测并防御针对特定应用层协议的DoS/DDoS攻击的防

护功能，通过应用到防护服务来为其提供应用层的 DoS/DDoS 防护。根据应用层

协议的不同，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又可以划分为 HTTP DDoS 防护模板、HTTPS 
DDoS 防护模板和 DNS DDoS 防护模板，分别针对 HTTP 应用、HTTPS 应用和

DNS 应用提供 DDoS 防护。 

 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网络 DDoS 防护模板提供检测并防御各种 L3/L4 层的 DoS 和 DDoS 攻击的防护

功能，通过应用到防护组来为其提供 L3/L4 层的 DoS/DDoS 防护。 

 全局 DDoS 防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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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DDoS 防护模板是针对常见的 DoS（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攻击以及

畸形报文攻击而预置的网络 DDoS 防护模板。添加防护组后，全局 DDoS 防护模

板将自动为其提供相应的网络层防护。 

 DDoS 防护模式 

DDoS 防护模式定义了当 DDoS 防护模板检测出 DDoS 攻击时系统采取的处理方

式，是 DDoS 防护模板的一个属性。系统支持两种 DDoS 防护模式： 

 探测（detect）：探测并记录 DoS/DDoS 攻击。 

 阻断（block）：探测、记录并阻断 DoS/DDoS 攻击。 

 DDoS 防护规则 

DDoS 防护规则定义了一个或者一组 DDoS 攻击检查动作，是 DDoS 防护模板的

组成部分。 

 DDoS 防护策略 

DDoS 防护策略用于将 DDoS 防护模板应用于 DDoS 防护对象。网络 DDoS 防护

策略将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应用于防护组；应用 DDoS 防护策略将应用 DDoS 防

护模板应用于防护服务。 

 动态黑白名单 

系统可以根据流量学习自动生成黑白名单（又称为动态黑白名单），并进行生命

周期管理。 

 静态黑白名单 

系统可以允许管理员手动配置黑白名单（又称为静态黑白名单），对客户端的访

问进行控制。 

 高级 ACL 

高级 ACL 功能针对网络层协议和应用层协议的流量提供高级访问控制，从而防

止大流量的恶意攻击，提高内网资源的可用性。 

 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是网络设备所提供的保证业务不中断的一系列方案。对于网桥部署模

式，用户可以借助硬件和软件 Bypass 功能实现业务的高可用性，或者借助上下

游设备的 HA 设备或负载均衡设备实现业务高可用性；对于路由部署模式，用户

可以使用 ASF 设备提供的集群功能，支持主备和主主方式的业务冗余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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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ASF 设备部署 

2.1 防护模型 

防护模型指系统为应用提供防护时的报文处理方式。系统支持两种防护模型：透

明防护模型和代理防护模型。 

2.1.1 透明防护模型 

在透明防护模型下，系统不会改变报文的源和目的 IP 和端口。也就是说，设备

透明经过设备。 

 
注意：透明防护模型不支持对 HTTPS 应用进行防护。 

2.1.2 代理防护模型 

在代理防护模型下，虚拟服务代替后台服务对外提供服务，客户端请求经过设备

时，系统将至少修改目的 IP 和目的端口中的一个，可能会改变源端口。 

根据是否将虚拟 IP（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与接口绑定，代理防护模型可以进一

步细分为 arp 代理防护模型和 noarp 代理防护模型。 

 在 arp 代理防护模型下，系统将虚拟 IP 与接口绑定，并响应虚拟 IP 的 ARP
请求。 

 在 noarp 代理防护模型下，系统不将虚拟 IP 与任何接口绑定，用户需要通过

修改网络拓扑或配置将访问该虚拟 IP 的流量指向设备。例如通过修改路由

的方式将访问虚拟 IP 的流量发送到接口 IP。 

2.2 部署模式 

2.2.1 网桥部署模式 

在网桥部署模式下，设备作为二层网桥串联接入到网络拓扑中。 

网桥部署模式支持透明防护模型和代理防护模型。 

2.2.1.1 网桥透明场景 

在该场景部署场景中，用户只需要将设备串联接入网络拓扑中，不需要改变现有

网络的配置和数据流向。如下图所示。 



第 2 章 ASF 设备部署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6 

 

图2–1 网桥透明场景 

从网桥的一个接口收到流量后，系统将从另一个接口发出。如果流量命中了防护

组或防护服务，系统会将流量转发到相应的功能模块进行扫描，通过检查后，系

统直接从网桥的另一接口发出。 

该场景支持硬件 Bypass 功能。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系统通过 Bypass 组件直接转

发流量。 

2.2.1.1.1 部署建议 

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部署： 

1. 创建网桥，然后将两个系统接口加入该网桥。建议使用支持硬件 Bypass 的
接口对。 

2. 将两个系统接口分别设为上行链路（Uplink）接口和下行链路（Downlink）
接口。 

3. 然后将 Uplink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Downlink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 

4. 验证流量是否能正常透传设备。 

5. 确认流量能够正常通过设备后，添加防护服务、防护模板和防护策略等防护

配置。 

6. 再次验证流量能够正常通过设备。 

2.2.1.1.2 配置示例 

1. 创建网桥，并将系统接口 Port1 和 Port2 加入该网桥。 

AN(config)#bridge name br1 
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1 
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2 

2. 将 Port1 和 Port2 接口分别设置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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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interface uplink port1 
AN(config)#interface downlink port2 

3. 将 Port1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Port2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然后确认流量能够

正常透传设备。 

4. 定义防护服务，例如 HTTP 类型的服务 s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s1 http 

5. 为防护服务配置 IP 地址和端口对。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s1 192.168.100.11 80 

6. 定义防护组以提供网络层 DoS/DDoS 攻击防护。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7. 将防护服务的 IP 地址所属的子网添加为防护组的 IP 子网。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0.0 255.255.255.0 

如果需要防护对象配置网络防护，请参见第 5 章网络防护。如果需要为防护对象

配置应用防护，请参见第 6 章应用防护。 

2.2.1.2 网桥代理场景 

在该场景中，用户需要将设备作为二层网桥设备串联接入到网络环境中，并且需

要修改网络配置，以确保访问虚拟 IP（VIP）的流量经过设备。如下图所示。 

 

图2–2 网桥代理场景 

与网桥透明场景不同，在该场景中，设备提供了服务器代理功能。管理员需要修

改网络配置确保访问虚拟服务的流量经过设备。该场景不支持硬件 Bypas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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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 部署建议 

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部署： 

1. 创建网桥设备，然后将两个系统接口加入该网桥。 

2. 将两个接口分别设为 Uplink 和 Downlink。 

3. 将 Uplink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Downlink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 

4. 验证流量是否能正常透传设备。 

5. 确认流量能够正常通过设备后，添加防护服务、防护模板和防护策略等防护

配置。 

6. 修改网络配置，然后确认访问 VIP 的流量能够正常通过设备。 

2.2.1.2.2 配置示例 

1. 创建网桥，并将系统接口 port1 和 port2 加入该网桥。 

AN(config)#bridge name br1 
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1 
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2 

2. 将 Port1 和 Port2 接口分别设置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 

AN(config)#interface uplink port1 
AN(config)#interface downlink port2 

3. 将 Port1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Port2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然后确认流量能够

正常透传设备。 

4. 定义虚拟服务，例如 HTTP 类型的服务 s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s1 http virtual 

5. 为防护服务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s1 192.168.100.11 80 noarp 
 

 
注意：虚拟服务的 IP 应设置为不发送 ARP（noarp），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与后台服务

的 IP 地址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 

6. 定义后台服务，并将后台服务绑定到虚拟服务。 

AN(config)#security real service rs1 http 192.168.100.21 80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s1 rs1 

7. 定义防护组以提供网络层 DoS/DDoS 攻击防护。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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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添加为防护组的 IP 子网。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0.11 255.255.255.255 

如果需要防护对象配置网络防护，请参见第 5 章网络防护。如果需要为防护对象

配置应用防护，请参见第 6 章应用防护。 

2.2.2 路由部署模式 

在路由部署模式中，设备作为三层网络设备接入网络中，上下游设备将流量（请

求和响应）路由到设备进行处理，设备处理完报文后再按照路由规则发出。 

路由部署模式支持透明防护模型和代理防护模型。 

2.2.2.1 路由透明场景 

在该场景中，用户需要将设备作为三层网络设备接入网络，并且在上下游设备上，

将流量的下一跳指向设备的接口 IP 地址。流量经过设备检测后，报文的源 IP、
源端口、目的 IP 和目的端口都不会发生改变。如下图所示。 

 

图2–3 路由透明场景 

 在上述示例中，用户在设备上游的网关上将发往后台服务器的流量的下一跳

指向设备 Uplink 接口的 IP 地址，在服务器上将其网关指定为设备 Downlink
接口的 IP 地址。 

对于命中了防护组或防护服务的流量，设备检测后根据路由规则转发。对于没有

命中防护组或防护服务的流量，设备直接根据路由规则转发。 

2.2.2.1.1 部署建议 

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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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两个接口分别设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并为其配置 IP 地址。 

2. 修改网络配置，将访问防护服务或者防护组的请求流量及后台服务器返回的

响应流量路由到设备。 

3. 将 Uplink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Downlink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 

4. 确认设备能够正常的接收和转发上游和下游设备的流量。 

5. 确认流量能够正常通过设备后，添加防护组、防护服务、防护模板和防护策

略等防护配置。 

6. 再次确认设备能够正常的收发访问防护服务或者防护组的流量。 

2.2.2.1.2 配置示例 

1. 将 Port1 和 Port2 接口分别设置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 

AN(config)#interface uplink port1 
AN(config)#interface downlink port2 

2. 为 Port1 和 Port2 接口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ip address port1 192.168.10.2 255.255.255.0 
AN(config)#ip address port2 192.168.100.2 255.255.255.0 

3. 将 Port1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Port2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然后确认设备能够

正常收发流量。 

4. 定义防护服务，例如 HTTP 类型的服务 s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s1 http 

5. 为防护服务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s1 192.168.100.11 80 

6. 定义防护组以提供网络层 DoS/DDoS 攻击防护。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7. 将防护服务的 IP 地址所属的子网添加为防护组的 IP 子网。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0.0 255.255.255.0 

如果需要防护对象配置网络防护，请参见第 5 章网络防护。如果需要为防护对象

配置应用防护，请参见第 6 章应用防护。 



第 2 章 ASF 设备部署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1 

2.2.2.2 路由代理场景 

在该场景中，设备将作为后台服务的代理服务器，用户在访问后台服务时，需要

先访问设备的虚拟服务。经过设备后，请求报文的源 IP 保持不变，目的 IP 修改

为后台服务的真实 IP。 

根据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是否与设备接口绑定，路由代理场景可以分为： 

 路由 ARP 代理：系统将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VIP）绑定到设备，响应 ARP
请求报文。用户必须将需要检测的业务流量指向设备的 VIP，并在服务器上

将网关设置为设备的 Downlink 接口的 IP 地址，如图 2-4 所示。 

 路由非 ARP 代理：系统不将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VIP）绑定到设备，也不

响应 ARP 请求报文。用户必须将需要检测的业务流量指向设备的接口 IP，
并在服务器上将网关设置为设备的 Downlink 接口的 IP地址。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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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路由部署模式下的 ARP 代理防护场景 

 

图2–5 路由部署模式下的非 ARP 代理防护场景 

 
注意： 

 路由代理场景仅支持防护 HTTP 和 HTTPS 服务，不支持防护 DNS 服务。 
 用户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将需要检测的业务流量指向设备的 VIP 或接口 IP：

1）在上游网关或者路由器上配置 NAT 规则，将需要检测的业务流量的目的 IP
和端口改写为设备的 IP 地址和端口；2）在 DNS 服务器上将域名的解析 IP 地址

修改为设备的 IP 地址。 

2.2.2.2.1 部署建议 

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部署： 

1. 将两个接口分别设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并为其配置 IP 地址。 

2. 添加防护组、防护服务、防护模板和防护策略等防护配置。 

3. 在网关上添加 DNAT 规则或修改 DNS 服务器域名解析记录，将需要检测流

量指向设备的 VIP（路由 ARP 代理场景）或 Uplink 接口 IP（路由非 ARP 代

理场景）。 

4. 修改服务器的默认网关为设备 Downlink 接口的 IP 地址。 

5. 将 Uplink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Downlink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 

6. 确认设备能够正常的接收和转发防护服务或者防护组的流量。 

2.2.2.2.2 配置示例 

1. 将 Port1 和 Port2 接口分别设置为 Uplink 和 Downlink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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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interface uplink port1 
AN(config)#interface downlink port2 

2. 为 Port1 和 Port2 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ip address port1 192.168.10.2 255.255.255.0 
AN(config)#ip address port2 192.168.100.2 255.255.255.0 

3. 将 Port1 接口连接上游设备，将 Port2 接口连接下游设备，然后确认设备能够

正常收发流量。 

4. 定义虚拟服务，例如 HTTP 类型的服务 s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s1 http virtual 

5. 为防护服务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s1 192.168.10.3 80 arp 
 

 
注意：对于路由 ARP 代理场景，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应配置为 arp；对于路由非 ARP
代理场景，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应配置为 noarp。 

6. 定义后台服务，并将后台服务绑定到虚拟服务。 

AN(config)#security real service rs1 http 192.168.100.11 80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s1 rs1 

7. 定义防护组。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8. 将虚拟服务的 IP 地址添加为防护组的 IP 子网。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3 255.255.255.255 

如果需要防护对象配置网络防护，请参见第 5 章网络防护。如果需要为防护对象

配置应用防护，请参见第 6 章应用防护。 

2.2.3 TAP部署模式 

在 TAP 部署模式下，ASF 作为嗅探设备旁路接入网络环境中，作为嗅探设备接

收拷贝自外部交换机拷贝来的镜像流量。该模式部署简单，不需要更改网络的拓

扑，不影响现有业务流量的流向，用户只需要在交换机配置端口镜像策略，将需

要检测的流量拷贝到设备的嗅探（TAP）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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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TAP 部署模式 

该部署模式仅支持透明防护模型，并且只能检测流量，不能阻断攻击，即 WAF
防护模板和 DDoS 防护模板的防护模式不能为“block”。 

2.2.3.1 部署建议 

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部署： 

1. 在设备启用 TAP 模式，指定嗅探（TAP）接口，并为其启用混杂模式。 

2. 添加防护服务、防护模板和防护策略等防护配置。 

3. 在交换机上配置端口镜像策略，将需要检测的流量拷贝到设备连接的交换机

端口。 

4. 验证设备是否能够接收到镜像流量。 

2.2.3.2 配置示例 

1. 启用 TAP 模式。 

AN(config)#tap on 

2. 将为 Port2 设置为 TAP 接口接口，并为其开启混杂模式，将其设置为 TAP
接口。 

AN(config)#interface promisc port2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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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义防护服务，例如 HTTP 类型的服务 s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s1 http 

4. 为防护服务配置 IP 地址。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s1 192.168.100.11 80 

5. 定义防护组。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6. 将防护服务的 IP 地址添加为防护组的 IP 子网。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0.11 255.255.255.255 
 

 
注意：TAP 模式下，系统只支持“detect”防护模式。 

如果需要防护对象配置网络防护，请参见第 5 章网络防护。如果需要为防护对象

配置应用防护，请参见第 6 章应用防护。 

2.2.4 各部署模式支持的防护选项 

部署模式 
 

防护模型 

网桥模式 路由模式 TAP 模式 

透明 代理（noarp） 透明 代理（arp） 代理（noarp） 透明 

HTTP 防

护服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TTPS 防

护服务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DNS 防护

服务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防护组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攻击阻断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静 态 黑 白

名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动 态 黑 白

名单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全局 DDoS
防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网络 DDoS
防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TTP 
DDoS 防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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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模式 
 

 

网桥模式 路由模式 TAP 模式 

HTTPS 
DDoS 防护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DNS DDoS
防护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HTTP WAF
防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TTPS 
WAF 防护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HTTP 过滤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DLP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虚拟补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正向 WAF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CMP/UDP
/TCP/HTTP
/DNS AC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意： 

 透明防护模型不支持防护 HTTPS 服务。 
 代理防护模型不支持防护 DN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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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访问设备和初始化配置 

3.1 连接ASF设备 

本章将介绍如何使用控制台连接、SSH 连接和 WebUI 接口三种方式访问 ASF 设

备并对其进行配置和管理。 

3.1.1 控制台连接 

如果需要通过控制台连接 ASF 设备，首先使用 Console 线将管理主机连接到 ASF
设备的 Console 接口上，并且在管理主机上安装支持 VT100 终端的终端仿真程

序软件（例如 PuTTY），然后打开终端仿真程序软件，新建串口控制台连接，

并设置参数如下： 

 波特率为 9600 

 数据位为 8 位 

 不设置同位 

 停止位为 1 位 

 没有控制位 

管理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为“array”和“admin”）即

可与 ASF 设备建立控制台连接，从而进入到命令行模式对设备进行配置和管理。 

3.1.2 SSH连接 

ASF 设备内置了 SSH 服务，启用 SSH 服务后，ASF 设备将会作为 SSH 服务器

支持用户远程访问。如果需要与 ASF 设备建立 SSH 连接，管理员首先需要使用

网线将 ASF 设备和管理主机连接到网络中，然后在管理主机上安装 SSH 客户端，

通过 SSH 客户端与 ASF 设备建立 SSH 连接。与 ASF 设备建立 SSH 连接时，管

理员需要输入 SSH 服务器的 IP 地址。SSH 服务器的 IP 地址管理员为系统接口

配置的 IP 地址。 

 
注意：Windows、MacOS 或者 Unix 下的 SSH 软件，可以从 http://www.openssh.com
网站获得。 

假设 SSH 服务已经启用，并且管理员为某接口配置了 IP 地址“10.3.55.251”。

下文是一个使用 SSH 客户端与 ASF 设备建立 SSH 连接的示例： 

在管理主机上运行 SSH 客户端程序，输入如下指令： 

>> #ssh array@10.3.55.251 

http://www.openssh.com/�
http://www.opens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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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建立连接后，ASF 设备会提示管理员输入密码。系统默认的用户名为 array，
密码是 admin。 

>> #ssh array@10.3.55.251 
>> #array@10.3.55.251's password: 

 
注意：管理员必须保证 IP 地址配置和基础网络配置全部正确，才能通过 SSH 正确的

连接到设备。 

3.1.3 WebUI连接 

网络用户配置接口（Web User Interface，WebUI）使用户可以通过直观、友好的

图形化接口，对 ASF 设备进行配置和管理，达到与命令行配置同样的配置效果，

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和操作。 

ASF 设备的 WebUI 功能具有以下优点： 

 通过快速响应来改善用户体验； 

 将 ASF 设备的功能和性能最大化； 

 实现更简便的系统配置和管理。 

 
注意：WebUI 功能默认是关闭的。如果想通过 WebUI 界面对 ASF 设备进行配置和管

理，请首先参考 3.3.3.6 小节“启动 WebUI”。 

ASF 设备提供 WebUI 界面，可以通过在浏览器的地址栏内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和

端口号访问。例如（8888 为 WebUI 的默认端口号）： 

https://192.168.1.200:8888 

按下回车，浏览器内出现欢迎界面，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系统默认的用户名

为 array，密码是 admin。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就可以进入到 WebUI 界
面。 

WebUI 支持通过 IE、Chrome 和 Safari 浏览器访问。如果访问 WebUI，建议采用

IE 11 以上版本。另外浏览器分辨率应设置为至少 1024 x 768。 

3.2 ASF设备LED信息 

3.2.1 前面板LED信息 

ASF 设备前面板上有三个 LED 指示灯：黄色、绿色和蓝色。下面对每个 LED 指

示灯的含义及功能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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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前面板 LED 指示灯说明 

LED 颜色 LED 名称 功能描述 
蓝色 电源（Power） 指示电源工作状态和 ASF 设备的启动状态（关闭/打开）。 

绿色 运行（Run） 
ArrayOS 系统启动后，此灯开始亮起，用来指示 CPU 的使用

率。CPU 的使用率越高，闪烁速率越快。 

黄色 故障（Fault） 

正常情况下该 LED 灯保持熄灭状态。当该 LED 灯亮起时，表

明 ASF 设备有可能出现了以下问题： 
 CPU 风扇停止工作。 
 CPU 过热（CPU 过热温度为 85℃）。 
 系统过热（1U 设备系统过热温度为 75℃，2U 设备系统

过热温度为 85℃）。 
 冗余电源出现故障（如果该 ASF 设备支持冗余电源）。 

 
注意：当 ASF 设备的黄色故障 LED 指示灯亮起时，请联系华耀客户支持，并可以通

过查看设备的日志来检查 ASF 设备出现的问题。 

3.2.2 后面板LED信息 

ASF 设备后面板上每个以太网口有两个 LED 指示灯： 

 Link LED：指示链路的速度模式，可以为 1 Gbps、10 Mbps 或 100 Mbps。 

 Activity LED：指示网口的活动状态。 

下面将分别对 ASF 设备的板载网卡和扩展网卡的 LED 指示灯含义做出说明。 

表3–2 以太网口 LED 指示灯说明 

网卡类型 LED 名称 功能描述 

板载网卡 

Link LED 

Link LED 指示灯有如下指示颜色： 
 琥珀色：速度模式为 1 Gbps。 
 绿色：速度模式为 100 Mbps。 
 不亮：无连接或速度模式为 10 Mbps。 

Activity 
LED 

Activity LED 指示灯有如下指示颜色： 
 黄色闪烁：活动。 
 不亮：不活动。 

扩展网卡 

Link LED 
Link LED 指示灯颜色为黄色，表示链路的速度模式为 1 Gbps、
10 Mbps 或 100 Mbps。 

Activity 
LED 

Activity LED 指示灯有如下指示颜色： 
 绿色闪烁：活动。 
 不亮：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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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LI介绍 

ASF CLI 允许管理员通过控制台终端和 SSH 连接使用命令行对 ASF 设备的主要

功能进行配置和控制。 

3.3.1 CLI使用说明 

ASF 设备的软件设计提升了与设备交互的友好性，例如自动补齐。自动补齐是一

种非常直观易用的方式，允许用户仅输入 CLI 命令的第一个或前几个字母，ASF
设备就能补齐 CLI 命令。下表列举了 ASF CLI 支持的快捷方式。 

表3–3 快捷方式列表 

CLI 快捷键 作用 
Ctrl+a 将光标移动到行的开头。 
Ctrl+e 将光标移动到行的结尾。 
Ctrl+f 将光标向前移动一个字符。 
Ctrl+b 将光标向后移动一个字符。 
Esc+f 将光标向前移动一个单词。 
Esc+b 将光标向后移动一个单词。 
Ctrl+d 删除光标对应的字符。 
Ctrl+k 删除光标处到行尾的内容。 
Ctrl+u 删除输入的行。 

ASF 设备的 CLI 命令行遵守下表中的格式约定： 

表3–4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式 含义 
粗体 命令行主体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参数在配置时是必选的。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参数在配置时是可选的。 
表示“no”、“show”和“clear”等子命令。 

{x|y|…}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多个。 
[x|y|…]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注意：当参数取值为字符串时，推荐将参数取值置于双引号中，以确保设备能够正

确执行命令。 

下面是一个 CLI 命令行的示例。 

ip address {system_ifname|mnet_ifname|vlan_ifname|bond_ifname} <ip_address> 
<net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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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访问控制级别 

ASF 设备的命令行接口提供三个级别（模式）的访问控制，对需要登录 Array 系

统并进行特定配置操作的管理员进行权限管理。每个模式分别用不同的命令行提

示符来表示，其组成形式分别为：“ASF 设备的主机名称”+“>”或“#”或

“(config)#”。 

 User 模式 

User 模式是最低的访问级别。处于这个模式的用户只能使用一些基本的操作和

非关键的设备功能。在命令行接口中，User 模式提示符的表现形式为“AN>”。 

 Enable 模式 

处于这个模式的用户可以使用大量的查看类命令，例如“show version”命令。

用户可以执行 User 模式和 Enable 模式下的命令。要想进入 Enable 级别，用户需

要在 User 模式下执行“enable”命令，并输入正确的 Enable 模式密码。默认的

Enable 模式密码为空。 

用户成功进入 Enable 模式后，CLI 命令行提示符从“AN>”变为“AN#”。 

 Config 模式 

Config 模式是最高的访问级别。处于这个级别的用户可以修改 ASF 设备的各项

配置。要想进入 Config 级别，用户需要在 Enable 级别下执行“config terminal”
命令。用户进入 Config 模式后，CLI 命令行提示符从“AN#”变为“AN(config)#”。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管理员处于Config模式。如果当前另一个管理员处于Config
模式，可以执行“config terminal force”命令强制进入 Config 模式。 

 
注意： 

 在 ArrayOS 中，可以创建管理员账户，并为其分配两类访问权限：Enable 和

Config。只有拥有 Config 访问权限的管理员账户才能访问 Config 模式。详细信

息请参见 14.1 用户管理小节。 
 在任何模式下，用户可以输入“?”查看当前模式下可用的 CLI 命令。 
 本文档中所有的 CLI 配置示例的前提是用户已经成功登录 ASF CLI 并进入所需

的访问模式。 

3.4 系统初始化配置 

下面列出了进行系统初始化配置所需的命令。对于具体的描述信息，请参考《ASF
命令行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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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系统初始化配置命令 

配置操作 命令行 

配置接口 IP 地址 
ip address {system_ifname|mnet_ifname|vlan_ifname|bond_ifname} 
<ip_address> <netmask> 

设置默认的网关 IP
地址 

ip route default <gateway_ip> 

检查 IP地址的配置 
ping {ip|hostname} 
show ip address 
show ip route 

设置系统日期、时

间和时区。 

system date <year> <month> <date> 
system time <hour> <minute> <second> 
system timezone 

启动 WebUI 
webui on 
webui port <port> 
webui ip <ip_address> 

保存配置 write memory 

3.4.1.1 为接口配置IP地址 

为用于管理的系统接口（例如 port1）分配 IP 地址和掩码： 

AN(config)#ip address port1 10.10.0.2 255.255.255.0 

3.4.1.2 设置默认的网关IP地址 

为 ASF 设备设置默认的网关 IP 地址，例如： 

AN(config)#ip route default 10.10.0.1 

3.4.1.3 检查IP地址的配置 

为了验证 ASF 设备与网络正确连接，可以使用“ping”命令测试是否可以正确

连通网关和后台服务器。 

用“ping”命令测试与网关的连通性： 

AN(config)#ping 10.10.0.1 
PING 10.10.0.1(10.10.0.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0 ttl=128 time=0.671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1 ttl=128 time=0.580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2 ttl=128 time=0.529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3 ttl=128 time=0.486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4 ttl=128 time=0.638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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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1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486/0.581/0.671/0.068 ms 

用 ping 命令测试与后台服务器的连通性： 

AN(config)#ping 192.168.10.1 
PING 192.168.10.1(192.168.10.1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 icmp_seq=0 ttl=128 time=0.66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 icmp_seq=1 ttl=128 time=0.58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 icmp_seq=2 ttl=128 time=0.552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 icmp_seq=3 ttl=128 time=0.484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 icmp_seq=4 ttl=128 time=0.632 ms 
 
--- 192.168.10.1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486/0.581/0.671/0.068 ms 

想要确认或查看 IP 地址和路由的配置，可以通过下列命令实现： 

AN(config)#show ip address 
ip address "port1" 10.10.0.2 255.255.255.0 
ip address "port2"  192.168.10.1 255.255.255.0 
 
AN(config)#show ip route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 
default                         10.10.0.1 

3.4.1.4 设置系统日期、时间和时区 

1. 设置系统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0 日。 

AN(config)#system date 18 10 20 

2. 设置系统时间为上午 11:33:51。 

AN(config)#system time 11 33 51 

3. 使用“system timezone”命令设置时区。 

a. 选择大陆。 

b. 选择国家。 

c. 选择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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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启动WebUI 

要通过 WebUI 管理和配置 ASF 设备，管理员需要启用 WebUI。 

执行以下命令启用 WebUI： 

AN(config)#webui on 
 

 
注意： 

 如果需要自定义 WebUI 使用的 IP 地址，请使用“webui ip”命令。 
 如果需要自定义 WebUI 使用的端口号，请使用“webui port”命令。 

3.4.1.6 保存配置 

想要保存配置，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AN(config)#writ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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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系统和网络配置 

4.1 基本系统配置 

4.1.1 系统时间 

4.1.1.1 系统时间手动设置 

系统允许管理员为 ASF 设备设置系统日期、时间和时区。该功能主要应用于网

络中没有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服务器的场景。 

 CLI 配置示例 

1. 设置系统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0 日。 

AN(config)#system date 18 10 20 

2. 设置系统时间为上午 11:33:51。 

AN(config)#system time 11 33 51 

3. 使用“system timezone”命令设置时区。 

a. 选择大陆。 

b. 选择国家。 

c. 选择时区。 

4. 查看系统时区。 

AN#show system timezone 
system timezone "CST" 

4.1.1.2 NTP 
NTP 功能能够让 ASF 设备与配置的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 

要使用 NTP 功能，用户首先需要配置至少 1 个 NTP 服务器。当启用 NTP 功能

时，ASF 设备将作为 NTP 客户端，按照大约 15 分钟的间隔自动与配置的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系统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的 NTP 服务器。 

如果用户配置了多个 NTP 服务器，ASF 设备将根据从每个 NTP 服务器返回的响

应报文中的时间信息计算往返延时，然后跟延时最小的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

间。 

 CL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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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NTP 服务器。 

AN(config)#ntp server 192.168.1.100 

2. 启用 NTP 功能。 

AN(config)#ntp on 

用户可以执行“show ntp”命令查看当前的 NTP 配置，以及 ASF 设备与 NTP 服

务器的时间分差和关联。 

AN#show ntp 
ntp on 
ntp server 10.3.0.1 
 
synchronised to NTP server (10.3.0.1) at stratum 3  
   time correct to within 7987 ms 
   polling server every 64 s 
 
     remote           refid      st t when poll reach   delay   offset  jitter 
======================================================================
======== 
*10.3.0.1  10.137.38.86     2 u  106   64  376   55.234   -2.290   1.147 

4.1.2 主机名 

ASF 设备的默认主机名为 AN。系统允许用户修改设备的主机名。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ostname”命令修改 ASF 设备的主机名。 

AN(config)#hostname my_asf 
my_asf(config)# 

4.1.3 系统邮件 

系统支持通过内置的本地邮件服务器或者配置外部邮件服务器发送告警邮件。 

4.1.3.1 本地邮件服务器 

系统内置了一个本地邮件服务器。系统默认使用本地邮件服务器发送告警邮件。 

用户还可以定制通过本地邮件服务器发送报警邮件的主机名称和发件人 email 账
户。 

 CL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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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system mail from”命令修改通过本地邮件服务器发送报警邮件的发

件人 email 账户。 

AN(config)#system mail from "asf@arraynetworks.com.cn" 

2. 执行“system mail hostname”命令修改通过本地邮件服务器发送报警邮件

的主机名称。 

AN(config)#system mail hostname "asf01" 

4.1.3.2 外部邮件服务器 

系统支持外部邮件服务器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系统将作为邮件客户端，通过配

置的发件人 email 账号登录外部邮件服务器并发送告警邮件。目前系统只支持外

部 SMTP 邮件服务器。系统只允许配置一个外部 SMTP 邮件服务器。该功能默

认设置为禁用。该功能禁用时，系统将作为邮件客户端，通过内置的本地邮件服

务器发送告警邮件。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ystem mail external server”命令配置外部 SMTP 邮件服务器。 

AN(config)#system mail external server 192.168.1.12 465 1 

2. 执行“system mail external user”命令配置通过外部 SMTP 邮件服务器发送

报警邮件的发件人 email 账户。 

AN(config)#system mail external user test testpasswd1 

3. 执行“system mail external on”命令启用外部邮件服务器功能。 

AN(config)#system mail external on 

4.1.3.3 邮件中继 

系统支持邮件中继功能。启用该功能后，当向指定域名的 email 地址发送报警邮

件时，系统先将报警邮件发给配置的邮件中继服务器再进行转发。该功能默认设

置为禁用。系统允许配置最多 10 个邮件中继服务器。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ystem mail relay server”命令为指定域名的邮件服务器配置邮件中

继服务器。 

AN(config)#system mail relay server arraynertworks.com.cn relay.com 

2. 执行“system mail relay on”命令启用邮件中继功能。 

AN(config)#system mail rela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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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络配置 

 
注意：IP 地址、默认路由等基本网络配置和高级网络配置通常被其它配置关联或使

用。当完成这些配置后，请勿任意修改或者删除，否则将会造成不可预知的问题。

如果管理员需要修改网络配置，请在修改网络配置后依次执行命令“write 
memory/file”、命令“clear config all”和命令“config memory/file”。 

4.2.1 接口 

4.2.1.1 系统接口 

系统接口是 ASF 设备提供的物理接口的逻辑名称。用户可以执行“show 
interface”可以查看系统接口的信息和统计。 

AN(config)#show interface  
port1(port1): flags=8843<UP,BROADCAST,RUNNING,SIMPLEX,MULTICAST> mtu 1500 
        inet6 fe80::20c:29ff:fe0e:610 prefixlen 64 scopeid 0x1  
        inet 192.168.0.131 netmask 0xffffff00 broadcast 192.168.0.255 
        inet 192.168.0.132 netmask 0xffffffff broadcast 192.168.0.132 
        ether 00:0c:29:0e:06:10  
        media: autoselect (10Gbase-T <full-duplex>) 
        status: active 
        deploy direction: UPLINK 
        Hardware is VMXNET3 Ethernet Controller 
        Input total: 50964 packets, 12629255 bytes 
                multicasts: 30229, Input errors: 0 
                drops: 0 
        Output total: 24298 packets, 26908037 bytes 
                multicasts: 0, Output errors: 0 
        Collosions: 0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1776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8 bits/sec, 0 packets/sec 
port2(port2): 
flags=28943<UP,BROADCAST,RUNNING,PROMISC,SIMPLEX,MULTICAST,PPROMISC> 
mtu 1500 
        inet6 fe80::20c:29ff:fe0e:61a prefixlen 64 scopeid 0x2  
        ether 00:0c:29:0e:0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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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autoselect (10Gbase-T <full-duplex>) 
        status: active 
        deploy direction: UPLINK 
        Hardware is VMXNET3 Ethernet Controller 
        Input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multicasts: 0, Input errors: 0 
                drops: 0 
        Output total: 14 packets, 1212 bytes 
                multicasts: 0, Output errors: 0 
        Collosions: 0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port3(port3): 
flags=10028943<UP,BROADCAST,RUNNING,PROMISC,SIMPLEX,MULTICAST,PPROMISC
> mtu 1500 
        inet6 fe80::20c:29ff:fe0e:624 prefixlen 64 scopeid 0x3  
        ether 00:0c:29:0e:06:24  
        media: autoselect (10Gbase-T <full-duplex>) 
        status: active 
        deploy direction: UPLINK 
        Hardware is VMXNET3 Ethernet Controller 
        Input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multicasts: 0, Input errors: 0 
                drops: 0 
        Output total: 14 packets, 1212 bytes 
                multicasts: 0, Output errors: 0 
        Collosions: 0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port4(port4): flags=8843<UP,BROADCAST,RUNNING,SIMPLEX,MULTICAST> mtu 1500 
        inet6 fe80::20c:29ff:fe0e:62e prefixlen 64 scopeid 0x4  
        ether 00:0c:29:0e:06:2e  
        media: autoselect (10Gbase-T <full-duplex>) 
        status: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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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loy direction: UPLINK 
        Hardware is VMXNET3 Ethernet Controller 
        Input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multicasts: 0, Input errors: 0 
                drops: 0 
        Output total: 21 packets, 1806 bytes 
                multicasts: 0, Output errors: 0 
        Collosions: 0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4.2.1.1.1 接口属性 

一个系统接口拥有以下基本属性： 

 接口名称：系统接口的名称默认与系统接口 ID 相同，即 port1、port2、port3
等。用户可以自定义系统接口的名称。 

 MAC 地址：系统接口的物理 MAC 地址。用户可以修改系统接口的名称。 

 MTU：系统接口的 MTU（Maximun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用

户可以修改系统接口的 MTU。 

 Speed：系统接口的速度和工作模式。如果接口与其它设备（例如特定速度

的双工模式路由器和交换机）连接在一起使用，需要通过设置系统接口速度

和工作模式来满足这些要求。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nterface name”命令修改系统接口的名称： 

AN(config)#interface name port1 uplink1 

执行“interface mac”命令修改系统接口的 MAC 地址： 

AN(config)#interface mac port1 00:0c:29:0e:06:2e 

执行“interface mtu”命令修改系统接口的 MTU： 

AN(config)#interface mtu port1 1440 

执行“interface speed”命令修改系统接口的速度和工作模式： 

AN(config)#interface speed port1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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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2 混杂模式 

系统接口的混杂模式允许系统接口对目的 MAC 地址为非本地 MAC 地址的数据

包进行处理。系统接口的混杂模式默认配置为禁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nterface promisc”命令为系统接口启用混杂模式： 

AN(config)#interface promisc port1 enable 

4.2.1.1.3 部署方向 

根据系统接口部署在数据流位置，系统接口可以划分为 

 上行（Uplink）接口：连接上游网络设备的接口。 

 下行（Downlink）接口：连接下游网络设备的接口。 

所有系统接口默认设置为上行接口。请根据部署实际情况调整系统接口的部署位

置。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nterface uplink”命令修改系统接口为上行接口： 

AN(config)#interface uplink port1 

执行“show uplink”命令查看所有的上行接口： 

AN(config)#show uplink 
up-link interfaces: 
        port1        port2        port3        bond1        bond2        bond3        
bond4        bond5        bond6        bond7        bond8        VLAN1 

执行“interface downlink”命令修改系统接口为下行接口： 

AN(config)#interface downlink port4 

执行“show downlink”命令查看所有的下行接口： 

AN(config)#show downlink 
down-link interfaces: 
        port4 

4.2.1.2 聚合接口 

4.2.1.2.1 概述 

本章将介绍链路聚合（Link Aggregation）功能。链路聚合又称骨干路，可以大

幅度提高网络的性能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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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2 链路聚合的原理 

链路聚合是把两个或多个数据信道捆绑成一个单一的、高带宽的逻辑链路。所有

聚合接口被看成是一个“高级”接口。如果每一个聚合链路都是不同的物理链路，

它就可以成倍增加网络带宽，提高接口可靠性，提供链路冗余和容错能力。然而，

链路聚合不可以与接口冗余功能一起使用。 

链路聚合必须在配置 MNET 或 VLAN 之前进行配置。如果在聚合接口上做了其

它配置，例如 MNET 或 VLAN，当这个聚合接口上的这些配置发生变化时，管

理员必须先保存这些变化，然后重启系统，这样这些配置变化才会起作用。 

ASF 设备系统最多支持 8 个聚合接口，每个聚合接口上最多可以绑定 12 个系统

接口。聚合接口会检查每个系统接口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某个接口链路断开，之

前由该系统接口处理的流量将转发到聚合接口中其他正常工作的系统接口上。 

向聚合接口中添加系统接口时，我们可以将系统接口设置为聚合接口上的主接口

或备用接口。每个聚合接口上可以设置多个主接口或备用接口。当所有主接口都

无法工作时，备用接口将接替主接口开始工作。 

 
注意：将系统接口绑定到聚合接口时，系统接口上不能配置任何 IP 地址。如果系统

接口配有 IP 地址，请先将 IP 配置删除。否则，系统禁止把该接口绑定到聚合接口上。 

另外，ASF 设备还支持在聚合接口上配置 MNET 或 VLAN。链路聚合的配置必

须在配置多网段或虚拟局域网之前进行。 

4.2.1.2.3 链路聚合健康检查 

链路聚合健康检查用于判断聚合接口的健康状况（Up 或 Down）。链路聚合健

康检查允许 ASF 设备对聚合接口的每个子接口做健康检查，并将每个子接口的

健康状况标记为“up”或“down”。通过配置链路聚合健康检查功能，用户可

以方便地使用标记为“up”的子接口传输数据。 

 
注意：如果聚合接口中所有子接口的健康状况都标记为“down”而 ARP 数据报和 IPv6 
NS 数据报仍可正常发送，此时聚合接口依旧处于可用状态，业务流量将继续发往每

个子接口。同时，请检查健康检查的目的 IP 地址是否配置正确。 

4.2.1.2.4 链路聚合配置 

 配置向导 

为了更好的通过您的配置来发挥 ASF 设备的最佳性能，请根据您网络的具体情

况，绘制出指导配置的网络拓扑图。本节中的链路聚合配置示例将基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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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链路聚合配置 

下面列出了配置链路聚合功能所需要用到的命令，相关命令的描述信息，请参考

《Array ASF 命令行使用手册》。 

表4–1 ASF 链路聚合配置命令 

配置操作 命令行 

绑定接口 bond interface <bond_name> <interface_name> [1|0] 

为绑定后的接口配

置一个名称 
bond name <bond_id> <bond_name> 

为绑定后的接口配

置 IP 地址 
ip address {system_ifname|mnet_ifname|vlan_ifname|bond_ifname} 
<ip_address> {netmask|prefix} 

配置默认网关 ip route default <gateway_ip> 

配置健康检查 bond health <bond_name> <destination_ip> [interval] [timeout] 
[up_check_times] [down_check_times] [gateway_ip] 

 配置示例 

1. 绑定接口。 

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需要把设备的 Port1 接口和 Port4 接口绑定在一起，并且

将 Port1 接口设置为主接口，将 Port4 接口设置为备用接口。 

AN(config)#bond interface bond1 port1 1 
AN(config)#bond interface bond1 port4 0 

2. 为聚合后的接口分配名称。 

我们可以使用“bond name”命令为聚合接口配置聚合名称。 

AN(config)#bond name bond1 link1 

3. 为聚合接口分配 IP 地址。 

AN(config)#ip address link1 10.10.0.2 255.255.255.0 

4. 配置网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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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ip route default 10.10.0.1 

为了验证 ASF 设备已经成功完成了网络基本配置，你可以使用“ping”命令测

试网关和后台服务器的连通性。如果前面的配置正确，在执行“ping”命令后会

返回如下信息。 

AN(config)#ping 10.10.0.1 
PING 10.10.0.1(10.10.0.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0 ttl=128 time=0.671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1 ttl=128 time=0.580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2 ttl=128 time=0.529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3 ttl=128 time=0.486 ms 
64 bytes from 10.10.0.1: icmp_seq=4 ttl=128 time=0.638 ms 
 
--- 10.10.0.1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486/0.581/0.671/0.068 ms 

5. 配置并启用链路聚合健康检查。（可选） 

AN(config)#bond health link1 172.16.77.81 5 3 3 3 172.16.77.1 

4.2.1.3 VLAN 
虚拟局域网（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VLAN）用于在逻辑上将网络按照功能

或应用划分为更小的网络，VLAN 的应用无需考虑用户网络的物理结构。每一个

VLAN 都是一个逻辑上独立的网络。以太网的 VLAN 分为以下两种： 

 以端口划分的 VLAN（Port-based VLAN） 

基于交换机端口划分的 VLAN，这种 VLAN 配置简单，但通常仅限于单个交换

机的环境下使用。 

 带标签的 VLAN（Tag-based VLAN） 

基于标签划分的 VLAN 可以使一组来自不同物理网段的设备，相互间像在同一

物理网段中一样通信。在基于标签划分的 VLAN 中，将一个称为“VLAN tag”
的数字插入到以太网帧中，以便让网络设备依据这些信息来决定数据帧的转发。

这种加入了标签的帧比普通的帧长度长四个字节，其中包含两个字节的 VLAN
协议标识符（TPID）和两个字节的 VLAN 控制信息（VCI）。 

ASF 设备在系统接口和聚合接口上支持配置带标签的 VLAN 子接口。ASF 设备

的 VLAN 子接口支持 IPv4 和 IPv6 网络环境。可以使用“show interface”命令

来查看当前系统上所有基于 IPv4 和 IPv6 的 VLAN 接口配置。例如： 

AN(config)#show interface 
…… 
V1(vlan1): flags=8843<UP,BROADCAST,RUNNING,SIMPLEX> mtu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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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t6 fe80::230:48ff:fe93:a73e prefixlen 64 scopeid 0xb  
        ether 00:30:48:93:a7:41  
        media: autoselect 
        status: no carrier 
        vlan : 10 parent interface: port2 
        webwall status: OFF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V2(vlan2): flags=8843<UP,BROADCAST,RUNNING,SIMPLEX> mtu 1500 
        inet6 fe80::230:48ff:fe93:a73e prefixlen 64 scopeid 0xc  
        ether 00:30:48:93:a7:41  
        media: autoselect 
        status: no carrier 
        vlan : 20 parent interface: port2 
        webwall status: OFF 
        packet drop (not permit):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packet drop (deny): 0 
                tcp 0          udp 0          icmp 0          ah 0          esp 0 
        5 minute in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5 minute output rate 0 bits/sec, 0 packets/sec 

4.2.1.3.1 VLAN配置示例 

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将建立两个 VLAN：“inside-vlan 1”和“inside-vlan 
2”。其中“inside-vlan 1”使用“500”这个标签，“inside-vlan 2”使用

“3001”这个标签。这些卷标已经插入到以太网帧中。 

1. 使用“vlan”命令创建 VLAN。 

AN(config)#vlan port2 inside-vlan1 500 
AN(config)#vlan port2 inside-vlan2 3001 

2. 使用“ip address”命令为每个 VLAN 分配 IP 地址。 

AN(config)#ip address inside-vlan1 192.168.1.1 255.255.255.0 
AN(config)#ip address inside-vlan2 192.168.2.1 255.255.255.0 

对于配置了 VLAN 的接口，其所连接的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需要打开 Tagged 
VLAN 或者 Trunking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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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MNET 
多网段（Multi-Netting，MNET）用于在同一个物理接口上复用多个 IP 地址，在

分配 IP 地址的时候，网络管理员可以选择下面这种方式：为这台服务器配置一

个 IP 地址，等到新的服务器到位后再分别配置新的 IP 地址。 

也可以采用另一种 IP 地址的分配方案。管理员可以将四个 IP 地址一次性分配给

当前使用的那台服务器，每个 IP 地址正是未来新服务器要使用的 IP 地址。网络

管理员现在就可以为未来的服务器先行建立 DNS 解析条目。这种为了给一个网

络设备接口配置多个 IP 地址的过程，称为 MNET。 

ASF 设备的 MNET 功能支持 IPv4 和 IPv6 网络环境。 

4.2.1.4.1 MNET配置 

在接口上配置 MNET 和配置 VLAN 非常类似。在我们的例子里，要在 ASF 设备

的 Port2 接口上配置两个 IP 地址：192.168.1.1/24 和 192.168.2.1/24。 

1. 使用“mnet”命令为接口分配 MNET。 

AN(config)#mnet port2 mnet1 
AN(config)#mnet port2 mnet2 

2. 使用“ip address”命令为每个 MNET 分配 IP 地址。 

AN(config)#ip address mnet1 192.168.1.1 255.255.255.0 
AN(config)#ip address mnet2 192.168.2.1 255.255.255.0 

此外我们有必要参考一下与 Port2 接口相连的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的文档，查阅如

何在它们的接口上使用 MNET。 

4.2.2 网桥（Bridge） 

在网桥部署模式下，ASF 设备作为二层网桥设备串联接入到网络拓扑中。ASF
上可以创建多个网桥实例，并将不同的物理接口加入相应网桥。对于部署了

VLAN 的场景，ASF 支持 VLAN 的 access 及 trunk 接入方式。 

 
注意：ASF 上的网桥仅支持纯二层转发，不支持承载三层及以上业务。 

 CLI 配置示例 

1. 添加一个网桥实例，例如名为 br1。 

AN(config)#bridge name br1 

2. 为该网桥实例添加两个系统接口，例如 port2 和 po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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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2 
AN(config)#bridge member br1 port3 

3. 为网桥上的系统接口配置承载的 VLAN，例如 VID=10。 

AN(config)#bridge vlan br1 port2 10 
AN(config)#bridge vlan br1 port3 10 

4. 查看网桥的 MAC 学习结果。 

AN(config)#show bridge mactable br1 
bridge name: br1 
        Index Destination MAC   VLAN Interface Bridge   Expire 
        1     00:50:56:9f:3c:66 0    port2     br1      0h19m56s 

5. 查看网桥的转发统计。 

AN(config)#show statistics bridge br1 
 
bridge name: br1(bridge0) 
 
        statistics: 
        receive packets:              132 
        receive bcast/mcast:          0 
        receive unicast:              132 
        upload packets:               132 
        reject packets:               0 
        drop packets:                 0 
        forward flood:                0 
        forward unicast:              0 
        forward bpdu packets:         0 

4.2.3 ARP/NDP 

4.2.3.1 ARP 
地址解析协议（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ARP）是根据 IP 地址获取物理地址

的一个 TCP/IP 协议。主机发送信息时将包含目标 IP 地址的 ARP 请求广播到网

络上的所有主机，并接收返回消息，以此确定目标的物理地址；收到返回消息后

将该 IP 地址和物理地址存入本机 ARP 缓存中并保留一定时间，下次请求时直接

查询 ARP 缓存以节约资源。 

用户可以为系统添加静态的 ARP 解析项。系统允许配置最多 128 条静态 ARP 表

项。 

 CL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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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ip arp”命令添加静态 ARP 表项： 

AN(config)#ip arp 192.168.100.10 00:21:9C:45:80:9F 

执行“show ip arp”命令查看系统中的静态和动态 ARP 表项： 

AN(config)#show ip arp 
(192.0.0.1) at 76:f0:74:e9:dc:22 permanent [ethernet] 
(192.168.0.105) at 70:8b:cd:7b:e3:a5 [ethernet] 
(192.168.0.1) at 3c:46:d8:8d:08:d8 [ethernet] 
(192.168.0.131) at 00:0c:29:0e:06:10 permanent [ethernet] 
(192.168.0.132) at 00:0c:29:0e:06:10 permanent [ethernet] 
(192.168.0.103) at 78:45:61:14:8a:e0 [ethernet] 
(192.168.0.102) at b0:89:00:fd:58:1d [ethernet] 
(192.168.0.100) at (incomplete) [ethernet] 

4.2.3.2 NDP简介 

邻居发现协议（Neighbour Discovery Protocol，NDP）是 IPv6 的关键协议，用于

获取与本地节点相连的其它节点的链路地址信息。 

与 IPv4 中的地址解析协议（ARP）类似，NDP 能够实现网络层地址到链路层地

址的转换。不同的是，NDP 使用 IPv6 控制信息报文（ICMPv6）和组播来实现相

邻节点（同一链路上的节点）的交互管理，并在一个子网中保持网络层地址和链

路层地址之间的映射。 

用户可以为系统添加静态的NDP 表项。系统允许配置最多 128条静态NDP表项。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pv6 ndp”命令添加静态 NDP 表项： 

AN(config)#ipv6 ndp 1030::C9B4:FF12:48AA:1A2B 00:21:9C:45:80:9F 

执行“show ipv6 ndp”命令查看系统中的静态和动态 NDP 表项： 

AN(config)#show ipv6 ndp 
Neighbor                             Linklayer Address S Flags 
fe80::74f0:74ff:fee9:dc22%veth0      76:f0:74:e9:dc:22  R  
fe80::20c:29ff:fe0e:62e%port4        0:c:29:e:6:2e      R  
fe80::20c:29ff:fe0e:624%port3        0:c:29:e:6:24      R  
fe80::20c:29ff:fe0e:61a%port2        0:c:29:e:6:1a      R  
fe80::20c:29ff:fe0e:610%port1        0:c:29:e:6:1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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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DNS 

4.2.4.1 外部DNS服务器 

ASF 设备支持外部 DNS 服务器。当系统不能自己解析 DNS 请求时，将 DNS 请

求转发到配置的外部 DNS 服务器。系统允许为 ASF 设备配置最多 3 个外部 DNS
服务器。系统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的外部 DNS 服务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p nameserver”命令添加一个 DNS 服务器。 

AN(config)#ip nameserver 10.3.0.10 

4.2.4.2 本地资源记录 

ASF 设备支持本地 DNS 资源记录，用于快速解析 DNS 请求。系统允许为 ASF
设备配置最多 64 个 DNS 资源记录。ASF 支持配置本地 A 和 AAAA 资源记录。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p host”命令添加一条 DNS 资源记录，用于 DNS 解析。 

AN(config)#ip host www.example.com 192.168.100.10 
AN(config)#ip host www.example.com 1030::C9B4:FF12:48AA:1A2B 

4.2.5 路由配置 

4.2.5.1 静态路由 

管理员可以为 ASF 设备配置静态路由。 

 CLI 配置示例 

执行“ip route static”命令添加一个静态路由。 

AN(config)#ip route static 192.168.100.0 255.255.255.0 10.8.6.1 

4.2.5.2 动态路由 

动态路由是一种使路由器可以自动决定和选择数据报转发路径的协议。动态路由

比静态路由更为强壮。动态路由目前支持很多协议，包括 RIPv1、RIPv2、OSPFv2
和 OSPFv3 及 BGP（含多协议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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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路由特别适合当今这种庞大的、频繁发生变化的网络环境。它通过自动收敛

来适应网络拓扑的改变。并且动态路由协议会在网络中的路由器之间相互传递路

由信息，来决定转发数据报的最佳路径。 

4.2.5.3 动态路由配置 

 

图4–2 动态路由配置 

1. 配置 RIP 协议。 

AN(config)#rip on 
AN(config)#rip version 2 
AN(config)#rip network 172.16.31.0 255.255.255.0 
AN(config)#rip network 172.16.32.0 255.255.255.0 

2. 配置 OSPF 协议。 

AN(config)#ospf on 
AN(config)#ospf network 172.16.32.0 255.255.255.0 0 
AN(config)#ospf network 172.16.31.0 255.255.255.0 0 

在配置结束后，可以通过“show ip route”命令查看动态路由的配置。 

AN(config)#show ip route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 
RIP routes: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 
172.16.39.0     255.255.255.0   172.16.31.67 
OSPF routes: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 
172.16.41.0     255.255.255.0   172.16.32.2 

4.2.6 GeoIP 

GeoIP 用于定位 IP 地址所处的经纬度、国家/地区、省市等地理位置信息的数据

库。在 ASF 中，GeoIP 主要有两个用途： 

 基于 GeoIP 的地域访问控制：根据 IP 域表生成 IP 黑名单文件，从而实现地

域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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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ebUI 界面生成并展示基于地域的统计图表。 

4.2.6.1 配置示例 

 （可选）GeoIP 数据库 

ASF 设备安装了默认的 GeoIP 数据库，用户也可执行“ipregion geoip import”
命令导入 GeoIP 数据库。 

AN(config)#ipregion geoip import country 
ftp://10.6.1.1.62/GeoLite2-Country-CSV_20180605.zip 

 基于 GeoIP 的地域访问控制 

1. 执行“ipregion geoip convert”命令生成 IP 域表。 

AN(config)#ipregion geoip convert country china 

2. 执行“show ipregion name”命令查看生成的 IP 域表。 

AN(config)#show ipregion name  
countryipv4_China 
countryipv6_China 

3. 执行“acl blacklist ipregion”命令根据 IP 域表生成 IP 黑名单文件。 

AN(config)#acl blacklist ipregion countryipv4_China 

4. 执行“acl blacklist ipfile apply”命令将指定的黑名单文件添加到黑名单中。 

AN(config)#acl blacklist ipfile apply countryipv4_China 

4.2.7 TAP模式 

TAP 模式是 ASF 的一种部署模式，用于对镜像流量（包括 uplink 和 downlink）
进行统计、对威胁或攻击进行检测，但不对攻击进行阻断或防护。通过执行“show 
tap”命令可以查看 ASF 是否处于 TAP 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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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TAP 部署模式 

在 TAP 模式下，ASF 不支持如下功能：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源认证 

 限速和高级 ACL 

 流量学习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tap on”命令开启 TAP 模式，并重启系统。 

AN(config)#tap on 
AN(config)#system reboot 

2. 使用 TAP 模式时，还需要执行“interface promisc”命令来为嗅探接口开启

混杂模式，用以接收上游设备的镜像流量。 

AN(config)#interface promisc port1 enable 

3. 如需关闭 TAP 模式，执行“tap off”命令，并重启系统。 

AN(config)#tap off 
AN(config)#system reboot 

4. 执行“show tap”命令显示当前的 TAP 模式状态。 

AN(config)#show tap 
TAP mode on 
 

 
注意：启用和禁用 TAP 模式需要重启系统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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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网络防护 

5.1 防护组（group） 

防护组定义了针对 L3/L4 的 DDoS 攻击的防护对象，通过向防护组中添加网段地

址来划分需要提供防护的网络范围。只有流量的目的 IP 命中了防护组中添加的

地址，设备才会针对该流量提供 L3/L4 层的 DDoS 防护服务。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ecurity group name”命令创建一个网络防护对象防护组。 

AN(config)#security group name g1 

2. 执行“security group address”命令向防护组中添加网段地址。 

AN(config)#security group address "g1" 192.168.1.0 255.255.255.0 

3. 执行“show security group summary”命令查看防护组的配置摘要信息。 

AN#show security group summary  
--------------------------------- 
security group name "g1" 
  type  : ipv4 
  subnet: 1 
    172.16.83.0 255.255.255.0 
  ddos_profile: "auto_profile_g1" 
  defense mode: detect 
  auto blacklist: on 
  auto whitelist: on 
  traffic topn  : off 
  rule information: 
    icmp.flood    :pps_alert 10, pps_limit 20 
    tcp.synflood  :pps_alert 500 
    tcp.sackflood :pps_alert 500 
    tcp.ackflood  :pps_alert 500 
    tcp.finflood  :pps_alert 500 
    tcp.resetflood:pps_alert 500 
    tcp.fragflood :pps_alert 500 
    tcp.connflood :cc_alert 10000, cps_alert 500, src_cc_check 500, src_new_conn_alert 200,  
src_new_conn_cycle 5 
    tcp.slowconn  :check_cycle 5, check_times:5  
    tcp.abnconn   :win_min 10, retrans_max 200, pkt_min 1, pkt_cycle 30, abnconn_alert 30, 
abnconn_cycle 15  
    udp.flood     :pps_alert 5000, pps_limit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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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p.fragflood :pps_alert 5000, pps_limit 10000 
    udp.fingerprint :fingerprint_offset 20, fingerprint_len 8 
  Active destination ip count: 0 
           

5.2 网络层DDoS防护 

网络层 DDoS 防护分别提供针对 TCP、UDP、ICMP 的防护。 

5.2.1 网络层DDoS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下图展示了网络层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 

 

图5–1 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Network DDoS Profile）是可以为防护组提供一系列网

络层 DDoS 防护的规则的集合。系统支持的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的最大数量随

设备内存不同而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见《ASF 命令行手册》的附录 II 系统规格。 

网络层 DDoS 防护规则是使用特定防护手段为防护组提供的 DDoS 攻击防护规

则，按照协议类型可以划分为 TCP DDoS 攻击防护规则、UDP DDoS 防护规则和

ICMP DDoS 攻击防护规则。 

网络层 DDoS 防护策略（Network DDoS Policy）用于将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应用

于防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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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网络层DDoS防护模板 

5.2.2.1 自动网络层DDoS防护模板 

当一个防护组被创建时，例如“g1”，系统会默认为其创建一个自动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auto_profile_g1”，该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将被初始化为系

统默认值。当系统为防护组“g1”开启流量基线学习任务后，系统可根据流量基

线学习的结果自动刷新“auto_profile_g1”中的规则，以此达到设备根据用户网

络环境的实际情况来动态调整防护规则的目的，具体参见“8.2 流量基线学习”

小节。用户也可以手动设置“auto_profile_g1”中的防护规则，一旦指定规则被

用户手动设置，该规则将不再被流量基线学习的结果动态刷新。自动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随防护组的创建/删除而自动被创建和删除，用户无法自己创建或

删除自动防护模板，只能修改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 

5.2.2.2 手动网络层DDoS防护模板 

当一个防护组被创建时，例如“g1”，系统会默认为其创建一个自动网络 DDoS
防护模板，管理员仍然可以创建自定义的手动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manual_profile_g1”，并手动设置防护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管理员

将手动创建的防护模板与指定的防护组“g1”绑定后，手动防护模板将完全取代

自动防护模板来提供网络层 DDoS 防护功能。一个手动创建的防护模板将可以同

时与多个不同的防护组进行绑定。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name”命令创建一个手动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name manual_profile_g1 

2. 执行“ddos policy group”命令来将手动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与指定的防

护组进行绑定。 

AN(config)#ddos policy group g1 manual_profile_g1 

3. 执行“show ddos profile group summary”命令来查看手动网络层 DDoS 防

护模板与防护组的绑定关系以及配置摘要信息。 

AN(config)#show ddos profile group summary manual_profile_g1 
--------------------------------- 
DDoS profile name "manual_profile_g1" 
  defense mode: detect 
  auto blacklist: on 
  auto whitelist: on 
  traffic topn  : on 
  app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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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rule information: 
    icmp.flood    :pps_alert 100000, pps_limit 100000 
    tcp.syn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sack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ack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fin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reset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fragflood  :pps_alert 10000 
    tcp.connflood  :cc_alert 10000, cps_alert 10000, src_cc_check 500, src_new_conn_alert 
200,  src_new_conn_cycle 5 
    tcp.slowconn  :check_cycle 5, check_times:5  
    tcp.abnconn   :win_min 10, retrans_max 200, pkt_min 1, pkt_cycle 30, abnconn_alert 30, 
abnconn_cycle 15  
    udp.flood     :pps_alert 10000, pps_limit 10000 
    udp.fragflood  :pps_alert 10000, pps_limit 10000 
    udp.fingerprint :fingerprint_offset 20, fingerprint_len 8 

5.2.3 TCP DDoS攻击防护 

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 TCP DDoS 防护规则为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添加 TCP 
DDoS 攻击防护能力。 

5.2.3.1 防御SYN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SYN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存在大量的 TCP 半连

接，使得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源认证，将认证通过的源加入白名单。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ynflood”命令，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 SYN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ynflood grp_pf1 100000 

5.2.3.2 防御SYN-ACK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SYN-ACK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因回复大量此类

报文而使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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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会话检查。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ynackflood”命令，对网络层DDoS防护模板

中的 SYN-ACK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ynackflood grp_pf1 100000 

5.2.3.3 防御ACK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ACK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因回复大量此类报文

而使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会话检查。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ackflood”命令，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 ACK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ackflood grp_pf1 100000 

5.2.3.4 防御FIN/RST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FIN/RST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因回复大量此类

报文而使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会话检查。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finrstflood”命令，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

中的 FIN/RST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finrstflood grp_pf1 100000 

5.2.3.5 防御连接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建立大量的 TCP 连接，耗尽目标服务器的连接资源，使得服

务器不能响应正常请求。 

 防护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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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源进行连接速率、并发连接数、慢速连接、异常会话检查，对于异常的源强

制断开连接并加入黑名单。 

1.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connflood”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

模板中的连接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connflood grp_pf1 10000 500 500 200 5 

当系统检测到遭受连接 Flood 攻击时，按照“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lowconn”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abnconn”命令的配置，来启动对

TCP 连接的慢速连接和异常连接检测。 

2.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lowconn”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

模板中的慢速连接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slowconn grp_pf1 5 5 

3.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abnconn”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

模板中的异常连接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abnconn grp_pf1 10 200 1 30 30 15 

5.2.3.6 防御TCP分片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正常网络流量中的 TCP 分片很少。如果在网络中添加 TCP 分片，则可能是受到

了 DDoS 攻击。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 TCP 分片，通常会造成以下危害： 

 大量 TCP 分片占用带宽资源，导致被攻击者响应缓慢甚至无法正常响应。 

 网络设备或服务器接收大量 TCP 分片并执行分片重组，可能导致网络设备或

服务器性能下降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防护原理： 

系统将重组 TCP 分片报文。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fragflood”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

中的 TCP 分片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tcp fragflood grp_pf1 100000 

5.2.4 UDP DDoS攻击防护 

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 UDP DDoS 防护规则为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添加 UDP 
DDoS 攻击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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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 防御UDP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UDP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因回复大量此类报文

而使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指纹识别和限速。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lood”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 UDP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lood grp_pf1 100000 5000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ingerprint”命令，来对网络层DDoS防护模

板中的 UDP 指纹识别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ingerprint grp_pf1 20 8 

5.2.4.2 防御UDP分片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 UDP 分片，通常会造成以下危害： 

 攻击通常会消耗大量网络带宽资源，导致严重的网络拥堵。 

 大量 UDP 分片会导致会话重组时网络设备性能显著降低。 

 大量 UDP 端口数据包会改变依赖会话转发的网络设备的性能，甚至会话耗

尽也会导致网络瘫痪。 

如果攻击数据包到达服务器的开放 UDP 端口，服务器会检查数据包的正确性以

消耗计算资源，导致服务器响应缓慢甚至无法正常响应。 

 防护原理： 

系统将重组 UDP 分片报文。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ragflood”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

板中的 UDP 分片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udp fragflood grp_pf1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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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ICMP DDoS攻击防护 

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 ICMP DDoS 防护规则为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添加 ICMP 
DDoS 攻击防护能力。 

5.2.5.1 防御ICMP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 ICMP 报文，导致目标服务器因回复大量此类报文

而使服务器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系统将进行限速。 

执行“ddos profile group rule icmp flood”命令，来对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 ICMP Flood 防护规则进行设置。 

AN(config)#ddos profile group rule icmp flood grp_pf1 100000 5000 

5.3 全局网络层DDOS防护 

系统预置了全局网络层防护模板，提供针对常见的 DoS 攻击以及畸形报文攻击

的防御。 

添加防护组后，全局网络层 DDoS 防护模板自动为其提供相应的网络层防护。 

5.3.1 常见DoS攻击防护 

常见 DoS 攻击防护提供了对目前已明确定义的 DoS 攻击的防护。 

5.3.1.1 Smurf 
 攻击原理： 

攻击者向目标网络的广播地址发送源 IP 为被攻击者的 ICMP 请求报文，使得网

络中的所有主机向被攻击者回应 ICMP 应答报文，这样造成被攻击者系统繁忙，

链路拥塞。 

 防护方法： 

系统不转发目的地址是受保护网段广播地址的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smurf”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

用 Smurf 攻击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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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smurf on 

5.3.1.2 ICMP Ping of Death 
 攻击原理： 

IP 报文的最大长度为 65535，攻击者向目标攻击者发送长度超过 65535 的 Ping
报文，当被攻击者进行报文重组时，因为报文长度超过限制，会造成系统崩溃。 

 防护方法： 

系统进行报文重组时，丢弃大于 65535 字节的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pingofdeath”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

板启用 Ping of Death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pingofdeath on 

5.3.1.3 IP Spoofing 
 攻击原理： 

攻击者通过向目标主机发送源 IP 地址伪造的报文，欺骗目标主机，从而获取更

高的访问和控制权限。该攻击会造成资源危害和信息泄漏。 

 防护方法： 

系统对报文进行路由表反查，如果反查下一跳出接口和报文的入接口不相等，则

视为 IP 欺骗攻击，丢弃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ipspoofing”命令来为全局网络DDoS防护模板

启用 IP spoofing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ipspoofing on 

5.3.1.4 TCP LAND（Local Area Network Denial） 

 攻击原理： 

LAND 攻击是指攻击者向被攻击者发送 TCP SYN 报文，此报文的源地址和目的

地址同为被攻击者的 IP 地址。这将导致被攻击者向它自己的地址发送回应报文，

从而造成资源的消耗。 

 防护方法： 

系统将检查报文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如果发现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相同，或者为

环回地址，则丢弃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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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land”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用

LAND（Local Area Network Denial）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land on 

5.3.1.5 IP Teardrop 
 攻击原理： 

攻击者把分片报文中的偏移字段设置成不正确的值，当被攻击者接收到此类分片

报文时，无法正确重组，导致系统崩溃。 

 防护方法： 

系统对接收到的分片报文进行分析，计算偏移量是否有误，如果有误则丢弃。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teardrop”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启用 Teardrop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teardrop on 

5.3.1.6 UDP Fraggle 
 攻击原理： 

UDP Fraggle 是 Smurf 攻击的一个变种。攻击者可以向攻击目标所在的网络发送

UDP 报文，报文的源地址为被攻击主机的地址，目的地址为被攻击主机所在子

网的广播地址或子网网络地址，目的端口号为 7 或 19。这种情况下，子网中启

用了端口 7（ECHO）和 19（Chargen）的主机都会向被攻击主机发送回应报文，

从而产生大量流量，占满带宽，导致被攻击网络阻塞或被攻击主机崩溃。 

即使子网上没有启用端口 7（ECHO）和 19（Chargen）的主机也将产生一个 ICMP
不可达消息，因而仍然会消耗带宽。若攻击者将 UDP 报文的源端口改为 19，目

的端口为 7，这样会不停地产生大量回应报文，其危害性更大。 

 防护方法： 

系统对 UDP 报文进行检测，若目的端口号为 7 或 19，则丢弃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fraggle”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

用 Fraggle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fraggl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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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7 ICMP Tracert 
 攻击原理： 

Tracert 报文攻击是攻击者利用 TTL 为 0 时返回的 ICMP 超时报文，和到达目的

地址时返回的 ICMP 端口不可达报文来发现报文到达目的地所经过的路径，它可

以窥探网络的结构。 

 防护方法： 

系统将检测到的 ICMP 超时报文或者端口不可达报文丢弃。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tracert”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

用 TraceRT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tracert on 

5.3.1.8 TCP Winnuke 
 攻击原理： 

TCP Winnuke 又称“带外传输攻击”，它的特征是攻击目标端口，被攻击的目标

端口通常是 139，而且 URG 位设为 1，即紧急模式。WinNuke 攻击是利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漏洞，向端口发送一些携带 TCP 带外（OOB）数据报文，但这些攻

击报文与正常携带 OOB 数据报文不同，其指针字段与数据的实际位置不符，即

存在重合，这样 Windows 操作系统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就会崩溃。 

 防护方法： 

若 TCP 报文目标端口是 139，URG 位为 1，并且 URG 指针不为空，系统将丢弃

此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winnuke”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启用 Winnuke 攻击防护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efend winnuke on 

5.3.2 畸形单包攻击防护 

畸形单包攻击防护针对各种畸形单包攻击进行防护。 

5.3.2.1 带路由记录项的IP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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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 路由技术中，路由记录选项用来记录 IP 报文从源地址到目的地址过程中所

经过的路径，即处理此报文的路由器的列表。IP 路由记录选项通常用于网络路

径的故障诊断，但也会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刺探网络结构。 

 防护方法： 

系统检测报文是否设置 IP 路由记录选项，如果是，则丢弃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routerecord”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用丢弃带有路由记录选项的 IP 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routerecord 

5.3.2.2 带源站选路选项的IP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在 IP 路由技术中，IP 报文的传递路径是由网络中的路由器根据报文的目的地址

来决定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由报文的发送方决定报文传递路径的方法，这就

是源站选路选项。源站选路选项允许源站明确指定一条到目的地的路由，覆盖掉

中间路由器的路由选项。源站选路选项通常用于网络路径的故障诊断和某种特殊

业务的临时传送。由于 IP 源站选路选项忽略了报文传输路径中的各个设备的中

间转发过程，也不管转发接口的工作状态，因而可能被恶意攻击者利用以刺探网

络结构。 

 防护方法： 

系统检测报文是否设置 IP 源站选路选项（宽松或严格），如果设置该选项丢弃

该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sourceroute”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启用丢弃带有（宽松/严格）源站选路选项的 IP 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sourceroute 

5.3.2.3 带时间戳选项的IP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在 IP 路由技术中，时间戳选项用于记录 IP 报文从源 IP 到目的 IP 过程中所经过

的路径和时间，也就是处理过此报文的路由器列表。IP 时间戳选项通常用于网

络路径的故障诊断，但也会被恶意攻击者利用以刺探网络结构。 

 防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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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检测报文是否设置 IP 时间戳记录选项，如果是，则丢弃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timestamp”命令来为全局网络DDoS防

护模板启用丢弃带有时间戳选项的 IP 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poption timestamp 

5.3.2.4 TCP报文标志位攻击 

 攻击原理： 

攻击者通过发送非法 TCP 标志位组合的报文，对主机造成危害。 

 防护方法： 

系统检查 TCP 报文的各个标志位，若出现以下情况，则丢弃报文： 

 6 个标志位全为 1 

 6 个标志位全为 0 

 SYN 和 FIN 位同时为 1 

 SYN 和 RST 位同时为 1 

 FIN 位为 1，而 ACK 位为 0 

 FIN 和 RST 位同时为 1 

 FIN、PUSH、URG 位同时为 1 

 仅 FIN 位为 1 

 仅 PUSH 位为 1 

 仅 URG 位为 1 

 SYN 位为 1 的分片报文 

 RST 位为 1 的分片报文 

 FIN 位为 1 且未带有载荷的分片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tcp errflag”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板

启用丢弃非法 TCP 标志位组合的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tcp err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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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超大UDP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利用长度超大的 UDP 报文对目标系统进行攻击。对于这类攻击，如果系统处理

不当，会造成系统崩溃或重启。 

 防护方法：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网络需求配置允许通过的 UDP 报文的最大长度。当实际 UDP
报文的长度超过该值时，将被判定为超大 UDP 报文攻击，并丢弃该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udp largepkt”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

板启用丢弃超大 UDP 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udp largepkt on 5000 

5.3.2.6 ICMP重定向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一般情况下，网络设备会向同一个子网的主机发送 ICMP 重定向报文，请求主机

改变路由，且设备仅向主机而不向其他设备发送 ICMP 重定向报文。但一些恶意

的攻击可能跨越网段向另外一个网络的主机发送虚假的重定向报文，以改变主机

的路由表，干扰主机正常的 IP 报文转发。 

 防护方法： 

系统将丢弃 ICMP 重定向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redirect”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

板启用丢弃 ICMP 重定向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redirect on 

5.3.2.7 ICMP不可达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不同的主机对 ICMP 不可达报文的处理方式不同，有的主机在收到网络或主机不

可达的 ICMP 报文后，对于后续发往此目的地址的报文直接认为不可达，从而切

断目的地与主机的连接。攻击者利用这一点，伪造不可达 ICMP 报文，切断被攻

击者与目的地的连接，造成攻击。 

 防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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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丢弃 ICMP 不可达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unreachable”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

护模板启用丢弃 ICMP 不可达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unreachable on 

5.3.2.8 超大ICMP报文攻击 

 攻击原理： 

超大 ICMP 报文攻击是指利用超大长度的 ICMP 报文对目标系统进行攻击。某些

情况下，系统在接收到超大 ICMP 报文后，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系统崩溃或重

启。 

 防护方法：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网络需求配置允许通过的 ICMP 报文的最大长度。当实际

ICMP 报文的长度超过该值时，系统将判定该报文为超大 ICMP 报文攻击，并丢

弃该报文。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largepkt”命令来为全局网络 DDoS 防护模

板启用丢弃超大 ICMP 报文的功能。 

AN(config)# ddos profile global drop icmp largepkt on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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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应用防护 

6.1 防护服务（Service） 

6.1.1 概述 

防护服务定义了针对 DNS/HTTP/HTTPS 应用层协议的攻击的防护对象，通过向

防护服务中添加 IP 和端口对，来划定指定防护服务的防护范围。只有流量的目

的 IP 和端口对命中了防护服务中添加的 IP 和端口对，系统才会针对该流量提供

对应的应用层 DDoS 防护服务以及 WAF（针对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防护服务。 

根据应用层协议的不同，防护服务可以划分为 HTTP 类型的防护服务、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和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系统为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提供 WAF 防护和应用层 DDoS 防护，为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提供应用层 DDoS
防护。关于 WAF 防护的说明与配置，请参见“6.2 WAF 防护”小节。关于应用

DDoS 防护的说明与配置，请参见“6.3 应用 DDoS 防护”小节。 

根据防护模型的不同，防护服务可以划分为虚拟服务和非虚拟服务。在“透明”

防护模型下，防护服务中添加的 IP 和端口对即内网中实际需要保护的服务的 IP
和端口对，因此需要配置的防护服务为非虚拟服务。而在“代理”防护模型下，

防护服务代理后台真实服务对外提供服务，因此需要配置的防护服务必须为虚拟

服务（为防护服务配置“virtual”关键字），并且需要配置后台服务来指代内网

中实际需要保护的服务，并将该虚拟服务与后台服务关联起来。 

 
注意： 

 HTTP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透明”和“代理”防护模型。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仅支持“代理”防护模型。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仅支持“透明”防护模型。 
 只能为一个虚拟服务添加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对。 

6.1.2 配置示例 

6.1.2.1 “透明”防护模型下的防护服务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ecurity service name”命令创建一个防护服务，以 HTTP 类型的防

护服务为例：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http_srv1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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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security service address”命令向防护服务中添加 IP 地址和端口对。

每个防护服务中可以添加 IP 和端口对的最大数量随设备内存不同而变化，

详细信息请参见《ASF 命令行手册》的附录 II 系统规格。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http_srv1" 192.168.1.2 80  

3. 执行“show security service summary”命令来查看防护服务的配置摘要信

息。 

AN(config)#show security service summary http http_srv1 
--------------------------------- 
security service name "http_srv1" 
  type: http 
  option: - 
  address: ipv4 
  ipport: 1 
    192.168.4.61(80) noarp 
  mapreal: "-" 
  ddos_profile: "auto_profile_http_srv1" 
    defense mode  : detect 
    auto blacklist: on 
    anomaly check : off 
    anomaly log    : off 
      http.getflood  : rps_alert 5000, rps_ratio 30% 
      http.postflood : rps_alert 1000, rps_ratio 30% 
      http.slowloris : cc_alert 100000, inter_time 500, timeout 5000, abcnt 10, check_cycle 30 
      http.slowpost  : cc_alert 100000, inter_time 500, timeout 10000, abcnt 10, check_cycle 
30 
      http.urlmonitor: rps_alert 100, rps_ratio 30% 
  http_accesslog: off 
  http_mask: 
    via: on 
  http_insert: 
    response.setcookie.httponly: off 
  http_remove: 
    response.header: off 
  http_filter: off 
    filter log: off 
    request.headerlength : - 
    request.cookielength : - 
    request.cookienumber : - 
    request.urllength    : - 
    request.urlquerynumber: - 
    request.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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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mimetype: - 
    request.urlkeyword: - 
    response.headerlength: - 
    response.cookielength: - 
    response.errcode: - 
  http_errpage: 0 

6.1.2.2 “代理”防护模型下的防护服务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ecurity service name”命令创建一个作为虚拟服务的防护服务。系统

当前支持将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指定为虚拟服务。以 HTTP 类

型的防护服务为例。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http_srv2_v" http virtual 

2. 执行“security service address”命令向防护服务中添加 IP 和端口对。对于

虚拟服务，只能为其添加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对。如果添加的 IP 地址需要对

外响应 ARP 请求报文，还需要配置“arp”关键字选项。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http_srv2_v" 119.75.217.109 80 arp 

3. 执行“security real service”命令来配置内网中实际需要受到防护的服务。

当前仅支持 HTTP 类型的后台服务。 

AN(config)#security real service "http_real1" "http" 192.168.1.3 80  

4. 执行“security service map”命令来将虚拟服务与后台服务关联。当前支持

将 HTTP/HTTPS 类型的虚拟服务与 HTTP 类型的后台服务关联。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http_srv2_v" "http_real1" 

5. 执行“show security service summary”命令来查看防护服务的配置摘要信

息。 

AN(config)#show security service summary "http" "http_srv2_v"  
--------------------------------- 
Security service name "http_srv2_v" 
  type: http 
  option: virtual 
  address: ipv4 
  ipport: 1 
    119.75.217.109(80) arp 
  mapreal: "http_real1(192.168.1.3 80)" 
  ddos_profile: "auto_profile_http_srv1" 
    defense mode  : 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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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blacklist: on 
    anomaly check : off 
    anomaly log    : off 
      http.getflood  : rps_alert 5000, rps_ratio 30% 
      http.postflood : rps_alert 1000, rps_ratio 30% 
      http.slowloris : cc_alert 100000, inter_time 500, timeout 5000, abcnt 10, check_cycle 30 
      http.slowpost  : cc_alert 100000, inter_time 500, timeout 10000, abcnt 10, check_cycle 
30 
      http.urlmonitor: rps_alert 100, rps_ratio 30% 
  http_accesslog: off 
  http_mask: 
    via: on 
  http_insert: 
    response.setcookie.httponly: off 
  http_remove: 
    response.header: off 
  http_filter: off 
    filter log: off 
    request.headerlength : - 
    request.cookielength : - 
    request.cookienumber : - 
    request.urllength    : - 
    request.urlquerynumber: - 
    request.method: - 
    request.mimetype: - 
    request.urlkeyword: - 
    response.headerlength: - 
    response.cookielength: - 
    response.errcode: - 
  http_errpage: 0 

6.2 WAF防护 

如果需要为防护服务提供 WAF 防护，管理员需要配置 WAF 防护模板，并为防

护模板添加防护规则，然后通过 WAF 防护策略将防护模板应用到防护服务上。 

系统提供的 WAF 防护囊括了负向 WAF 安全模型和正向 WAF 防护模型技术，

支持将两种安全模型提供的防护规则添加到同一个 WAF 防护模板中一起使用，

负向 WAF 安全模型的防护规则的优先级高于正向 WAF 防护模型下的正向白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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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负向WAF与正向WAF安全模型 

负向 WAF 安全模型识别异常流量，放行正常流量。该模型将客户端发来的请求

和服务器返回的响应与内置的攻击签名库或其他攻击防护规则进行匹配，进而判

断会话的合法性。如果匹配一个或多个攻击签名，客户端访问会被认为是非法访

问，系统会根据管理员的配置阻断客户端访问或记录攻击日志。 

正向 WAF 安全模型识别出正常流量并阻断其他非正常流量。该模型通过自动流

量学习，识别正常应用流量的特征，从而形成正向白名单，即仅允许匹配白名单

的流量通过。系统的正向 WAF 功能支持根据自动流量学习结果手动或自动生成

白名单。如果一个请求没有命中白名单，则该请求会被认为是非法请求，系统会

根据管理员的配置阻断客户端访问或记录攻击日志。 

在系统中，请求先经过负向 WAF 安全模型处理，然后再交由正向 WAF 安全模

型处理。 

6.2.2 WAF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下图展示了 WAF 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 

 

图6–1 WAF 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WAF 防护模板（WAF Profile）是可以为防护服务提供一系列 WAF 防护的规则

的集合。系统支持的 WAF 防护模板的最大数量随设备内存不同而变化，详细信

息请参见《ASF 命令行手册》的附录 II 系统规格。 

WAF 防护规则是使用特定防护手段为防护服务提供的攻击防护规则，例如攻击

签名（signature）规则、DLP（Data Leak Protection）规则、内容过滤规则、虚拟

补丁规则和正向白名单规则。 

WAF 防护策略（WAF Policy）用于将 WAF 防护模板应用于防护服务。一个 WAF
防护模板可以用来为多个防护服务提供 WAF 防护，而一个防护服务最多只能应

用一个 WAF 防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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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WAF防护模板 

6.2.3.1 模板定义与属性设置 

6.2.3.1.1 创建WAF防护模板 

创建 WAF 防护模板时，系统会自动为其添加默认的 WAF 规则并设置默认的属

性值。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WAF 防护模板下的防护规则及其属性。系统支

持的最大 WAF 防护模板数量随设备内存不同而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见《ASF 命

令行手册》的附录 II 系统规格。 

 配置示例 

要创建 WAF 防护模板，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name p1 

要查看 WAF 防护模板下的防护规则及其属性，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show waf profile config p1 
waf profile request bodylimit p1 13107200 ProcessPartial 
waf profile request detectmode p1 buffer 
waf profile response bodylimit p1 524288 ProcessPartial 
waf profile response detectmode p1 buffer 
waf profile auditlog off p1 
waf profile negative defensemode p1 detect 
waf profile negative defenselevel p1 1 
waf profile negative patch on p1 
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on p1 
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predefine p1 "multi" "multi" "multi" 
waf profile negative dlp off p1 
waf profile negative contentfilter off p1 
waf profile negative contentfilter action p1 mask 
waf profile positive off p1 
waf profile positive learning on p1 
waf profile positive defensemode p1 detect 
waf profile positive whitelist auto off p1 
waf profile positive whitelist auto allowtime p1 0 24 

6.2.3.1.2 防护模式 

WAF 防护模式是 WAF 防护模板的一个属性，定义了当 WAF 防护模板检测出可

疑流量时系统采取的处理方式。系统支持两种 WAF 防护模式： 

 探测（detect）：探测并记录 Web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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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断（block）：探测、记录并阻断 Web 攻击。 

管理员可以分别为负向WAF及正向WAF设置防护模式。负向WAF及正向WAF
默认的防护模式为“detect”。 

 配置示例 

要为负向 WAF 设置防护模式，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defensemode p1 block 

要为正向 WAF 设置防护模式，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defensemode p1 block 

6.2.3.1.3 WAF审计日志 

系统支持为 WAF 防护模板检测出的攻击记录详细的审计日志，方便管理员对客

户端访问进行审计。WAF 防护模板默认禁用 WAF 审计日志。关于 WAF 审计日

志的格式说明，请参见“10.5 WAF 审计日志”小节。 

 配置示例 

要为 WAF 防护模板启用 WAF 审计日志，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auditlog on p1 

要导出指定 WAF 防护模板到外部的 FTP 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auditlog export p1 "ftp://192.168.10.1/log/" 

6.2.3.2 攻击签名规则配置 

系统默认为 WAF 防护模板启用基于攻击签名的检测和防护。管理员还需要为

WAF 防护模板筛选启用预定义攻击签名规则，或关联自定义的攻击签名规则。 

6.2.3.2.1 预定义攻击签名的防护级别 

每个预定义攻击签名规则都定义有一个从 1 到 4 的防护级别。 

WAF 防护模板可以定义从 1 到 4 的防护级别。防护级别越小，防护的范围也越

小，但防护准确性越高，产生误报越少；而防护级别越大，防护的范围也越大，

但防护准确性越低，产生的误报越多。 

 1：表示 WAF 防护模板包含防护级别为 1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 

 2：表示 WAF 防护模板包含防护级别为 1 和 2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 

 3：表示 WAF 防护模板包含防护级别为 1、2 和 3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 

 4：表示 WAF 防护模板包含防护级别为 1、2、3 和 4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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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 防护模板的默认防护级别为 1。 

 CLI 配置示例 

要设置 WAF 防护模板的防护级别，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defenselevel p1 2 

6.2.3.2.2 根据应用特征筛选预定义攻击签名 

ASL 提供了系统可以支持的所有预定义攻击签名，预定义攻击签名只有添加到

WAF 防护模板中才能作为规则生效。管理员可以根据要防护的应用的特征（应

用运行的平台、应用的类型和应用的编程语言）来筛选最优的预定义攻击签名添

加到 WAF 防护模板中。 

系统默认为 WAF 防护模板添加了通用的预定义攻击签名。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

应用特征筛选预定义攻击签名并添加到 WAF 防护模板中。 

 CLI 配置示例 

如果要根据应用特征为 WAF 防护模板筛选要启用的预定义攻击签名，执行如下

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predefine p1 "multi:WordPress" "multi:iis" 
"multi" 

6.2.3.2.3 添加自定义攻击签名到WAF防护模板 

除了预定义攻击签名，系统支持管理员创建自定义攻击签名。管理员创建的自定

义攻击签名需要添加到 WAF 防护模板中才能生效。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name <custom_signature_name> 
<effect_phase>”命令创建一个自定义攻击签名。 

AN(config)#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name cs 1 

其中 1 代表该攻击签名生效的阶段。攻击签名生效的阶段支持如下取值： 

– 1：在所有攻击签名之前生效 

– 2：在请求攻击签名阶段生效 

– 3：在响应攻击签名阶段生效 

– 4：在所有攻击签名之后生效 

2. （可选）执行“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data <url>”命令从外部导入

上述攻击签名规则中需要用到的数据文件。 

AN(config)#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data http://192.168.1.200/rul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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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rule <custom_signature_name> 
<url>”命令从外部导入具体的攻击签名规则文件。 

AN(config)#waf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rule cs http://192.168.1.200/rule.conf 

4. 执行“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waf_profile_name> 
<custom_signature_name>”命令将自定义攻击签名绑定到 WAF 防护模板。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custom p1 cs 

6.2.3.2.4 例外攻击签名规则 

预定义攻击签名规则在不同的生产环境中有可能会产生误报，这时管理可以通过

设置例外攻击签名规则来防止产生误报。 

管理员可以根据攻击签名 ID 使某条具体的攻击签名规则失效。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excludeid p1 800920350 

6.2.3.2.5 针对攻击签名规则例外URL 

管理员也可以为某条具体的攻击签名规则配置特定的 URL 例外。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signature excludeurl p1 "/dashboard/upload.php" 
800920350 

6.2.3.3 DLP规则配置 

DLP（Data Leak Protection，数据泄露防护）规则是负向 WAF 安全模型下的一种

防护规则，可以防止用户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邮箱地址、信用卡账户等私人

或者敏感信息对外泄露。DLP 规则是 WAF 防护模板的组成部分。 

在 WAF 防护模板上启用 DLP 功能后，系统会检测服务器响应中是否包含上述

隐私信息。如果有隐私信息，则系统将隐藏隐私信息。对于电子邮件信息，系统

会隐藏@符号前的用户名；对于身份证信息和银行卡号信息，系统会隐藏除前六

位和后四位之外的其他部分；对于手机号码信息，系统会隐藏除前三位和后四位

之外的其他部分。 

 CLI 配置示例 

1. 在 WAF 防护模板中启用 DLP 功能。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dlp on p1 

2. 根据需要配置 DLP 规则。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dlp bankcard p1 

系统对每种类型的 DLP 都内置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去匹配，管理员也可以定制正

则表达式去匹配特殊的隐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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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dlp bankcard p1 "\b([1-9]{2})(\d{15}|\d{18})\b" 

6.2.3.4 内容过滤规则配置 

内容过滤功能主要用于防止服务器响应中带有某些敏感词汇，以避免泄露用户的

敏感信息，或满足安全合规性要求。管理员可以定制敏感词字典，然后导入系统

中使用。敏感词字典中每个敏感词一行，支持 UTF-8 及 ASCII 编码。 

如果服务器返回的响应带有敏感词汇，系统会根据配置的处理动作进行处理。内

容过滤功能支持两种处理动作： 

 mask：隐藏响应中的敏感词。 

 block：阻断客户端请求。 

默认的处理动作为“mask”。 

 CLI 配置示例 

1. 从外部服务器导入敏感词字典。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contentfilter dictionary import p1 
"http://192.168.1.200/dict.txt" 

2. 配置内容过滤功能的处理动作。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contentfilter action p1 block 

3. 为 WAF 防护模板启用内容过滤功能。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contentfilter on p1 

6.2.3.5 虚拟补丁规则配置 

虚拟补丁功能将外部 Web 漏洞扫描器的扫描结果（XML 格式的报告）转换为

Web 服务器的虚拟补丁，缩短 Web 服务器漏洞被黑客利用的窗口时间，适用于

事前针对 Web 应用进行安全加固。目前，虚拟补丁功能支持 IBM Rational 
AppScan 的 Web 漏洞扫描器。 

如果要使用虚拟补丁功能，管理员需要先将 Web 漏洞扫描器的扫描结果导入系

统作为虚拟补丁源，然后基于虚拟补丁源生成虚拟补丁。虚拟补丁是基于扫描结

果转换生成的一组自定义攻击签名。最后，管理员需要将该虚拟补丁应用到 WAF
防护模板，并为其启用虚拟补丁功能。系统默认为 WAF 防护模板启用虚拟补丁

功能。 

 CLI 配置示例 

1. 从外部导入 Web 漏洞扫描器的扫描结果作为虚拟补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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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waf negative patch source source1 "http://192.168.1.200/result.xml" 

2. 基于虚拟补丁源生成虚拟补丁。 

AN(config)#waf negative patch name patch1 source1 

3. 将虚拟补丁应用到防护模板。 

AN(config)# waf profile negative patch apply p1 patch1 

4. 在防护模板中开启虚拟补丁功能。 

AN(config)#waf profile negative patch on p1 

6.2.3.6 正向WAF配置 

正向 WAF 安全模型是指通过自动流量学习，识别正常应用流量的特征，从而形

成正向的安全模型（白名单模型），即仅允许匹配白名单的流量通过。系统的正

向 WAF 功能支持根据自动流量学习结果手动或自动生成白名单。如果一个请求

没有命中白名单，则该请求会被认为是非法请求，系统会根据管理员的配置阻断

客户端访问或记录攻击日志。 

使用正向 WAF 功能时，需要为 WAF 防护模板启用正向 WAF 防护，并启动学

习模式。管理员可以在学习一段时间后，基于正向 WAF 的学习日志生成正向白

名单。系统支持手动和自动生成正向白名单。 

在关闭正向 WAF 的学习模式后，正向 WAF 进入管理员设置的防护模式。 

 CLI 配置示例 

1. 在 WAF 防护模板中启用正向 WAF 防护。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on p1 

2. 在 WAF 防护模板中启用正向 WAF 学习模式。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learning on p1 

3. 在系统学习一段时间后，手动生成正向白名单。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whitelist generate p1 

注意：管理员也可以配置自动生成正向白名单，具体请参见《ASF 命令行手册》。 

4. 确认白名单生成正确后关闭正向 WAF 学习功能。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learning off p1 

5. 设置正向 WAF 的防护模式。 

AN(config)#waf profile positive defensemode p1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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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7 防护模板高级配置 

6.2.3.7.1 防护请求属性设置 

WAF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请求属性包括请求主体检测模式和请求主体长度的阈

值。 

WAF 防护模板提供两种请求主体检测模式： 

 “stream”：表示系统不缓存请求主体，收到后直接发给服务器。 

 “buffer”：表示系统缓存请求主体，等收到完整的请求主体后发送给服务

器。 

WAF 防护模板的请求主体检测模式默认为“buffer”。 

管理员可以为 WAF 防护模板设置请求主体长度的阈值，以及超过该阈值后的处

理动作。系统支持两种处理动作： 

 “ProcessPartial”：忽略超出阈值范围的请求主体部分，只处理阈值范围内的

请求主体部分。 

 “Reject”：直接阻断客户端访问。 

WAF 防护模板的检测请求主体长度的阈值默认为 13,107,200 字节，请求主体超

过该阈值时 WAF 的默认处理行为为“ProcessPartial”。 

 CLI 配置示例 

要设置 WAF 防护模板的请求主体检测模式，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request detectmode p1p buffer 

要设置 WAF 防护模板的检测请求主体长度的阈值，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rofile request bodylimit p1p 13107200 ProcessPartial 

6.2.3.7.2 防护响应属性设置 

WAF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响应属性包括响应主体检测模式和最大响应主体长度的

阈值。 

WAF 防护模板提供两种响应主体检测模式： 

 “stream”：表示系统不缓存响应主体，收到后直接发给客户端。 

 “buffer”：表示系统会缓存响应主体，等收到完整的响应主体后发送给客

户端。 

WAF 防护模板的响应主体检测模式默认为“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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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为 WAF 防护模板设置响应主体长度的阈值，以及超过该阈值后的处

理动作。系统支持两种处理动作： 

 “ProcessPartial”：忽略超出阈值范围的响应主体部分，只处理阈值范围内的

响应主体部分。 

 “Reject”：直接阻断客户端访问。 

WAF 防护模板的检测响应主体长度的阈值默认为 524,288 字节，响应主体超过

该阈值时 WAF 的默认处理行为为“ProcessPartial”。 

6.2.4 WAF防护策略 

WAF 防护策略用于将 WAF 模板应用于防护服务。一个 WAF 防护模板可以用来

为多个防护服务提供 WAF 防护，而一个防护服务最多只能应用一个 WAF 防护

模板。 

 配置示例 

如果要配置 WAF 防护策略，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af policy default s1 p1 

6.2.5 ASL（Array攻击签名库） 

ASL 包含了最新已知攻击的签名特征，包括负向 WAF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及正向

WAF 的攻击签名。 

华耀安全中心（Array Security Center，ASC）会以 ASL 镜像的形式定期发布新

的 ASL 版本。购买了安全更新服务许可的用户，可以手动或自动从 ASC 站点下

载 ASL 镜像来更新设备的 ASL 版本。ASL 版本升级与系统版本升级操作相互独

立。 

6.2.5.1 ASL自动更新 

开启 ASL 自动更新功能后，设备会在允许自动更新的时间段内检查 ASC 站点是

否有新版本的 ASL 镜像。获取到新版本镜像后，设备会根据配置的自动更新选

项来决定更新方式： 

 如果自动更新选项为 effect，设备会立即下载并应用新版本的 ASL 镜像。 

 如果自动更新选项为 notify，设备会通知管理员手动应用新版本。 

 WebUI 配置示例 

选择应用防护>WAF 攻击签名>攻击签名库>ASL 更新，在自动更新页面选择自

动更新选项为“有更新时提醒”或“有更新时立即应用”，并配置自动更新 URL、
自动更新时间段和（可选）自动更新代理，然后点击应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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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ASL 自动更新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waf asl update auto address”配置 ASL 镜像新版本的 ASC URL 地

址。 

AN(config)#waf asl update auto address 
https://asc.arraynetworks.com.cn/zh_Hans_CN/component/ASL 

2. 执行“waf asl update auto period”命令配置自动更新时间段。 

AN(config)#waf asl update auto period 5 8 

3. （可选）执行“waf asl update auto proxy”命令为 ASL 自动更新功能配置

Internet 连接代理。在设备需要通过代理连接 Internet 时才需要配置该命令。 

AN(config)#waf asl update auto proxy 10.3.0.73:443 admin 123456 

4. 执行“waf asl update auto on”命令启用ASL自动更新功能并指定自动更新

选项。 

AN(config)#waf asl update auto on effect 

 
注意：如果指定的自动更新选项为 notify，管理员需要执行“waf asl version apply”命

令应用 ASL 自动更新功能下载的新 ASL 镜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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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 ASL手动更新 

要手动更新 ASL，用户需要联系华耀客户支持获取新版本的 ASL 镜像，并将镜

像放在 FTP 或 HTTP/HTTPS 服务器上，然后通过该 URL 手动升级。同时，WebUI
还支持选择本地镜像手动更新 ASL。 

 WebUI 配置示例 

选择应用防护>WAF 攻击签名>攻击签名库>ASL 更新，在手动更新页面指定新

ASL 镜像的 URL 地址或选择本地 ASL 镜像，然后点击立即更新。 

 

图6–3 ASL 手动更新 

 CLI 配置示例 

执行“waf asl update manual”命令手动更新 ASL 镜像。 

AN(config)#waf asl update manual 
http://192.168.1.200/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1.0_2019-04-10.array 

6.2.5.3 ASL镜像管理 

系统提供了方便的 ASL 镜像管理操作，支持查看、删除和切换设备中的 ASL 镜

像。 

 WebUI 配置示例 

选择应用防护>WAF 攻击签名>攻击签名库>基本配置，在 ASL 镜像列表区域，

可查看设备中所有的 ASL 镜像。如果要删除或切换 ASL 镜像，可点击操作栏对

应的删除（ ）按钮和应用（ ）按钮。 

描述信息栏中，“Effective”表示已生效镜像；“Latest”表示最新镜像；

“Built-in”表示系统内置镜像。已生效镜像和内置镜像不允许被删除。 



第 6 章 应用防护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73 

 

图6–4 ASL 镜像管理 

 CLI 配置示例 

执行“show waf asl version status”命令查看设备中所有的 ASL 镜像。在镜像

名称前，“#”表示最新版本；“*”表示已生效版本；“&”表示系统内置版

本。 

AN(config)#show waf asl version status 
#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1.0_2019-04-10.array(latest image) 
*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0.2_2019-03-12.array(effective image) 
&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0.1_2018-11-30.array(built-in image) 

执行“waf asl version apply”命令切换 ASL 镜像。 

AN(config)#waf asl version apply 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1.0_2019-04-10.array 

执行“no waf asl image”命令删除指定 ASL 镜像 

AN(config)#no waf asl image Array_Signature_Library_1.1.0_2019-04-10.array 

执行“clear waf asl image”命令删除除了系统内置镜像和已生效镜像以外的所

有 ASL 镜像。 

AN(config)#clear waf asl image 

6.2.5.4 负向WAF的预定义攻击签名 

ASL 中负向 WAF 的预定义攻击签名可分为两种： 

1. 通用攻击签名，可用来应对 Web 应用中的未知漏洞，可以防护第三方软件

及自有编码实现的 Web 应用。 

2. 特定于 Web 应用类型，平台及语言的攻击签名，比如针对 WordPress 应用特

有的攻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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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5 正向WAF的攻击签名（黑名单） 

正向 WAF 的攻击签名只包含非常简单的已知攻击签名特征，管理员可通过以下

命令显示正向 WAF 的攻击签名： 

AN(config)#show waf positive signature 

6.3 应用DDoS防护 

应用 DDoS 防护功能用于为特定应用层协议的流量提供应用层 DDoS 防护。 

6.3.1 应用DDoS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下图展示了应用 DDoS 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 

 

图6–5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规则和策略的关系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Application DDoS Profile）是可以为防护服务提供一系列

应用层 DDoS 防护的规则的集合。系统支持的应用 DDoS 防护模板的最大数量随

设备内存不同而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见《ASF 命令行手册》的附录 II 系统规格。 

应用 DDoS 防护规则是使用特定防护手段为防护服务提供的 DDoS 攻击防护规

则，例如 HTTP Flood 攻击防护规则和 DNS Flood 攻击防护规则。 

应用 DDoS 防护策略（Application DDoS Policy）用于将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应

用于防护服务。 

6.3.2 应用DDoS防护模板 

应用DDoS 防护模板中定义了针对应用层DDoS攻击防护的各种DDoS防护规则

以及功能开关。按照创建方式，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可以分为自动应用 DDoS 防

护模板和手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按照防护流量的协议类型，应用 DDoS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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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可以分为 HTTP DDoS 防护模板、HTTPS DDoS 防护模板和 DNS DDoS 防护

模板。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和手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的 DDoS 防护规

则相同；而不同协议类型的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因防护的 DDoS 攻击不同而支持

的 DDoS 防护规则不同。 

6.3.2.1 自动应用DDoS防护模板 

当一个防护服务被创建时，例如“srv1”，系统会默认为其创建一个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例如“auto_profile_srv1”），该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

将被初始化为系统默认值。当系统为防护服务开启流量基线学习任务后（参见

“8.2.2 防护服务的流量基线学习”小节），系统可根据流量学习的结果刷新自

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规则，以此达到设备根据用户网络环境的实际情况来

动态调整防护规则。管理员也可以手动设置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

则，一旦指定规则被管理员手动设置，该规则将不再被流量学习的结果动态刷新。

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随防护服务的创建和删除而自动被创建和删除，管理员

无法手动创建或删除自动防护模板，只能修改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 

6.3.2.2 手动应用DDoS防护模板 

当创建了一个防护服务时，例如“srv1”，系统会默认为其创建一个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但是管理员仍然可以创建自定义的手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

并手动设置防护模板中的控制开关和防护规则。一旦管理员将手动创建的防护模

板与指定的防护服务绑定，那么手动防护模板将取代自动防护模板来为防护方服

务提供应用 DDoS 防护功能。一个手动创建的防护模板将可以同时与多个不同的

防护服务绑定。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name”命令创建一个手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

以 DNS DDoS 防护模板为例。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name manual_profile_dns dns 

2. 执行“ddos policy service”命令来将手动应用DDoS防护模板与指定的防护

服务进行绑定。 

AN(config)#ddos policy service srv_dns manual_profile_dns 

3. 执行“show ddos profile service summary”命令来查看应用DDoS防护模板

与防护组的绑定关系以及配置摘要信息。 

AN(config)#show ddos profile service summary dns manual_profile_dns 
--------------------------------- 
DDoS profile name "manual_profile_dns" 
    type: dns 
    defense mode  : 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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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blacklist: on 
    auto whitelist: on 
    traffic topn  : off 
    anomaly check : off 
    anomaly log    : off 
    rule information: 
      dns.queryflood : pps_alert 500 
      dns.nxdomain   : pps_alert 500 pps_ratio 30% 
      dns.replyflood : pps_alert 500 
      dns.cachepoison: 1 
      dns.verify     : passive 
      dns.lengthcheck:  
           query, msg_len 512 
           reply, msg_len 512 
      dns.ttlcheck   : 

6.3.2.3 防护模板属性设置 

6.3.2.3.1 防护模式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两种防护模式： 

 detect：探测模式，该模式下系统只检测流量异常和攻击，不阻断流量。 

 block：阻断模式，该模式下系统具有完全防护能力，不仅检测流量异常和攻

击，还需对攻击流量进行识别阻断。 

默认值为“detect”。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defensemode”命令来设置应用 DDoS 防护模板的防

护模式。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defensemode manual_profile_dns detect 

6.3.2.3.2 动态下发系统黑名单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动态下发系统黑名单。启用该功能后，当系统检测到攻

击并识别出攻击源 IP 地址，会自动将该源 IP 地址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从而阻断

流量，提升防护性能。禁用该功能后，系统只依赖针对该攻击的防护规则进行防

护。系统默认为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启用动态下发系统黑名单。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bl_auto”命令为应用DDoS防护模板启用动态下发系

统黑名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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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bl_auto on manual_profile_srv1 

6.3.2.3.3 动态下发系统白名单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动态下发系统白名单。启用该功能后，当系统检测到攻

击并识别出合法 IP 地址，会自动将该源 IP 地址下发到系统白名单。命中系统动

态白名单的 IP 地址将跳过部分防护流程快速转发，从而提升防护性能。禁用该

功能后，系统只依赖针对该攻击维护的系统状态，转发合法 IP 地址的流量。系

统默认为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启用动态下发系统白名单功能。 

当前，仅 DNS DDoS 防护模板支持动态下发系统白名单。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wl_auto”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启用动态下发

系统白名单功能。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wl_auto on manual_profile_dns 

6.3.2.3.4 异常报文检测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异常报文检测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系统会针对防护服

务进行异常报文检测，检测出的异常报文将直接丢弃。系统默认为应用 DDoS 防

护模板禁用异常报文检测功能。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还支持异常报文日志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系统会针对防护

服务进行异常报文检测，检测出的异常报文时，系统会记录异常报文日志。系统

默认为应用 DDoS 防护模板禁用异常报文日志。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anomalycheck”命令为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启用异常

报文检测功能。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anomalycheck on manual_profile_dns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anomalylog”命令为应用 DDoS 防护模板启用异常报

文日志功能。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anomalylog on manual_profile_dns 

6.3.2.3.5 TopN统计 

应用 DDoS 防护模板支持 TopN 流量统计。当前仅 DNS 类型的 DDoS 防护模板

支持 TopN 流量统计。系统默认为应用 DoS 防护模板禁用 TopN 流量统计。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topn”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启用 TopN 流量统

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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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topn on manual_profile_dns 

6.3.2.4 修改手动/自动应用DDoS防护模板的配置 

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应用 DDoS 防护模板，管理员都可以修改其防护规则和属性

设置。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queryflood”命令修改 DNS DDoS 防护模板

中的 DNS 查询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queryflood auto_profile_srv_dns 10000 

6.3.3 HTTP DDoS防护 

HTTP 和 HTTPS DDoS 防护模板支持 HTTP DDoS 防护。管理员可以为防护模板

配置 HTTP DDoS 防护规则来防御 HTTP Flood 攻击。 

6.3.3.1 防御HTTP Flood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 HTTP 请求，导致服务器资源耗尽而无法响应正常

请求。 

 防护原理： 

当防护服务的 HTTP GET/POST RPS 达到阈值时，系统对客户端启动源认证。管

理员通过HTTP GET Flood攻击防护规则和HTTP POST Flood攻击防护规则配置

阈值。 

系统支持两种源认证方法： 

 基本模式（重定向） 

通过重定向客户端请求来判断正常用户访问还是机器访问。 

如果客户端重定向成功，源认证成功，系统放行该客户端的请求；否则，将客户

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 

 增强模式（验证码） 

如果基本模式的源认证成功后，防护服务的 HTTP GET/POST 请求 RPS 仍然超

过阈值，系统将会发送验证码页面给客户端以判断正常用户访问还是机器访问。 

如果客户端返回正确的验证码，源认证成功，系统放行该客户端的请求；否则，

将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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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getflood”命令为 HTTP 或 HTTPS DDoS 防

护模板配置 HTTP GET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getflood manual_profile_http 100000 30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postflood”命令为 HTTP 或 HTTPS DDoS 防

护模板配置 HTTP POST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postflood manual_profile_http 100000 30 

6.3.3.2 防御HTTP慢速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与服务器之间建立大量连接，通过 GET 或 POST 慢速发送请求头部或者

主体，从而长时间保持每个连接，导致服务器无法向合法用户正常提供服务。 

 防护原理： 

当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并发连接数达到设置的阈值时，启动

慢速攻击防护。管理员可以通过 HTTP Slowloris 攻击防护规则和 HTTP 慢速

POST 攻击防护规则配置阈值。 

如果在设置的超时时间内，HTTP 请求头部或者主体未被完全接收，则判定该请

求为慢速攻击。如果每个接收的请求头部分片或者主体分片间隔时间超过设置的

最大间隔时间阈值，则被视为异常；一个请求中出现三次异常，则判定该请求为

慢速攻击。 

请求被判定为慢速攻击后，系统将阻断该请求。如果启用了自动下发黑名单功能，

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在黑名单存续期间，来自该客户端

的请求将都被阻断。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slowloris”命令为 HTTP 或 HTTPS DDoS 防

护模板配置 HTTP Slowloris 攻击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slowloris manual_profile_http 10000 500 5000 10 
30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slowpost”命令为 HTTP 或 HTTPS DDoS 防

护模板配置 HTTP 慢速 POST 攻击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slowpost manual_profile_http 10000 500 10000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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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防御CC攻击 

 攻击说明： 

CC（Challenge Collapsar，挑战黑洞）攻击是向 Web 服务发送大量的 GET 或者

POST 请求获取信息，如果请求的 URL 涉及到数据库操作或者消耗其他系统资

源，该大量请求将耗尽服务器资源从而导致服务器无法响应正常请求。 

 防护原理： 

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URL 监控规则。系统会实时检测访

问被监控 URL 的 RPS 以及请求占所有请求的比率，如果两个都超过设置的阈值

时，系统会对访问该 URL 的客户端启动源认证。如果客户端未通过源认证，系

统将客户端 IP 添加到动态黑名单中。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urlmonitor”命令为 HTTP 或 HTTPS 
DDoS 防护模板配置 HTTP URL 监控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urlmonitor manual_profile_http 10000 30 

2. 执行“ddos policy service”命令将HTTP或HTTPS DDoS防护模板应用于指

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AN(config)#ddos policy service srv1 manual_profile_http 

3. 执行“http urlmonitor”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URL 监控对象。 

AN(config)#http urlmonitor srv1 1 "<regex>.js" 

更多关于 HTTP URL 监控的信息，请参见“6.4.4 HTTP URL 监控”小节。 

6.3.4 SSL DDoS防护 

HTTPS DDoS 防护模板支持 SSL DDoS 防护。管理员可以为防护模板配置 SSL 
DDoS 防护规则来防御 SSL 攻击。 

HTTPS DDoS 防护模板还支持 HTTP DDoS 防护，其支持的 HTTP DDoS 防护规

则与 HTTP DDoS 防护模板支持的规则相同，请参考“6.3.3 HTTP DDoS 防护”

小节。 

6.3.4.1 防御SSL握手攻击 

 攻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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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握手攻击通过消耗服务器的 SSL 连接资源，从而导致服务器无法响应正常

请求。 

 防护原理: 

SSL 握手时间超过所设置的阈值，会话被标记为异常会话。如果在异常会话检查

周期内某个源 IP 的异常会话数超过阈值，系统将阻断该请求。如果启用了自动

下发黑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在黑名单存续期

间，来自该客户端的请求将都被阻断。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ssl handshake”命令为 HTTPS DDoS 防护模板配

置 SSL 握手攻击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ssl handshake manual_profile_https 5000 5 30 

6.3.4.2 防御SSL重协商攻击 

 攻击说明: 

SSL 握手时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资源消耗是不对称的，服务器端的资源开销约为

客户端的 15 倍。攻击者通过重协商利用该特征（“不对称”）来消耗服务器资

源，从而导致服务器无法响应正常请求。 

 防护原理: 

配置检查周期，在检查周期内重协商次数超过所配置的阈值，则判定该 SSL 会

话为攻击，系统将会阻断该会话。如果启用了自动下发黑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

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ssl renegotiation”命令为 HTTPS 类型的应用 DDoS
防护模板配置 SSL 重协商攻击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ssl renegotiation manual_profile_https 5 30 3 180 

6.3.5 DNS DDoS防护模板 

6.3.5.1 防御DNS查询Flood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的 DNS 查询报文，从而导致服务器的资源耗尽，

无法处理正常的 DNS 查询报文。 

 防护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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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查询 PPS 达到配置的 PPS 告警阈值时，为 DNS 查询

开启源认证。 

系统支持三种源认证方法： 

 “passive”：丢弃首包。如果客户端在一定时间内重新发送 DNS 查询报文

则通过源认证，否则源认证失败。 

 “basic”：指令客户端重新通过 TCP 方式发送 DNS 查询报文，基于 TCP 进

行客户端源认证。 

 “redirect”：指令客户端发起新的 CNAME 查询。如果客户端发送 CNAME
查询报文，客户端通过源认证，否则源认证失败。 

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源认证的模式，系统默认值为“passive”。 

如果客户端通过源认证，系统会放行该客户端的 DNS 查询报文；如果启用了自

动下发白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白名单中。 

如果客户端源认证失败，系统会阻断该客户端的 DNS 查询报文；如果启用了自

动下发黑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queryflood”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

配置 DNS 查询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queryflood dns_pf1 100000 

2.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verify”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配置

源认证方法。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verify dns_pf1 basic 

6.3.5.2 防御DNS响应Flood 

 攻击说明： 

攻击者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的 DNS 响应报文，导致服务器超载、资源被耗尽。 

 防护原理： 

当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响应 PPS 达到配置的 PPS 告警阈值时，系统执行会话

检查。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replyflood”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配置

DNS 响应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replyflood dns_pf1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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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3 防御DNS NXDomain Flood 

 攻击说明： 

攻击者选取某个主域名，然后构建大量不存在的子域名发往被攻击的 DNS 服务

器，导致服务器崩溃。 

 防护原理： 

当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 Nxdomain 查询报文 PPS 达到配置的 PPS 告警阈值并

且 NXDomain 报文比率超过阈值时，系统对 DNS Nxdomain 查询报文开启源认

证。 

如果客户端通过源认证，系统会放行该客户端的 DNS Nxdomain 查询报文；如果

启用了自动下发白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白名单中。 

如果客户端源认证失败，系统会阻断该客户端的 DNS Nxdomain 查询报文；如果

启用了自动下发黑名单功能，系统将该客户端源 IP 下发到系统黑名单中。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nxdomain”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

配置 DNS NXDomain Flood 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nxdomain dns_pf1 100000 60 

2.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verify”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配置

源认证方法。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verify dns_pf1 basic 

6.3.5.4 防御DNS缓存投毒攻击 

 攻击说明： 

攻击者选取某个主域名，然后构建一个不存在的子域名发往被攻击的 DNS 缓存

服务器。DNS 缓存服务器向授权服务器发送查询请求。在收到授权服务器的响

应报文前，攻击者伪造大量的 DNS 响应报文发往缓存服务器，以期命中正确的

响应报文。命中后，攻击者伪造的响应报文中含有虚假的主域名的解析地址，投

毒成功。 

 防护原理： 

会话检查。 

 CLI 配置示例: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cachepoison”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启

用 DNS 缓存投毒攻击防护。该功能默认配置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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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cachepoison dns_pf1 

6.3.5.5 DNS报文长度检查规则 

该规则可以对 DNS 查询和响应报文的长度进行检查，丢弃长度超过阈值的报文。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lengthcheck”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

板配置 DNS 查询报文长度检查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lengthcheck dns_pf1 query 512 

2.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lengthcheck”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

板配置 DNS 响应报文长度检查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lengthcheck dns_pf1 reply 512 

6.3.5.6 DNS TTL检查规则 

该规则可以对 DNS 查询和响应报文的 IP TTL 进行检查，丢弃 TTL 超过设定范

围的报文。 

1.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ttlcheck”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配

置 DNS 查询报文 TTL 检查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ttlcheck dns_pf1 query 64 128 

2.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ttlcheck”命令为 DNS DDoS 防护模板配

置 DNS 响应报文 TTL 检查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dns ttlcheck dns_pf1 reply 64 128 

6.4 HTTP防护高级功能选项 

6.4.1 HTTP访问日志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HTTP 访问日志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系

统为防护服务记录客户端访问的日志。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accesslog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启用

HTTP 访问日志功能。 

AN(config)#http accesslog on "sr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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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HTTP Via头部隐藏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HTTP via 头部隐藏功能。启用该功能后，

系统会清除返回给客户端的响应中的 via 头部，防止客户端获取响应报文经过的

代理。对于作为虚拟服务的防护服务，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对于作为非虚拟

服务的防护服务，该功能默认设置为启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mask via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启用

HTTP via 头部隐藏功能。 

AN(config)#http mask via on "srv1" 

6.4.3 HTTP Cookie安全 

6.4.3.1 为HTTP响应Cookie插入httponly属性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为 HTTP 响应 Cookie 插入 httponly 属性的

功能。启用该功能后，若响应的 Cookie 中没有 httponly 属性，设备会向该

Cookie 中插入 httponly 属性。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insert response cookieattr httponly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启用为 HTTP 响应 Cookie 插入 httponly 属性的功能。 

AN(config)#http insert response cookieattr httponly on "srv1" 

6.4.3.2 为HTTP响应Cookie插入secure属性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为 HTTP 响应 Cookie 插入 secure 属性的功能。启用

该功能后，若响应的 Cookie 中没有 secure 属性，设备会向该 Cookie 中插入 secure
属性。该功能默认开启。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insert response cookieattr secure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S 类型的

防护服务启用为 HTTP 响应 Cookie 插入 secure 属性的功能。 

AN(config)#http insert response cookieattr secure on "sr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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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HTTP URL监控 

为指定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URL 监控对象，每个防护服务最多配

置 100 个 URL 监控对象。URL 监控对象既支持快速正则表达式也支持全正则表

达式，当取值为正则表达式时必须置于双引号内。全正则表达式的字符串必须以

“<regex>”开头，用来和快速正则表达式进行区分。为了确保配置的正则表达

式字符串的正确性，管理员可以使用命令“regextest <regex> <target_string>”
测试一个目标字符串能否匹配上配置的正则表达式。通过与“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urlmonitor”命令配合使用，用来防护针对防护服务的 CC 攻击。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http urlmonitor”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URL 监控对象。 

AN(config)#http urlmonitor srv1 1 "<regex>.js" 

2. 执行“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urlmonitor”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URL 监控防护规则。 

AN(config)#ddos profile service rule http urlmonitor srv1 10000 30 

当访问该 URL 监控对象的 RPS 达到设置的阈值 10000，并且该 URL 监控对象的

访问占所有监控对象的总体访问比率超过设置的阈值 30%时，将会触发系统对访

问该 URL 的客户端进行源认证。通过认证的客户端的源 IP 地址将被下发到系统

动态黑名单中。 

6.4.5 HTTP URL探测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URL 探测功能，允许系统解析防护服务收到

的请求 URL 并实时统计其 RPS 信息。URL 探测功能记录的 RPS 信息可以供 URL
监控功能使用。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http urldetect start <durati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

防护服务启动 URL 探测任务，并配置 URL 探测任务的持续时间。系统会在

学习期间每隔 5 分钟自动将学习结果保存到数据库中。 

AN(config)#http urldetect start "srv1" 168 

2. 执行“show http urldetect running”命令查看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

防护服务的 URL 探测的实时探测结果信息。 

AN(config)#show http urldetect running "srv1" 
service: srv1(http) 
  url 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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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index.html 

3. 执行“show http urldetect savefile”命令查看为指定的HTTP/HTTPS类型的

防护服务存储的最近一周的 URL 探测结果。 

AN(config)#show http urldetect savefile "srv1"  
date                 weekday hour minidx protocol sname rps url  
--------------------------------------------------------------- 
2018-12-06 13:30:02   4       13   5      http     srv1  10   /index.html 

6.4.6 HTTP过滤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HTTP 过滤功能，用于进行 HTTP 协议合

规性检查，防止系统缓存区溢出。启用该功能后，如果客户端请求或服务器返回

的响应匹配防护服务绑定的任何 HTTP 过滤规则，设备将向客户端返回 403 错误

页面。如果管理员为 403 错误码定制了错误页面，系统将返回定制的错误页面。

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目前，系统支持以下类型的 HTTP 过滤规则： 

 HTTP 请求过滤规则 

– 请求方法过滤规则 

– 请求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 请求 Cookie 长度过滤规则 

– 请求 Cookie 数量过滤规则 

– 请求 URL 关键字过滤规则 

– 请求 URL 长度过滤规则 

– 请求 URL 查询参数数量过滤规则 

– 请求文件 MIME 类型过滤规则 

 HTTP 响应过滤规则 

– 响应错误码过滤规则 

– 响应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 响应 Cookie 长度过滤规则 

6.4.6.1 通用配置 

 CLI 配置示例 



第 6 章 应用防护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88 

1. 执行“http filter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开启 HTTP
过滤功能。 

AN(config)#http filter on srv1 

2. 执行“show http filter request all”命令查看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

护服务的 HTTP 请求过滤规则配置。 

AN(config)#show http filter request all "srv1" 
http filter request method srv1 deny DELETE 
http filter request headerlength srv1 deny 1024 
http filter request cookielength srv1 deny 1024 
http filter request urlkeyword srv1 deny 1 "<regex>.js" 
http filter request mimetype srv1 deny .js 
http filter request mimetype srv1 deny .abcde 

3. 执行“show http filter response all”命令查看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

护服务的 HTTP 响应过滤规则配置。 

AN(config)#show http filter response all "srv1" 
http filter response headerlength srv1 deny 1024 
http filter response cookielength srv1 deny 1024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2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3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5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6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8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09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0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1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2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3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4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5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416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0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1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2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4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5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6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7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8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09 
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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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11 

6.4.6.2 HTTP过滤日志 

如果启用 HTTP 过滤日志功能，当请求或响应匹配防护服务绑定的 HTTP 过滤规

则时，系统会记录 HTTP 过滤日志。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log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开启 HTTP
过滤日志功能。 

AN(config)#http filter log on srv1 

6.4.6.3 HTTP请求方法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方法过滤规则。如果客户端请求的方

法匹配上过滤规则限制的请求方法，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method”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配置请求类型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method srv1 deny DELETE 

6.4.6.4 HTTP请求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HTTP 请求头部（非 Cookie 头部）长度过

滤规则。如果请求携带的头部的长度大于该规则允许的最大头部长度，系统将拒

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headerlength”命令为指定的HTTP/HTTPS类型的防护

服务配置 HTTP 请求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headerlength srv1 deny 1024 

6.4.6.5 HTTP请求Cookie长度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 Cookie 长度过滤规则。如果请求携带

的 Cookie 的长度大于规则允许的最大 Cookie 长度，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

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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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cookielength”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

服务配置请求 Cookie 长度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cookielength srv1 deny 1024 

6.4.6.6 HTTP请求Cookie数量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 HTTP 请求 Cookie 数量过滤规则。如果请

求携带的 Cookie 的数量大于该规则允许的最大 Cookie 数量，系统将拒绝客户端

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cookienumber”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

护服务配置 HTTP 请求 Cookie 数量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cookienumber srv1 deny 5 

6.4.6.7 HTTP请求URL关键字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 URL 关键字过滤规则。如果客户端请

求的请求 URL 匹配了规则，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系统

允许为每个防护服务配置最多 100 个 URL 关键字过滤规则。 

过滤关键字既支持快速正则表达式也支持全正则表达式，当取值为正则表达式时

必须置于双引号内。全正则表达式的字符串必须以“<regex>”开头，用来和快

速正则表达式进行区分。为了确保配置的正则表达式字符串的正确性，管理员可

以使用命令“regextest <regex> <target_string>”命令测试一个目标字符串是否

能匹配上配置的正则表达式。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urlkeyword”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

服务配置 HTTP 请求 URL 关键字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urlkeyword srv1 deny 1 "<regex>.js" 

6.4.6.8 HTTP请求URL长度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 URL 长度过滤规则。如果客户端请求

的请求 URL 长度大于规则允许的最大请求 URL 长度，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

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urllength”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请求 URL 长度

过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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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urllength srv1 deny 2048 

6.4.6.9 HTTP请求URL查询参数数量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 URL 查询参数数量过滤规则。如果请

求携带的 URL 查询参数的数量大于规则允许的最大 URL 查询参数数量，系统将

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urlquerynumber”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

防护服务配置请求 URL 查询参数数量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urlquerynumber srv1 deny 5 

6.4.6.10 HTTP请求文件MIME类型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请求文件 MIM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展）类型过滤规则。如果请求 URL 中的 Web
资源文件后缀名匹配规则，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6.4.6.10.1 系统预定义MIME 

执行“show http mimetype predefine”命令查看当前系统预定义的 MIME 类

型。 

AN(config)#show http mimetype predefine 
INDEX SUFFIX               DESCRIPTION 
0     .323                 text/h323 
1     .3gp                 video/3gpp 
2     .aab                 application/x-authoware-bin 
3     .aam                 application/x-authoware-map 
4     .aas                 application/x-authoware-seg 
5     .acx                 application/internet-property-stream 
6     .ai                  application/postscript 
7     .aif                 audio/x-aiff 
8     .aifc                audio/x-aiff 
9     .aiff                audio/x-aiff 
10    .als                 audio/X-Alpha5 
11    .amc                 application/x-mpeg 
12    .ani                 application/octet-stream 
13    .apk                 application/vnd.android.package-archive 
14    .asc                 text/plain 
15    .asd                 application/astound 
16    .asf                 video/x-ms-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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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sn                 application/astound 
… 
482   .json                application/json 

6.4.6.10.2 用户自定义MIME 

执行“http mimetype customize”命令创建用户自定义 MIME 类型。 

AN(config)#http mimetype customize .abcde selftype 
AN(config)#show http mimetype customize 
http mimetype customize ".abcde" "selftype" 

6.4.6.10.3 配置示例 

管理员可以为系统预定义和用户自定义的 MIME 类型配置过滤规则。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quest mimetype”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

务配置请求文件 MIME 类型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mimetype srv1 deny ".js" 
AN(config)#http filter request mimetype srv1 deny ".abcde" 

6.4.6.11 HTTP响应错误码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响应错误码过滤规则。如果服务器返回的

错误码匹配上规则限制的错误码，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系统默认限制服务器返回以下错误码：402、403、405、406、408、409、410、
411、412、413、414、415、416、500、501、502、504、505、506、507、508、
509、510 和 511。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配置响应错误码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sponse errcode srv1 deny 520 

6.4.6.12 HTTP响应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响应头部（非 Set-cookie 头部）长度过滤规

则。如果服务器响应携带的头部的长度大于规则允许的最大头部长度，系统将拒

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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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http filter response headerlength”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

护服务配置响应头部长度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sponse headerlength srv1 deny 1024 

6.4.6.13 HTTP响应Cookie长度过滤规则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支持响应 Cookie（Set-cookie 头部）长度过滤规

则。如果服务器返回的 Set-cookie 头部的长度大于该规则允许的最大 Cookie 长

度，系统将拒绝客户端请求，返回 403 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执行“http filter response cookielength”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

服务配置响应 Cookie 长度过滤规则。 

AN(config)#http filter response cookielength srv1 deny 1024 

6.4.7 HTTP响应头部移除 

系统支持移除包含后台服务器信息的响应头部，以避免安全信息泄露。系统默认

会移除 Server、X-Powered-By、X-AspNet-Version 和 X-AspNetMvc-Version 响应

头部。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 on”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

防护服务启用 HTTP 响应头部移除功能。 

AN(config)#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 on "srv1" 

2. 执行“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 name”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

的防护服务添加需要移除的响应头部。 

AN(config)#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 name srv1 Public 

3. 执行“show 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命令查看指定的 HTTP/HTTPS 类

型的防护服务的 HTTP 响应头部移除相关的配置信息。 

AN(config)#show http remove response header "srv1" 

Security service(srv1) remove header: on 
  response remove header: 
    Server 
    X-AspNetMvc-Version 
    X-AspNet-Version 
    X-Powered-By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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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HTTP错误页面定制 

系统提供 HTTP 错误页面定制功能。该功能允许管理员定制系统和后台服务器返

回的错误页面。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都支持该功能。 

要使用 HTTP 错误页面定制功能，管理员需要先导入自定义错误页面，然后将该

页面配置为防护服务的特定错误码的错误页面。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http errpage import”命令导入自定义错误页面。 

AN(config)#http errpage import ftp://10.8.3.28/403.html error_403 

2. 执行“http errpage apply”命令为指定的 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

错误码配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AN(config)#http errpage apply sr1 403 error_403 

6.5 DNS防护高级功能选项 

6.5.1 开启域名统计 

系统可针对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配置 DNS 域名，并为其启用流量和丢包统计。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dns domain”命令为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特定域名启用流量和丢

包统计。 

AN(config)#dns domain d1 www.abc.com 

2. 执行“show statistics dns domain”命令来查看域名的流量和丢包统计。 

AN(config)#show statistics dns domain d1 www.abc.com 
30-second Traffic Statistics for "www.abc.com" 
[Inbound In]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Inbound Out]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Outbound In]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Outbound Out] 
Total:                        0 packets, 0 bytes 
5-minute Drop Packets for "www.abc.com" 
Tota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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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uthen:                 0 
Session check:                 0 
Cache poison:                 0 
Manual blacklist:               0 
Auto blacklist:                 0 
AC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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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SSL 加速 

7.1 概述 

系统支持通过配置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加速改善我们客

户端通讯的安全性。SSL 加速的工作模式为对安全数据进行解密，将解密后的信

息传递到后台服务器。 

7.2 SSL加速的原理 

SSL 最主要的作用是为 Web 流量提供安全访问机制。安全的含义包括保密性、

信息完整性和安全认证。SSL 使用密码、数字签名和证书来保证这些元素的安全。 

7.2.1 加密算法 

SSL 使用加密算法保障重要信息的安全。系统可以使敏感数据在通过公共网络

时，能够以较高的安全性到达目的地。数据的加密算法有两种类型：对称加密和

非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算法中，加密与解密使用相同的密钥，密钥由通信双方约定，密钥

的传递可能被第三方截获，在实际应用中，常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来将对称

密钥加密后再传递。常见的对称加密算法包括 DES、AES 等等。 

 非对称加密也称为公钥加密算法，该算法使用一对密钥，公钥和私钥。其中

公钥是公开的，私钥只由一方持有，通过公钥加密的数据只能通过私钥解密。

系统支持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有 RSA 和 ECC 算法。 

 RSA 加密算法 

RSA 是最常用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其安全性的提高依赖于密钥长度的增加。随

着密钥长度的逐步增加，RSA 加密算法的计算速度逐渐减慢。 

 ECC 加密算法 

与 RSA 算法相比，ECC 算法能够以较短的密钥长度实现与 RSA 算法同等的安全

性。 

在 ECC 密钥交换方式下，客户端在生成预主密钥后，会使用服务器的加密密钥

对的公钥加密预主密钥，然后通过 Client Key Exchange 消息将预主密钥发送给服

务器。服务器会用加密密钥对里的私钥进行解密，获取预主密钥的明文。 

在 ECDHE 密钥交换方式下，在客户端发送 Client Key Exchange 消息给服务器

后，双方会各自生成预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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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通过不可逆的签名算法计算得出。通过验证数字签名，可以判断信息发

送方或签名者的身份，以及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篡改。SSL 虚拟主机支

持在 SSL 握手过程中协商 RSA 签名算法和 ECDSA 签名算法，以及验证 RSA 和

ECDSA 签名证书。 

在 ECDHE（Ephemeral Elliptic Curve Diffie-Hellman）方式的密钥交换环节，服

务器会通过 Server Key Exchange 消息向客户端传送临时公钥信息，该信息里会

附带一个数字签名。客户端会通过验证签名判断公钥是否完整、可靠。 

在客户端证书验证环节，客户端会通过 Certificate Verify 消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

数字签名，目的是让服务器验证客户端身份。服务器会用客户端证书里的公钥来

验证签名。 

SSL 虚拟主机支持的 RSA 和 ECDSA 签名算法如下表所示。 

类型 SSL 虚拟主机 

RSA 签名算法 

SHA256RSA 
SHA384RSA 
SHA512RSA 
SHA1RSA 
SHA224RSA 

ECDSA 签名算法 

SHA256ECDSA 
SHA384ECDSA 
SHA512ECDSA 
SHA1ECDSA 
SHA224ECDSA 

7.2.3 数字证书 

证书包含了用于识别用户或设备的信息，这些数字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共密钥同

个人或企业安全的绑定在一起。数字签名允许核实一个特定公共密钥的细节。证

书有助于防止有人用虚假的密钥冒充服务器密钥。SSL 证书使用 X.509 标准来验

证身份，X.509 标准证书包含了有关单位的信息，包括公共密钥和名字。一些权

威的证书机构来保障证书的有效性。下面列出了 X.509 证书所包含的内容。 

表7–1 X.509 证书所包含内容 

名称 含义 

Version 证书版本号，不同版本的证书格式不同。 

Serial Number 
证书序列号，具有唯一性，区别于该机构发布的其他证书。如果一

个证书被撤销，其序号将被加入 CRL（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证书撤销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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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含义 

Issuer 
证书发布机构，一般是权威的证书认证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Valid from 证书的有效起始日期 

Valid to 证书的有效截止日期 

Subject 证书标识的个人或企业 

Public key 证书持有者的公钥 

Signature algorithm 用于生成数字签名的签名算法。 

Thumbprint, 
Thumprint algorithm 

指纹以及指纹算法，指纹是根据指纹算法计算出的整个证书的哈希

值，然后通过 CA 的私钥加密后得到的。 

系统支持两种数字证书：RSA 和 ECC 证书。 

数字证书由 CA 签发，个人或企业需要通过发送证书签名请求（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CSR）从 CA 获取证书后导入和激活证书。系统支持为虚拟主

机生成 RSA 和 ECC 类型的 CSR。 

 如果需要申请 RSA 证书，可以使用“ssl csr”命令生成 RSA CSR。 

 如果需要申请 ECC 证书，可以使用“ssl ecc csr”命令生成 ECC CSR。 

CA 会通过邮件回复需要申请的证书。获得证书后，需要通过命令导入证书。 

 导入证书 

– RSA 和 ECC 证书通过“ssl import certificate”命令导入。 

 激活证书 

RSA和 ECC证书都通过“ssl activate certificate”命令激活，在激活证书时，可

以一次激活所有类型的证书或仅激活指定类型的证书。 

每个虚拟主机支持导入和激活的证书个数不同。 

对于虚拟主机： 

 如果虚拟主机关联了一个或多个域名，那么可以为该虚拟主机的每个域各导

入三个 RSA 证书和三个 ECC 证书，每个域可以各激活一个 RSA 证书和一个

ECC 证书。 

 如果虚拟主机不关联任何域名，每个虚拟主机可以导入三个 RSA 证书和三

个 ECC 证书，同时激活一个 RSA 证书和一个 ECC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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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客户端证书认证 

客户端证书认证是指客户端依据服务器的要求（Client Certificate Request）向服

务器发送自己的证书，用于证明客户端的身份。系统支持通过Array证书分析器

（Array Networks 专利技术）来快速验证 X.509 证书。 

系统作为代理服务器（SSL 虚拟主机），启用客户端认证的 SSL 虚拟主机会向

客户端发送证书请求消息，要求客户端提供证书进行认证。 

7.2.3.3 服务器名字指示（Server Name Indication，SNI） 

SNI 为 SSL 服务器上的每一个站点提供 SSL 认证。通过将多个域名与一个 SSL
虚拟主机关联而不是为每个站点配置一个 IP 地址并配置一个关联的虚拟主机，

SNI 功能可以为同一个 SSL 服务器上的多个站点提供 SSL 认证，简化了配置并

减少了 IP 地址的消耗。 

配置示例 

 前置条件： 

 SSL 服务器上有两个站点 www.a.com 和 www.b.com。 

 已经为 SSL 虚拟主机导入密钥和对应的证书，且证书已被启动。 

 

图7–1 SNI 工作原理 

 CLI 配置示例 

1. 配置 HTTPS 类型的虚拟服务。 

添加 HTTPS 类型的虚拟服务“vshost1”和“vshost2”，以及后台服务“rhost1”
和“rhost2”，并将它们一一绑定。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shost1" https virtual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shost1" 192.168.2.100 443 arp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rhost1" 192.168.1.50 80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shost1" "rhost1"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shost2" https virtual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shost2" 192.168.2.101 443 arp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rhost2" 192.168.1.5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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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shost2" "rhost2" 

2. 创建 SSL 虚拟主机“shost1”和“shost2”，分别关联虚拟服务“vshost1”
和“vshost2”。 

AN(config)#ssl host virtual shost1 vshost1 
AN(config)#ssl host virtual shost2 vshost2 

将域名“www.a.com”和“www.b.com”关联到 SSL 虚拟主机“vshost1”和

“vshost2”。 

AN(config)#ssl sni shost1 www.a.com 
AN(config)#ssl sni shost2 www.b.com 

3. 为域名“www.a.com”导入密钥。 

关于如何获得和密钥和证书及导入密钥和证书的其他方式，请参见 7.3.2 配置示

例。 

AN(config)#ssl import key vshost1 1 www.a.com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key file. This may require you  
to purchase a new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YES  
Enter key, use "..." on a single line, without quotes  
to terminate import  
-----BEGIN RSA PRIVATE KEY-----  
Proc-Type: 4,ENCRYPTED 
DEK-Info: DES-EDE3-CBC,7B26776D2C14EB1F 
 
WwU2hyREMjGi+6k5nq5gecnTSJSTk8q3ori+1jooOfgvRV72x/e3hGRFIysKb15J  
1xeyUHFjtNJIHlEVjNg2XURXIRDO+qatI0cnvW1sYbuQodat0jGzpP/oOxGVcRsg 
kTuP8xObpUou0RevvZVbfYHWsdWZnY5qhLjje1UGKUu8HwaMp3Q7OJ7pper7TOAXCkiVn
1zHgeFkB4p2lGwCHxbdNJg7ee5U2HFiSoC/8P8G64kIkEfxuMFwzkaVlia+Anf40WlBcvixZaN
ZqHkZdcfJGlqKnqnpcJWiyLd8oPr3npYu6+c1PyHiyEua67nEzK5G4KVFacW0POPLHfj/Q1yM
qYcWySyecJvtq0jxYLujGH6qckLhMMltdptCfFvZ6gfncRanNWEU+2v+nc509XKv9zJeR58Ws
Ah81AN7aChuEBj69cjL4HwOtk3nttVmpr5+cluF6mpbk2rJuZ14l+Hwc63XRAaHXV0bIQfo+rQ
BIWHkItvN4S2a0G23IC9N32Y1qTqQgoj9qxSXvw1oKmV+UcVjtt78GyT3m7pYPtNc/wdehUP
rR4Lc8hSiV3m29ZGIoNpdhVgCGw/MM65tr3dRZfYcG8cPJ4pk/3WKq9OfznlugAxo4KWebea5
1CaT4YBMO5nETHT9WesX9viiKtbhPaAIKQOd4Rwcs5FK0ETHSfBBpW0tsXw562s6QnNSm
nWuoksvqqXqCbnuNSz611z3dOhiLwHdqCqLEDNEhv231ielOk1qoUo+ad0eiM0ETrP6Zyw+j6i
9K71sSe28Zm4gVQMnSHxGyp0K+zK3cYs=  
-----END RSA PRIVATE KEY-----  
...  
PEM format. 
Enter passphrase for the private key:  
 

http://www.a.com/�
http://ww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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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mport successful !!! 

4. 为域名“www.a.com”导入对应的证书。 

AN(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vshost1 1 www.a.com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NO to abort: YES 
Enter the certificate file in PEM format, 
 use "..." on a single line, without quotes 
 to terminate import 
-----BEGIN CERTIFICATE----- 
MIIDPDCCAqWgAwIBAgIFAK+57hMwDQYJKoZIhvcNAQELBQAwgaoxCzAJBgNVBAYTA
lVTMQswCQYDVQQIEwJDQTERMA8GA1UEBxMITWlscGl0YXMxGzAZBgNVBAoTEkFy
cmF5TmV0d29ya3MgSW5jLjEUMBIGA1UECxMLQVBWIFByb2R1Y3QxHjAcBgNVBAMTF
Xd3dy5hcnJheW5ldHdvcmtzLm5ldDEoMCYGCSqGSIb3DQEJARYZc3VwcG9ydEBhcnJheW5
ldHdvcmtzLm5ldDAeFw0xNjA3MTEwOTMwMzhaFw0yNDA5MjcwOTMwMzhaMIGUMQsw
CQYDVQQGEwJVUzEQMA4GA1UECAwHRmxvcmlkYTEQMA4GA1UEBwwHRmxvcmlkY
TEOMAwGA1UECgwFQXJyYXkxCzAJBgNVBAsMAlBPMQswCQYDVQQLDAJQTzELMA
kGA1UECwwCUE8xDjAMBgNVBAMMBXZob3N0MRowGAYJKoZIhvcNAQkBFgthYmNA
MTI2LmNvbTCCASIwDQYJKoZIhvcNAQEBBQADggEPADCCAQoCggEBAMlV4+6s/0zY 
hoakPUNNwGdh1HCtOyKWpXl7vw6YLxQlKIvlEel69HsfIL1hKV+YmZOuY1istLPqBdxPqLn
iyVIcttX9QpPJJYiRnaU/OjylWLKQt61yLGPrsTzrDKnv2KE9RTpe8MWEwgzy42pmW3Wptl6
Y3Xoox1k521gYVoDSfU+mqzwEFftclx0CD35v8TFbS0AP6js3iikZIddcZiMmtm87oSgQ0Q9Tn
8jvjNYXpLJ/BcEnGHFsAP1S5MFC8Wj7jNJ5wHNSPPpdePDnQ49j+E7Ah9XFY502svxbgUjEt
1zwu2CAVt4jvKTEU3tbWE+tGIjJpFtkFa4f3urUXvkCAwEAATANBgkqhkiG9w0BAQsFAAOB
gQB/CD9eCsXPllVqmCasL0XpeOF/pAgon6pgC4BVf1quZEb7C78IATQWrQJfHdYSZVQwXw
sbg6YLHnpI+SdpoNwjsrd25K6AvCmBMANtqFighIwjcbNJqINGWWxZUIquHVmyD+L/53x2
Nih4qJ5zjMfWzPbR7KbwF0cDJs1/YfMEwg== 
-----END CERTIFICATE----- 
... 
PEM format. 
Certificate import successful !!! 

5. 为域名“www.b.com”导入密钥。 

AN(config)#ssl import keyvshost2 www.b.com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key file. This may require you  
to purchase a new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YES  
Enter key, use "..." on a single line, without quotes  
to terminate import  
-----BEGIN RSA PRIVATE KEY-----  
Proc-Type: 4,ENCRYPTED 
DEK-Info: DES-EDE3-CBC,7B26776D2C14E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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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U2hyREMjGi+6k5nq5gecnTSJSTk8q3ori+1jooOfgvRV72x/e3hGRFIysKb15J  
1xeyUHFjtNJIHlEVjNg2XURXIRDO+qatI0cnvW1sYbuQodat0jGzpP/oOxGVcRsg 
kTuP8xObpUou0RevvZVbfYHWsdWZnY5qhLjje1UGKUu8HwaMp3Q7OJ7pper7TOAXCkiVn
1zHgeFkB4p2lGwCHxbdNJg7ee5U2HFiSoC/8P8G64kIkEfxuMFwzkaVlia+Anf40WlBcvixZaN
ZqHkZdcfJGlqKnqnpcJWiyLd8oPr3npYu6+c1PyHiyEua67nEzK5G4KVFacW0POPLHfj/Q1yM
qYcWySyecJvtq0jxYLujGH6qckLhMMltdptCfFvZ6gfncRanNWEU+2v+nc509XKv9zJeR58Ws
Ah81AN7aChuEBj69cjL4HwOtk3nttVmpr5+cluF6mpbk2rJuZ14l+Hwc63XRAaHXV0bIQfo+rQ
BIWHkItvN4S2a0G23IC9N32Y1qTqQgoj9qxSXvw1oKmV+UcVjtt78GyT3m7pYPtNc/wdehUP
rR4Lc8hSiV3m29ZGIoNpdhVgCGw/MM65tr3dRZfYcG8cPJ4pk/3WKq9OfznlugAxo4KWebea5
1CaT4YBMO5nETHT9WesX9viiKtbhPaAIKQOd4Rwcs5FK0ETHSfBBpW0tsXw562s6QnNSm
nWuoksvqqXqCbnuNSz611z3dOhiLwHdqCqLEDNEhv231ielOk1qoUo+ad0eiM0ETrP6Zyw+j6i
9K71sSe28Zm4gVQMnSHxGyp0K+zK3cYs=  
-----END RSA PRIVATE KEY-----  
...  
PEM format. 
Enter passphrase for the private key:  
 
Key import successful !!! 

6. 为域名“www.b.com”导入对应的证书。 

AN(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vshost2 1 www.b.com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NO to abort: YES 
Enter the certificate file in PEM format, 
 use "..." on a single line, without quotes 
 to terminate import 
-----BEGIN CERTIFICATE----- 
MIICIzCCAcqgAwIBAgIFAI88UzkwCgYIKoZIzj0EAwIwgaoxCzAJBgNVBAYTAlVTMQswC
QYDVQQIDAJDQTERMA8GA1UEBwwITWlscGl0YXMxGzAZBgNVBAoMEkFycmF5TmV
0d29ya3MgSW5jLjEUMBIGA1UECwwLQVBWIFByb2R1Y3QxHjAcBgNVBAMMFXd3dy5h
cnJheW5ldHdvcmtzLm5ldDEoMCYGCSqGSIb3DQEJARYZc3VwcG9ydEBhcnJheW5ldHdvcm
tzLm5ldDAeFw0xNjA3MTEwOTMxMjdaFw0yNDA5MjcwOTMxMjdaMIGHMQswCQYDVQ
QGEwJDTjELMAkGA1UECAwCQ04xCzAJBgNVBAcMAkNOMQswCQYDVQQKDAJDTjE
LMAkGA1UECwwCQ04xCzAJBgNVBAsMAkNOMQswCQYDVQQLDAJDTjEOMAwGA1U
EAwwFdmhvc3QxGjAYBgkqhkiG9w0BCQEWC2FiY0AxNjIuY29tMFkwEwYHKoZIzj0CAQY
IKoZIzj0DAQcDQgAECXCDImdSY1/eq400+rReCE5qLfL9VeIHygJR8lAOzFTG58stV9kBjKR
BTBL5p5tdZqFX1DbxZ0bT7+mCuBvS7jAKBggqhkjOPQQDAgNHADBEAiAfDVKFeeeyEq9
HvOmXEGEueaYDCMoVg1zm2T396BOBVQIgKZUTOqn+Kb0Nh64b9mS0Fr8mtTqps5Fl7Q/
v2YO4MqQ= 
-----END CERTIFICATE----- 
... 
PEM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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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import successful !!! 

7. 为域名“www.a.com”和“www.b.com”启动证书。 

AN(config)#ssl activate certificate vshost 1 www.a.com 
AN(config)#ssl activate certificate vshost 1 www.b.com 

8. 启动 SSL 虚拟主机“vshost1”和“vshost2”。 

AN(config)#ssl start vshost1 
AN(config)#ssl start vshost2 

7.3 SSL加速配置 

7.3.1 配置向导 

对本章中所用到的术语解释如下： 

表7–2 SSL 加速配置的相关术语解释 

术语名称 解释 

虚拟主机 
一个 SSL 虚拟主机与虚拟服务相关联。在浏览器和 ASF 设备之间进行

SSL 通信时，代表一个 SSL 服务。 
明文 没有加密过的信息。 
虚拟主机端口 SSL 虚拟主机的监听端口，默认为 443。 

密钥（私有） 
保存在 ASF 设备上用于 PKI（公钥基础设施）认证的私有密钥。系统支

持的密钥长度最大为 4096 位。 
证书 用于认证，及帮助在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通信。 
认证中心 根据 CSR（证书签发请求）信息创建证书的机构。 

受信认证中心 
目前的网页浏览器中都保存有一系列知名认证中心的公钥，用于对证书

的真实性进行校验。如果浏览器无法识别认证中心，将会提示用户。系

统采取类似的方式，也维护了一份信任的认证中心列表。 

在我们的例子中，使用“www.example.com”作为 SSL 虚拟主机，它与一个 IP
地址为 10.10.0.10、端口号为 443 的虚拟服务关联。 

SSL virtual host: www.example.com  

ASF virtual service address: 10.10.0.10:443 

配置 SSL 加速的方法有两种： 

 从未配置过 SSL：先配置 SSL 虚拟主机，产生一个 CSR（证书签发请求）发

送到所选择的认证中心，认证中心会发回一个签发后的证书，将该证书导入。 

 已经具有密钥和证书：可以跳过 CSR 的步骤，直接导入密钥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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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配置示例 

 创建 ASF 虚拟服务 

首先，使用“security service…”命令建立一个 HTTPS 类型的虚拟服务，然后

使用“ssl host”命令创建一个 SSL 虚拟主机，并与虚拟服务关联。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rtual1https" https virtual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rtual1https" 192.168.2.100 443 arp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rhost1" 192.168.1.50 80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rtual1https" "rhost1" 
AN(config)#ssl host virtual www.example.com virtual1https 

在上面的例子中，“virtual1https”是新创建的 ASF 虚拟服务名称，

“www.example.com”是新创建的 SSL 虚拟主机名称。 

 为新建的 SSL 虚拟主机导入证书和密钥 

以下步骤以为虚拟主机“www.example.com”申请、导入和激活 RSA 私钥和证

书为例。 

1. 执行“ssl csr”命令为“www.example.com”生成一个 RSA CSR。（如果需

要申请 ECC 证书，执行“ssl ecc csr”命令。 

AN(config)#ssl csr www.example.com 
Generating keys for "www.example.com"....please wait 
We will now gather some required information about your SSL virtual host.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encoded into your certificate. 
TWO-character country code for your organization (eg. US) :US 
State or province []:CA 
location or local city []:San Jose 
Organization Name :Example.com 
Organizational Unit :Example.com 
Organizational Unit []: 
Organizational Unit []: 
Do you want to use the virtual host name "www.example.com"  
as the Common Name? (recommended) [Y/N]: Y 
email address of administrator []:admin@example.com 
Do you want to add Subject Alternative Names? (recommended) [Y/N] N  
-----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 
MIIC6jCCAdICAQAwgZUxCzAJBgNVBAYTAlVTMQswCQYDVQQIDAJDQTERMA8GA1U
EBwwIU2FuIEpvc2UxFDASBgNVBAoMC0V4YW1wbGUuY29tMRQwEgYDVQQLDAtFeGF
tcGxlLmNvbTEYMBYGA1UEAwwPd3d3LmV4YW1wbGUuY29tMSAwHgYJKoZIhvcNAQkB
FhFhZG1pbkBleGFtcGxlLmNvbTCCASIwDQYJKoZIhvcNAQEBBQADggEPADCCAQoCggE
BAKfPzHgGQA2DKh7kkzSKczUO9RkMRvrMX+MssKiVwGUpwUZ3B0YlW5gqUQ0ieYqNQ



第 7 章 SSL 加速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05 

bYr4s7G+d+zHe7NtsyUADMJwgDKK4pQaiBuxVWzQtqQqIGEZc4NqIaltJzOpzZSMqY0SvbQ
3MJqrvVgZpdObeedW5SRVjn8zyebr2j/re4tTIJpm+lj9FiFf/yVHsJdXjJrOONYfsAcaI9c8a5BLqe
PavZEvzh3p+eiCwjGflv8n48O8ub+PIGU1W230gkfRdG5D6e1yWlXFdceveunuOlfuoL2yBgHu
yxxgu+RkQd6ZqV6eACLbv47OTMr9MUGuW6TuQ0TI+T24lY8DBn/TxcCAwEAAaAPMA0G
CSqGSIb3DQEJDjEAMA0GCSqGSIb3DQEBCwUAA4IBAQCRl4Mao7hBqsqH/+kU8IQK7aq
wdujSDj5KxO5rKkSutslaqfsIbpr85nGKFqxrBxpy0lFs6NegztSV0dCc/Dt3iVaAqLEgeVmdFA9Z
bcpwHecQmeg1D200GmpsU3T2xiqM0mDc7jmRywWenCJkRWmO3EWeO9N5mbbeoOUs4Kel
KvVayMe2k9YvArSmOa3NHzyTQ1Zhqc80Q6Jg7mSw6B9et0JpKIim+3Hw12ULOdhIDijLOa8
GiDdhuL4J5FBDW0wY8Jl+YKeW7r8GDldENP1bdvWDdDkI0zHhVuwPDOuAcwWj23gT7jLo
wcNYRNIVW5RGrXHjlfb9UXKqMboJmpp+ 
-----END CERTIFICATE REQUEST----- 
 
Do you want the private key to be exportable [Yes/(No)]:Yes 
Enter passphrase for the private key: 
 
Confirm passphrase for the private key: 
 
Warning: RSA certificate chain is incomplete for www.example.com. Please add interca or rootca 
certificate. 

除了生成 RSA CSR 外，该命令同时也为 SSL 虚拟主机“www.example.com”创

建了一个 RSA 密钥对和测试证书。测试证书只能用于测试目的，如果希望利用

该测试证书进行测试或演示，可以直接启用该 SSL 虚拟主机： 

AN(config)#ssl start www.example.com 

此时，管理员可以使用网页浏览器安全地连接到该网站。 

2. 转发证书签发请求到 CA。 

从“ssl csr”命令的输出中，复制从“-----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到“-----END CERTIFICATE REQUEST-----”的内容，转发给

CA，CA 会回复一封包含数字证书的电子邮件。以下显示的是一个证书样例。 

-----BEGIN CERTIFICATE----- 
MIICnjCANgcANgEUMA0GCSqGSIb3DQEBBAUAMIG5MQswCQYDVQQGEwJVUzETMB
EGA1UECBMKQ2FsaWZvcm5pYTERMA8GA1UEBxMIU2FuIEpvc2UxHDAaBgNVBAoTE0
NsaWNrQXJyYXkgTmV0d29ya3MxFDASBgNVBAsTC0RldmVsb3BtZW50MSMwIQYDVQ
QDExpkZXZlbG9wbWVudC5jbGlja2FycmF5LmNvbTEpMCcGCSqGSIb3DQEJARYaZGV2Z
WxvcG1lbnRAY2xpY2thcnJheS5jb20wHhcNMDIwMjEzMTgwMTI5WhcNMDMwMjA4MTgw
MTI5WjB0MQswCQYDVQQGEwJVUzEMMAoGA1UECBMDRE9EMQwwCgYDVQQHEw
NET08xCzAJBgNVBAoTAkRPMQswCQYDVQQLEwJETzETMBEGA1UEAxMKMTAuMTIu
MC4xNDEaMBgGCSqGSIb3DQEJARYLbWhAZGtkay5jb20wgZ8wDQYJKoZIhvcNAQEBBQ
ADgY0AMIGJAoGBAMx4r+ae4kTZggtyU047OsKUyqCt+V1MHgTPTpVxdtxYhSTSOZwYIX
gRqBEdJvs2/ua1XZRzLOCTa58VI/8I3derAPqz79WpBRsxD25rCT1rzmalfkTea3V8jHJYP6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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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WKFKztxeUclkzukzPUZO6M0fI5ToXNuLEe+IwvOkfAgMBAAEwDQYJKoZIhvcNAQEEB
QADgYEAodV5O0LKUr/O0BbxOnwmyP/DkLj4bpe9XxQO6B4psDey/+xBHs6tgGKuy8spbcJ4
pQc+5KLydK1ZYcTkbxJq41K4RHM11OClXVjm3xRhqKQnjzNboExIvkZsKIBbfLkBrM1eBnE
aiYWXmsYGfxPkwdhKlQCLQgN+G3IKu2cRQLU= 
-----END CERTIFICATE----- 

 
注意：进行 SSL 配置时请务必谨慎操作。在导入从认证中心获得的证书之前，请一

定不要删除 SSL 虚拟主机。如果清除了 SSL 信息，则只能再次发送证书签发请求到

认证中心以获得另一个证书。不过，大多数认证中心允许有 30 天的试用期以便于获

得另一个证书，超过了这个期限，就必须购买另一个证书。 

3. 使用“ssl import certificate”命令为 SSL 虚拟主机导入收到的证书。 

AN(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NO to abort: YES 
Enter the certificate file in PEM format, 
 use "..." on a single line, without quotes 
 to terminate import 
-----BEGIN CERTIFICATE----- 
MIICnjCANgcANgEUMA0GCSqGSIb3DQEBBAUAMIG5MQswCQYDVQQGEwJVUzETMB
EGA1UECBMKQ2FsaWZvcm5pYTERMA8GA1UEBxMIU2FuIEpvc2UxHDAaBgNVBAoTE0
NsaWNrQXJyYXkgTmV0d29ya3MxFDASBgNVBAsTC0RldmVsb3BtZW50MSMwIQYDVQ
QDExpkZXZlbG9wbWVudC5jbGlja2FycmF5LmNvbTEpMCcGCSqGSIb3DQEJARYaZGV2Z
WxvcG1lbnRAY2xpY2thcnJheS5jb20wHhcNMDIwMjEzMTgwMTI5WhcNMDMwMjA4MTgw
MTI5WjB0MQswCQYDVQQGEwJVUzEMMAoGA1UECBMDRE9EMQwwCgYDVQQHEw
NET08xCzAJBgNVBAoTAkRPMQswCQYDVQQLEwJETzETMBEGA1UEAxMKMTAuMTIu
MC4xNDEaMBgGCSqGSIb3DQEJARYLbWhAZGtkay5jb20wgZ8wDQYJKoZIhvcNAQEBBQ
ADgY0AMIGJAoGBAMx4r+ae4kTZggtyU047OsKUyqCt+V1MHgTPTpVxdtxYhSTSOZwYIX
gRqBEdJvs2/ua1XZRzLOCTa58VI/8I3derAPqz79WpBRsxD25rCT1rzmalfkTea3V8jHJYP6Yin
DTWKFKztxeUclkzukzPUZO6M0fI5ToXNuLEe+IwvOkfAgMBAAEwDQYJKoZIhvcNAQEEB
QADgYEAodV5O0LKUr/O0BbxOnwmyP/DkLj4bpe9XxQO6B4psDey/+xBHs6tgGKuy8spbcJ4
pQc+5KLydK1ZYcTkbxJq41K4RHM11OClXVjm3xRhqKQnjzNboExIvkZsKIBbfLkBrM1eBnE
aiYWXmsYGfxPkwdhKlQCLQgN+G3IKu2cRQLU= 
-----END CERTIFICATE----- 
… 

也可以从远程 TFTP 服务器导入证书。使用这种方法时，需要指定 TFTP 服务器

的 IP 地址和证书文件的名称： 

AN(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10.10.13.82 example.crt 
You may overwrite an existing certificate. 
Type YES to continue, NO to abor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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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已经存在可以使用的密钥和证书文件（无需通过 CSR 申请证书），可以使用“ssl 
import key”命令和“ssl import certificate”命令为 SSL 虚拟主机直接导入密钥和证

书，导入时既可以使用手动粘贴文件内容的方法，也可以通过远程 TFTP 服务器导入，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 

 必须先导入密钥然后再导入证书。 
 非 PEM 格式的密钥和证书，必须通过 TFTP 方式导入。 

4. 使用“ssl activate certificate”命令激活证书 

AN(config)#ssl activate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注意：在激活证书时，系统会检查证书链。如果根证书和中级证书在全局受信 CA
文件或中级 CA 文件中无法找到，系统将会打印一条警告信息提示证书链不完整。

可以分别使用命令“ssl import rootca”和“ssl import interca”来导入根证书和中级

证书。 

5. 启用 SSL 虚拟主机。 

AN(config)#ssl start www.example.com 

至此已经完成了对“www.example.com”的 SSL 加速配置，客户端可以通过

HTTPS 正常访问。 

 从 IIS 和 NS IPlanet 网页服务器中导入证书和密钥 

IIS 

如果使用的是 Microsoft IIS 服务器，系统允许通过 TFTP 机制从 IIS4/5 中导入证

书。IIS 在同一个.PFX 格式的档中存储 SSL 密钥和证书。先将该文件放到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以<vhostname>.crt 命名，然后使用“ssl import certificate”
命令将档导入到系统中。本命令需要输入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做为参数。 

AN(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10.10.0.3 

该命令将下载名为<host_name>.crt 的档，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从 TFTP 服务器

10.10.0.3 上下载 www.example.com.crt。 

成功导入证书后，可以使用“ssl activate certificate”命令启动这个证书。 

SJ-Box1(config)#ssl activate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从 TFTP 服务器上成功导入密钥和证书后，可以使用“ssl start”启动 SSL 子系

统。 

AN(config)#ssl start www.example.com 
Netscape/i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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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的是 Netscape 或者 iPlanet 服务器，也可以从这些服务器上导入证书和

密钥。iPlanet 服务器在/<serverroot>/alias/目录下保存密钥/证书对，<serverroot>
是服务器的安装目录，在这个目录下有两个文件，<serverid-hostname>-key3.db
和<serverid-hostname>-cert7.db，需要将它们复制到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第一个档以<vhostname>.key 命名，第二个档以<vhostname>.crt 命名。请一定正

确命名，否则 SSL 子系统不能正确下载它们。 

现在导入证书和密钥。 

SJ-Box1(config)#ssl import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10.10.0.3 www.example.com.key 

从 10.10.0.3 上导入证书文件“www.example.com.crt”。 

SJ-Box1(config)#ssl import key www.example.com 1 10.10.0.3 www.example.com.crt 

从 10.10.0.3 上导入密钥文件“www.example.com.key”。 

 
注意：在从 iPlanet 导入证书/密钥对时，必须首先导入证书，再导入密钥。 

成功导入证书后，可以使用“ssl activate certificate”命令启动这个证书。 

SJ-Box1(config)#ssl activate certificate www.example.com 1 

然后启动 SSL 子系统。 

AN(config)#ssl start www.example.com 

7.3.2.1 SSL虚拟主机的高级配置 

1. 禁用 SSL 虚拟主机。 

AN(config)#ssl stop www.example.com 

如果更改 SSL 虚拟主机的配置，必须先禁用该主机。 

2. 为 SSL 虚拟主机配置密码套件。 

AN(config)#ssl settings ciphersuite "www.example.com" "DES-CBC3-SHA" 

下表列出了不同协议版本的 SSL 虚拟主机对 RSA、ECC（ECDHE-ECDSA..）密

码套件的支持情况。“Y”表示支持，“N”表示不支持。 

密码套件 位数 
SSL 协议 - 虚拟主机 

SSLv3
.0 

TLS
v1 

TLSv1
.1 

TLSv1
.2 

AES256-GCM-SHA384 256 N N N Y 
AES128-GCM-SHA256 128 N N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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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套件 位数 SSL 协议 - 虚拟主机 
AES256-SHA256 256 N N N Y 
AES256-SHA 256 Y Y Y Y 
AES128-SHA256 128 N N N Y 
AES128-SHA 128 Y Y Y Y 
DES-CBC3-SHA 192 Y Y Y Y 
DES-CBC-SHA 64 Y Y Y N 
RC4-SHA 128 Y Y Y Y 
RC4-MD5 128 Y Y Y Y 
EXP-DES-CBC-SHA 40 Y N N N 
EXP-RC4-MD5 40 Y N N N 
ECDHE-RSA-AES256-GCM-SHA384 256 N N N Y 
ECDHE-RSA-AES128-GCM-SHA256 128 N N N Y 
ECDHE-RSA-AES256-SHA384 256 N N N Y 
ECDHE-RSA-AES256-SHA 256 Y Y Y Y 
ECDHE-RSA-AES128-SHA256 128 N N N Y 
ECDHE-RSA-AES128-SHA 128 Y Y Y Y 
ECDHE-ECDSA-AES256-GCM-SHA384 256 N N N Y 
ECDHE-ECDSA-AES128-GCM-SHA256 128 N N N Y 
ECDHE-ECDSA-AES256-SHA384 256 N N N Y 
ECDHE-ECDSA-AES256-SHA 256 Y Y Y Y 
ECDHE-ECDSA-AES128-SHA256 128 N N N Y 
ECDHE-ECDSA-AES128-SHA 128 Y Y Y Y 

如果要为一个 SSL 虚拟主机配置多个密码套件，需要在各密码套件之间以冒号

“:”分隔。 

3. 为 SSL 虚拟主机配置协议版本。 

AN(config)#ssl settings protocol "www.example.com" "SSLv3:TLSv1:TLSv12" 

可以设置为 SSLv3、TLSv1、TLSv11 或 TLSv12，或者同时设置其中的几个或者

全部。 

 
注意：参数值“TLSv11”代表 TLSv1.1 协议，“TLSv12”代表 TLSv1.2 协议。 

4. 为 SSL 虚拟主机配置会话复用功能。 

AN(config)#ssl settings reuse "www.example.com" 

该功能默认是启用的，可以使用命令“no ssl settings reuse”关闭该功能。 

5. 为 SSL 虚拟主机配置客户端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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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基于 SSL 的客户端认证。如果启用该功能，在客户端可以连接到 SSL
虚拟主机之前，系统要求每个客户端提供 SSL 证书。 

AN(config)#ssl settings clientauth "www.example.com" 
 

 
注意：如果为 SSL 虚拟主机启用了 SSL 客户端认证功能，则必须提供一个受信 CA
证书，使用它对客户端证书进行校验。 

AN(config)#ssl import rootca "www.example.com" 

该命令将提示用户粘贴一个 PEM 格式的受信 CA 证书。可以为 SSL 虚拟主机配

置多个受信 CA。 

系统支持两种客户端认证方式：强制的和非强制的。客户端认证模式默认是强制

的。在非强制模式下，当服务器发送一个证书请求到客户端时，如果客户没有匹

配的证书，或者点“Cancel”取消时，服务器将会允许客户继续完成 SSL 握手，

而不是放弃这个 SSL 连接。 

6. 为 SSL 虚拟主机配置 CRL。 

CRL（即证书撤销列表），可以通过 HTTP、FTP 或 LDAP 定期从 CRL 分发点

获取 CRL 檔，CRL 分发点最多可以配置 10 条。 

示例：在一个 HTTP 网页服务器上保存有 CRL 檔（Array.crl），希望每隔 1 分钟

获取该文件。配置命令如下： 

AN(config)#ssl settings crl offline www.example.com "http://www.crldp.com/Array.crl" 1 

这样系统每隔 1 分钟会从 www.crldp.com 上下载 CRL 文件 Array.crl。 

也可以从 FTP 网站上下载 CRL 檔： 

AN(config)#ssl settings crl offline www.example.com "ftp://ftp.crldp.com/Array.crl" 1 

也支援从 LDAP 网站上下载 CRL 檔： 

AN(config)#ssl settings crl offline www.example.com 
"ldap://ldap.crldp.com/cn=array,dc=arraynetworks,dc=com" 1 

7. 启用并查看 SSL 配置。 

启动 SSL 虚拟主机： 

AN(config)#ssl start www.example.com 

查看当前 SSL 设置： 

AN(config)#show ssl settings www.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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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全局与高级防护选项 

8.1 启用WAF与DDoS防御功能 

系统可以全局控制启用或禁用 WAF 和 DDoS 防御功能。只有启用了 DDoS 防御

功能，管理员定义的防护组和防护服务才能受到 DDoS 防护模板的保护。只有启

用的 WAF 功能，HTTP/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才能受到 WAF 防护模板的保护。

系统默认启用 WAF 和 DDoS 防御功能。 

执行以下命令启用 WAF 功能： 

AN(config)#waf on 

执行如下命令启用 DDoS 防御功能： 

AN(config)#ddos on 

8.2 流量基线学习 

网络的部署方式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网络环境的流量特点也千差万别。在这种情

况下，一个固定的 DDoS 防护模板无法适应流量多变的特点，而依靠管理员去实

时去修改 DDoS 防护模板也几无可能。系统提供一种流量基线学习机制，帮助管

理员学习网络和应用的流量基线特征，并帮助灵敏地刷新 DDoS 防护模板，从而

提供最准确的针对性防护。 

系统支持为防护组和防护服务启用流量基线学习，并支持基于学习结果动态刷新

防护对象的自动 DDoS 防护模板。对于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开启了流量基

线学习后只能对 HTTP 流量进行学习，不支持对 SSL 流量进行学习。 

请注意开启流量基线学习任务前，需要保证本小时至少还有 10 分钟的有效时间

可以用于流量基线学习。否则，流量基线学习将从下一小时开启。此外，系统在

完成每个小时的流量基线学习后，会将该时间节点的学习结果写入历史数据库。 

8.2.1 流量基线学习周期 

流量基线学习的最短学习时间为 24 小时，建议的完整学习周期为 7*24 小时。 

每小时为一个时间节点，每个日期维护一个 24 小时的时间节点，所以系统在内

存中维护了 7*24 小时的时间节点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 

 时间节点的状态 

每个时间节点的状态分为基本状态和扩展状态。 

时间节点的基本状态为： 

 Init：初始状态，未进行流量基线学习。 



第 8 章 全局与高级防护选项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12 

 Learn：正在进行流量基线学习。 

 Ready：每个小时的学习任务完成后，该小时的学习结果将被标记为 Ready
状态。 

时间节点的扩展状态为： 

 _ap：表示该时间节点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被用来刷新当前的防护模板。 

 _db：表示该时间节点的学习结果已经存入了历史数据库。系统每小时将学

习结果（已经“Ready”的节点）自动存入历史数据库。 

 _bk：表示在该时间节点执行过一次学习结果备份操作。 

8.2.2 流量基线学习内容 

流量基线学习通过学习防护对象的重要数据指标来构建其流量模型，从而建立起

防护对象的行为轮廓，当前周期的流量模型为下个周期的攻击检测提供预测性指

导。 

针对不同防护对象，流量基线学习可学习的数据指标不同，具体请参见下表。 

防护对象 数据指标 含义 

防护

服务 

HTTP/HTTPS 类型

的防护服务 

http.rps_get HTTP GET 请求的 RPS 
http.rps_post HTTP POST 请求的 RPS 
http.cc HTTP 并发数 

DNS 类型的防护服

务 

dns.pps_query DNS 查询的 PPS 
dns.pps_nxdomain DNS NxDomian 响应的 PPS 
dns.pps_reply DNS 响应的 PPS 

防护组 

tcp.pps_syn TCP SYN 包的 PPS 
tcp.pps_synack TCP SYN-ACK 包的 PPS 
tcp.pps_ack TCP ACK 包的 PPS 
tcp.pps_finrst TCP FIN/RST 包的 PPS 
tcp.pps_frag TCP 分片的 PPS 
tcp.cc TCP 并发连接数 
tcp.cps TCP 每秒新建连接数 
udp.pps UDP 包的 PPS 
udp.pps_frag UDP 分片的 PPS 
icmp.pps ICMP 包的 PPS 

8.2.3 刷新自动DDoS防护模板 

流量基线学习的结果可以用来刷新防护组和防护服务的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防护规则。流量基线学习的结果为指定流量在本小时时段内数据指标的峰值。

当流量超过该峰值时，系统将根据自动刷新的规则进行检查和防护。注意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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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状态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才被用于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

则。如果流量基线学习结果状态为 Ready，但是学习结果值为 0，则 DDoS 防护

模板中的规则将被刷新为系统默认值；如果流量基线学习结果状态为非 Ready，
DDoS 防护模板中的规则将保持当前值不变。 

基于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动态刷新防护组和防护服务的自动 DDoS 防护模板的时

间频率为 1、3、6、12 和 24 小时。例如，在不修改系统时间的情况下，如果时

间频率是 1，在 0、1…23 整点刷新。如果时间频率是 3，在 3、6、9、12、15、
18、21、0 点刷新。 

8.2.3.1 刷新优先级 

流量基线学习采用先学习后刷新的模式，依据当前流量基线学习所在的时段，选

取刷新结果的优先级如下： 

 如果已完成 7*24 小时流量学习，系统将检查同一日期同一时段的学习结果

状态是否为“ready”。如果是，将选择此时段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来刷新自

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则，否则进行下一步。 

 如果已学满 24 小时但未学满 7*24 小时，将依次检查之前最近一天同一时段

的学习结果状态是否为“ready”。如果有状态为“ready”的学习结果，将

用此结果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则，否则进行下一步。 

 如果未学满 24 小时，检查当天上一时段的学习结果状态是否为“ready”。

如果有状态为“ready”的学习结果，将用此结果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

的防护规则，否则进行下一步。 

 不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则。 

8.2.3.2 刷新方法 

使用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则的具体公式如下： 

自动防护模板防护规则的阈值=流量基线学习结果*调优值 

例如，对于 HTTP GET Flood 防护规则： 

rps_alert（GET 请求 RPS 告警阈值）= http.rps_get * get_weight。 

如果用于刷新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防护规则的学习时段已经“ready”，但

是流量基线学习结果中某个数据指标的值为 0，则将自动 DDoS 防护模板中的相

应防护规则的阈值刷新为系统默认值。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 http.rps_get 取值

为 0，会将 rps_alert 恢复为系统默认值。 

对于防护服务，流量基线学习结果的刷新用途如下： 

 http.rps_get：用于刷新 HTTP GET Flood 防护规则的 rps_alert（GET 请求 RPS
告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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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ps_post：用于刷新 HTTP POST Flood 防护规则的 rps_alert（POST 请求

RPS 告警阈值）。 

 http.cc：用于刷新 HTTP Slowloris 和 Slow Post 防护规则的 cc_alert（当前并

发连接数的告警阈值）。 

 dns.pps_query：用于刷新 DNS Query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DNS 查询

的报文速率阈值）。 

 dns.pps_nxdomain：用于刷新 DNS NXDomain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DNS 
NXDomain 的报文速率阈值）。 

 dns.pps_reply：用于刷新 DNS Reply Flood 的 pps_alert（DNS 响应的报文速

率阈值）。 

对于防护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的刷新用途如下： 

 icmp.pps：用于刷新 ICMP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ICMP 包的报文速率

阈值）。 

 tcp.pps_syn：用于刷新 TCP SYN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TCP SYN 包

的报文速率阈值） 

 tcp.pps_synack：用于刷新 TCP SYN-ACK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TCP 
SYN-ACK 包的报文速率阈值） 

 tcp.pps_ack：用于刷新 TCP ACK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TCP ACK
包的报文速率阈值） 

 tcp.pps_finrst：用于刷新 TCP FIN/RST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TCP 
FIN/RST 包的报文速率阈值） 

 tcp.pps_frag：用于刷新 TCP 分片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TCP 分片包

的报文速率阈值） 

 tcp.cc：用于刷新 TCP 连接 Flood 防护规则的 cc_alert。（TCP 连接的并发连

接数阈值） 

 tcp.cps：用于刷新 TCP 连接 Flood 防护规则的 cps_alert。（TCP 连接的新建

连接速率阈值） 

 udp.pps：用于刷新 UDP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UDP 包的报文速率

阈值） 

 udp.pps_frag：用于刷新 UDP 分片 Flood 防护规则的 pps_alert。（UDP 分片

包的报文速率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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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保存流量基线学习结果 

当某个 7*24 小时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能合理反映实际的流量模型时，可以将当

前 7*24 小时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备份到磁盘配置文件，并停止流量基线学习。

这样当设备重启或系统升级时，仍然可以使用之前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而无需

重新触发学习任务。请注意备份操作将覆盖之前保存的备份文件。 

管理员可以手动备份，也可以配置周期性自动备份。 

8.2.5 查看流量基线学习结果 

管理员可以通过命令“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summary”和“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summary”查看防护组和防护服务的流量基线学习

的配置摘要信息。 

8.2.6 配置示例 

8.2.6.1 防护组的流量基线学习 

1. 启用流量基线学习任务。 

AN(config)# 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start g1 168 

2. 为防护组启用基于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动态刷新指定防护组创建时生成的自

动防护模板的功能，并设置刷新频率。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apply g1 24 

3. 设置基于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周期性地刷新防护组的自动防护模板中的防护

规则所需要的调优值。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tune icmp g1 5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tune tcp g1 5 5 5 5 5 5 5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tune udp g1 5 5 

4. 为防护组创建从内存中将最近 7*24 小时状态为“ready”的流量基线学习结

果备份到磁盘配置文件的任务。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running backup g1 

5. 将在磁盘中为防护组备份的状态为“ready”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恢复到内存

中。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running restore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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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防护组最近 7*24h 流量基线学习结果，以及在磁盘文件中备份的 7*24h
流量基线学习结果。 

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running g1 
----------------------------------------------------------------------------------------------------------------------
- 
group: g1 
current time: Tuesday 2(h) 
Sunday: 
status             hour            icmp.pps        tcp.pps_syn     tcp.pps_synack  
tcp.pps_ack     tcp.pps_finrst  tcp.pps_frag    tcp.cc          tcp.cps         udp.pps         
udp.pps_frag     
init               0               0               0               0               
0               0               0               0               0               
0               0                
init               1               0               0               0               
0               0               0               0               0               
0               0                
init               2               0               0               0               
0               0               0               0               0               
0               0                
--More-- 

 

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backup g1 
----------------------------------------------------------------------------------------------------------------------
- 
group: g1 
Sunday: 
status          hour            icmp.pps        tcp.pps_syn     tcp.pps_synack  
tcp.pps_ack     tcp.pps_finrst  tcp.pps_frag    tcp.cc          tcp.cps         udp.pps         
udp.pps_frag     
init            0               0               0               0               
0               0               0               0               0               
0               0                
init            1               0               0               0               
0               0               0               0               0               
0               0                
init            2               0               0               0               
0               0               0               0               0                
--More-- 

7. 查看防护组当前的流量基线学习的配置摘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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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group summary g1 
--------------------------------- 
Group: "g1" 
  Current time: Tuesday 2(h) 
  Status      : start at 2019-4-2 2:46:9 
  Duration    : 10080 min, lasts 0 min, remain 10080 min 
  Auto profile refresh: unapply  
  Runfile save refresh: manual  
  Tune paramater: 
    icmp: pps_w 5 
    tcp : syn_w 5, sack_w 5, ack_w 5, finrst_w 5, frag_w 5, cc_w 5, cps_w 5 
    udp : pps_w 5, frag_w 5 

8.2.6.2 防护服务防护组的流量基线学习 

1. 为防护服务启用流量基线学习任务并配置流量基线学习持续时间。默认为

7*24 小时学习，超时后，流量基线学习任务将自动停止。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start http srv1 168 

2. 为防护服务启用基于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动态刷新指定应用协议类型的指定

防护服务创建时生成的自动防护模板的功能，并设置刷新频率。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apply http srv1 24 

3. 设置基于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周期性刷新防护服务的自动防护模板中防护规

则所需要的调优值。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tune http srv1 5 5 5 5 5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tune dns dns1 5 5 5 

4. 将防护服务内存中最近 7*24h 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备份到磁盘配置文件中。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running backup http srv1 

5. 将防护服务备份在磁盘中的状态为“Ready”的流量基线学习结果配置文件

恢复到内存中。 

AN(config)#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running restore http srv1 

6. 来查看防护服务内存中最近 7*24h 流量基线学习结果，以及磁盘中备份的

7*24h 流量基线学习结果配置。 

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running http srv1 
----------------------------------------------------------------------------------------------------------------------
- 
service: srv1(http) 



第 8 章 全局与高级防护选项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18 

current time: Tuesday 2(h) 
Sunday: 
status             hour            http.rps_get    http.rps_post   http.cnt_cookie 
http.cnt_query  http.cc          
init               0               0               0               0               
0               0                
init               1               0               0               0               
0               0                
init               2               0               0               0               
0               0                
init               3               0               0               0               
0               0                
init               4               0               0               0               
0               0                
init               5               0               0               0               
0               0                
init               6               0               0               0               
0               0                
init               7               0               0               0               
0               0                
 --More-- 

 

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backup http srv1 
----------------------------------------------------------------------------------------------------------------------
- 
service: srv1 
Sunday: 
status          hour            http.rps_get    http.rps_post   http.cnt_cookie 
http.cnt_query  http.cc          
init            0               0               0               0               
0               0                
init            1               0               0               0               
0               0                
init            2               0               0               0               
0               0                
init            3               0               0               0               
0               0                
init            4               0               0               0               
0               0                
init            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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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            6               0               0               0               
0               0                
init            7               0               0               0               
0               0                
init            8               0               0               0                
--More-- 

7. 查看防护服务当前流量基线学习配置的摘要信息。 

AN(config)#show ddos traffic learning service summary http srv1 
--------------------------------- 
Service: srv1(http) 
  Current time: Thursday 7(h) 
  Status      : start at 2019-4-11 7:40:27 
  Duration    : 10080 min, lasts 0 min, remain 10080 min 
  Auto profile refresh: apply, frequency 24(hour)  
  Runfile save refresh: manual  
  Tune paramater: 
    http: get_w 5, post_w 5, cookie_w 5, query_w 5, cc_w 5 

8.3 业务模型学习 

系统可以分析用户访问流量中的应用层协议，为用户配置应用层防护对象防护服

务提供参考。协议类型目前仅基于众所周知的端口号进行识别，支持的端口号为

HTTP（80）/HTTPS（443）/DNS（53）。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security service learning start [duration_time]”命令启用服务模型学

习任务，并配置服务模型学习的时长。当有流量从系统的上行口进入，并

被系统处理转发，将被进行业务模型学习。 

AN(config)#security service learning start 100 

2. 执行“show security service learning”命令查看服务模型的学习结果。 

AN(config)#show security service learning 
Service model learning status: start, timeout: 99(min)  
 
Service type: http(80)  v4: 1  v6: 0 
Address: 192.168.4.61        
    Input total      : 9 packets, 448 bytes  
    Input rate       : 688 bits/sec, 2 packets/sec  
    Input rate max   : 1184 bits/sec, 3 packets/sec  
    Output total     :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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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rate      : 0 bits/sec, 0 packets/sec  
    Output rate max  : 0 bits/sec, 0 packets/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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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高级 ACL 
系统支持配置高级访问控制（ACL，Access Control List）来限制网络流量，控制

客户端的访问行为，从而防止大流量的恶意攻击，提高内网资源的可用性。该功

能通过访问控制规则实现，其作用在于对报文的源 IP、协议、访问的域名等进

行检查，根据报文是否匹配访问控制列表里规定的条件决定是否允许报文通过或

采取其他处理方式。设备的高级访问控制功能支持以下几种访问控制规则：TCP 
ACL 规则、UDP ACL 规则、ICMP ACL 规则、HTTP ACL 规则和 DNS ACL 规

则，适用于 IPv4 和 IPv6 环境。 

9.1 TCP ACL规则 

TCP ACL 规则限制防护组上允许的每秒新建连接数（Connections Per Second，
CPS）和并发连接数（Concurrent Connections，CC），可应用于所有基于 TCP
协议的防护组。 

TCP ACL 规则支持两种控制模式和两种控制类型。 

 控制模式 

– total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的所有客户端作为一个整体受 ACL 规则的限

制。 

– per-ip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每个客户端单独受 ACL 规则的限制。 

 控制类型 

– cps 类型：表示对每秒新建连接数进行限制。 

– concurrent 类型：表示对并发连接数进行限制。 

管理员在配置 ACL 规则时，可以根据需要来组合控制模式和控制类型。对于同

一个子网，可以组合出四种 ACL 规则，如下表所示。 

表9–1 同一个子网的四种 TCP ACL 规则 

模式       类型 cps concurrent 

total 
子网中所有客户端上的每秒新建连

接数总和不能超过设定的最大值。 
子网中所有客户端上的并发连接

数总和不能超过设定的最大值。 

per-ip 
子网中每个客户端上的每秒新建连

接数不能超过设定的最大值。 
子网中每个客户端上的并发连接

数不能超过设定的最大值。 

系统支持为同一子网配置以上组合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规则。如果为一个子网配置

了多种规则，则这些规则同时生效。 

 子网嵌套 



第 9 章 高级 ACL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22 

ACL 规则支持子网嵌套。如果一个客户端的 IP 地址命中多个子网，该客户端受

命中的最小子网的所有规则的限制，同时也受最小子网的所有上级子网的“total”
规则的限制。系统最多允许嵌套三层子网。 

例如： 

10.8.0.0/16：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24：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限制 10.8.1.0/24 子网客户端的规则有： 

10.8.1.0/24：“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16：“total”规则 

 CLI 配置示例 

配置 TCP ACL 规则时，首先需要添加 TCP ACL 规则，然后把规则应用于单个

防护组或者所有防护组。 

1.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 ACL 规则： 

acl tcp rule <rule_name> <client_ip> {netmask|prefix} <control_mode> <control_type> 
<max_limit> 

例如： 

AN(config)#acl tcp rule rule1 61.130.10.0 255.255.255.0 total cps 1000000 
AN(config)#acl tcp rule rule2 61.130.10.0 255.255.255.0 total concurrent 50000 
AN(config)#acl tcp rule rule3 61.130.10.0 255.255.255.0 per-ip cps 10000 
AN(config)#acl tcp rule rule4 61.130.10.0 255.255.255.0 per-ip concurrent 500 

2. 执行如下命令应用 ACL 规则到防护组： 

acl tcp apply rule group <rule_name> <group_name> 

例如： 

AN(config)#acl tcp apply rule group rule1 g1 
AN(config)#acl tcp apply rule group rule2 global 

9.2 UDP ACL规则 

UDP ACL 规则限制防护组上允许的每秒发出的分组数据包（Packets Per 
Second，PPS），可应用于所有基于 UDP 协议的防护组。 

UDP ACL 规则支持两种控制模式和一种控制类型。 

 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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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的所有客户端作为一个整体受 ACL 规则的限

制。 

– per-ip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每个客户端单独受 ACL 规则的限制。 

 控制类型 

– pps 类型：表示对每秒的分组报文数量进行控制。 

 子网嵌套 

ACL 规则支持子网嵌套。如果一个客户端的 IP 地址命中多个子网，该客户端受

命中的最小子网的所有规则的限制，同时也受最小子网的所有上级子网的“total”
规则的限制。系统最多允许嵌套三层子网。 

例如： 

10.8.0.0/16：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24：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限制 10.8.1.0/24 子网客户端的规则有： 

10.8.1.0/24：“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16：“total”规则 

 CLI 配置示例 

在配置 UDP ACL 规则时，首先需要添加 UDP ACL 规则，然后把规则应用于单

个防护组或者所有防护组。 

1.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 ACL 规则： 

acl udp rule <rule_name> <client_ip> {netmask|prefix} <control_mode> <control_type> 
<max_limit> 

例如： 

AN(config)#acl udp rule rule1 61.130.10.0 255.255.255.0 total pps 1000000 
AN(config)#acl udp rule rule3 61.130.10.0 255.255.255.0 per-ip pps 10000 

2. 执行如下命令应用 ACL 规则到防护组： 

acl udp apply rule group <rule_name> <group_name> 

例如： 

AN(config)#acl udp apply rule group rule1 g1 
AN(config)#acl udp apply rule group rule2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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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ICMP ACL规则 

ICMP ACL 规则限制防护组上允许的每秒发出的分组数据包（Packets Per Second 
PPS），可应用于所有基于 ICMP 协议的防护组。 

ICMP ACL 规则支持两种控制模式和一种控制类型。 

 控制模式 

– total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的所有客户端作为一个整体受 ACL 规则的限

制。 

– per-ip 模式：表示指定子网中每个客户端单独受 ACL 规则的限制。 

 控制类型 

– pps 类型：表示对每秒的分组报文数量进行控制。 

 子网嵌套 

ACL 规则支持子网嵌套。如果一个客户端的 IP 地址命中多个子网，该客户端受

命中的最小子网的所有规则的限制，同时也受最小子网的所有上级子网的“total”
规则的限制。系统最多允许嵌套三层子网。 

例如： 

10.8.0.0/16：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24：同时配置“total”和“per-ip”规则 

限制 10.8.1.0/24 子网客户端的规则有： 

10.8.1.0/24：“total”和“per-ip”规则 

10.8.1.0/16：“total”规则 

 CLI 配置示例 

在配置 ICMP ACL 规则时，首先需要添加 ICMP ACL 规则，然后把规则应用于

单个防护组或者所有防护组。 

1.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 ACL 规则。 

acl icmp rule <rule_name> <client_ip> {netmask|prefix} <control_mode> <control_type> 
<max_limit> 

例如： 

AN(config)#acl icmp rule rule1 61.130.10.0 255.255.255.0 total pps 1000000 
AN(config)#acl icmp rule rule3 61.130.10.0 255.255.255.0 per-ip pps 10000 

2. 执行如下命令应用 ACL 规则到防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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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 icmp apply rule group <rule_name> <group_name> 

例如： 

AN(config)#acl icmp apply rule group rule1 g1 
AN(config)#acl icmp apply rule group rule2 global 

9.4 HTTP ACL规则 

HTTP ACL 规则支持对于访问 HTTP 和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的客户端的 RPS
（每秒请求数，Request Per Second）和下载速度进行控制。RPS 控制类型的 HTTP 
ACL 规则被触发时，系统将会按照规则控制客户端的访问行为或采取相应的处

理方式。下载速度控制类型的 HTTP ACL 规则用于将客户端的下载速度控制在

指定的范围之内。 

HTTP ACL 规则允许管理员自定义 HTTP 流量控制规则。管理员可以执行“acl 
http rule”命令配置静态 HTTP ACL 规则，然后通过“acl http apply rule service”
命令将规则应用到一个 HTTP 或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acl http rule <rule_name> <client_ip> {netmask|prefix} <control_type> <max_limit> 
<effect_condition> 
acl http apply rule service <rule_name> <service_name> 

HTTP ACL 规则支持两种控制类型：控制 RPS 类型和控制下载速度类型。 

9.4.1 控制RPS 

控制 RPS 类型的 HTTP ACL 规则对一个客户端或子网内所有客户端每秒内发送

的 HTTP 请求数量进行统计，当 HTTP 请求数量达到指定的阈值时，系统会对后

续收到的 HTTP 请求采取规则里规定的处理方式，从而防止大数量的 HTTP 请求

造成服务器过载，提高服务器的可用性。 

 匹配条件 

系统会依据 HTTP ACL 规则里规定的匹配条件来统计 RPS。当 HTTP 请求满足

如下条件时，将被计入一个 HTTP ACL 规则的 RPS 计数里： 

 客户端的 IP 地址在该 HTTP ACL 规则的子网范围内。 

 请求的 URL 匹配 HTTP ACL 规则中的 URL 正则表达式。 

 使用的 HTTP 请求方法匹配 HTTP ACL 规则的 HTTP 方法设置。 

设备支持统计使用以下方法的 HTTP 请求： 

 ALL：表示所有的 HTTP 请求方法，即所有的 HTTP 请求都会计入 RP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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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POST、HEAD、DELETE或PUT：只有使用指定方法的HTTP请求会

计入 RPS 中。 

 处理方式 

当 HTTP ACL 规则对应的 RPS 计数达到指定的阈值后，系统会对后续收到的匹

配规则的客户端请求采取处理措施，系统支持两种处理方式： 

 返回错误页面。默认情况下，设备会返回系统内置的 480 错误页面。管理员

也可以通过错误页面导入或错误页面重定向来定制错误页面的格式和内容。

如果通过命令“http errpage import”导入一个自定义的错误页面，那么设

备会返回该自定义的错误页面。 

 发送 RST 报文重置连接。 

配置示例： 

AN(config)#acl http rule rule1 10.8.6.0 24 rps 1000 “url=<regex>abc* method=GET 
action=errorpage” 

在该例子中，位于 10.8.6.0/24 子网的客户端，在访问匹配“abc*”的 URL 地址

时，每秒的 HTTP GET 请求数最多只能为 1000，对于超过该限制的后续客户端

请求，系统将返回内置的 480 错误页面。 

9.4.2 控制下载速度 

控制下载速度的 HTTP ACL 规则对一个客户端或子网内的每个客户端的下载速

度进行探测，将每个客户端的下载速度控制在 HTTP ACL 规则里规定的阈值以

内。 

 匹配条件 

系统会依据 HTTP ACL 规则里规定的匹配条件来探测客户端的下载速度，当

HTTP 请求满足如下条件时，下载速度将受到 HTTP ACL 规则的控制： 

 客户端的 IP 地址在该 HTTP ACL 规则的子网范围内。 

 请求的 URL 匹配 HTTP ACL 规则中的 URL 正则表达式。 

配置示例： 

AN(config)#acl http rule rule1 10.8.6.0 24 throughput 1000 “url=<regex>abc*” 

在该例子中，位于 10.8.6.0/24 子网的客户端，在访问匹配“abc*”的 URL 地址

时，下载速度不能超过 1000 Kbps。 

 子网嵌套 

HTTP ACL 规则支持最多三层子网嵌套。每个 HTTP 或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

最多只能绑定 5 条对应一个子网的 HTTP ACL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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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客户端的 IP 地址命中多个子网，而且 HTTP 请求同时匹配多个子网对

应的 HTTP ACL 规则，该客户端只受最小子网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的限制。 

例如：客户端 IP 地址为 10.8.6.11，如果请求同时匹配 

子网 10.0.0.0/8 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 

子网 10.8.0.0/16 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 

子网 10.8.6.0/24 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 

那么系统将执行子网 10.8.6.0/24 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的限制。 

如果该请求不匹配子网 10.8.6.0/24 对应的任何 HTTP ACL 规则，那么系统将执

行子网 10.8.0.0/16 对应的 HTTP ACL 规则。 

9.5 DNS ACL规则 

DNS ACL 规则用于控制每秒 DNS 查询请求的个数（RPS），适用于 DNS 负载

均衡和 SDNS 两种应用场景。DNS ACL 规则会规定一个 RPS 阈值，当 DNS 查

询请求的个数达到该阈值时，后续的 DNS 查询请求将被丢弃。 

在 DNS 场景中，DNS ACL 规则通过 RPS 阈值控制防护服务上的 DNS 查询请求

数。 

DNS ACL 规则允许管理员自定义对 DNS 流量的控制规则，管理员可以执行

“acl dns rule”命令配置静态 DNS ACL 规则，然后通过“acl dns apply rule 
service”命令将规则应用到一个 DNS 类型的防护服务。 

acl dns rule <rule_name> <client_ip> {netmask|prefix} <control_mode> <dns_type> 
<max_limit> 
acl dns apply rule service <rule_name> <service_name> 

 控制模式 

控制模式表示 DNS ACL 规则在指定子网内的生效范围，有“total”和

“per-ip”两种模式。 

– total 模式：指定子网中的所有客户端作为一个整体受 DNS ACL 规则的

限制。 

– per-ip 模式：指定子网中每个客户端单独受 DNS ACL 规则的限制。 

 匹配条件 

系统会依据 DNS ACL 规则里规定的匹配条件来统计 RPS。当 DNS 查询请求满

足如下条件时，将被计入一个 DNS ACL 规则的 RPS 计数里： 

 客户端的 IP 地址在该 DNS ACL 规则的子网范围内。 

 DNS 查询请求匹配 DNS ACL 规则里设置的 DNS 资源记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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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支持统计以下类型的 DNS 资源记录： 

 ALL：表示所有资源类型的 DNS 查询请求。 

 A、NS、MD、MF、CNAME、SOA、MB、MG、MR、NULL、WKS、
PTR、HINFO、MINFO、MX、TXT、AAAA、ANY：只有指定类型的DNS
查询请求才会计入 RPS 中。 

配置示例： 

acl dns rule dnsrule1 192.168.0.0 16 per-ip AAAA 100 

在该例子中，对于位于 192.168.0.0/16 子网的任何一个客户端，如果该客户端每

秒发起的 AAAA 类型的 DNS 查询请求的数量达到了 100 个，那么系统会丢弃后

续收到的来自该客户端的 AAAA 类型的 DNS 查询请求。 

9.6 ACL白名单 

ACL 白名单里记录所有被允许访问的 IP 地址。启用该功能后，系统会对所有报

文的源 IP 进行检查，如果源 IP 匹配 ACL 白名单，则快速转发该报文，报文将

不受后续安全防护功能的限制。 

9.6.1 手动白名单 

管理员可以手动添加 IP 地址或子网到 ACL 白名单或从外部 URL 地址导入一个

IP 列表文件，然后将 IP 列表文件应用到 ACL 白名单，并设置超时时间。 

配置示例： 

添加“192.168.0.0/24”子网到 ACL 白名单，设置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AN(config)#acl whitelist rule 192.168.0.0 24 10 

从路径“ftp://10.8.3.28/iplist”导入自定义的 IP 列表，并将该 IP 列表添加到 ACL
白名单，设置 IP 列表内所有 IP 地址的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AN(config)#acl whitelist import “ftp://10.8.3.28/iplist” 
AN(config)#acl whitelist ipfile apply iplist 10 

ACL 静态白名单功能通过“acl whitelist {on|off}”命令控制。启用该功能后，系

统会对所有报文的源 IP 进行检查，如果源 IP 匹配 ACL 白名单，则快速转发该

报文，报文将不受后续安全防护功能的限制。静态白名单的优先级高于静态黑名

单。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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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动态白名单 

系统通过“ddos profile service wl_auto on <application_profile_name>”和

“ddos profile group wl_auto on <network_profile_name>”命令为指定防护服务

和防护组启用动态下发系统白名单的功能。 

启用该功能后，被系统安全模块确认为合法的客户端 IP 地址后，会被自动添加

到 ACL 白名单。10 分钟内，来自该客户端的访问流量都会跳过部分防护流程快

速转发。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在禁用状态下，探测到的合法客户端 IP 不会

被加入 ACL 白名单。 

 
注意：针对某一类型防护服务生成的动态白名单，对其他相同协议类型的防护服务

也生效。针对防护组生成的动态白名单，也对基于该协议的上层协议起作用。 

9.7 ACL黑名单 

ACL 黑名单记录所有被完全禁止访问的 IP 地址。如果一个 IP 地址被加入 ACL
黑名单，来自该地址的所有报文都将被丢弃。设备支持将已确定的攻击者客户端

IP 地址动态地添加到 ACL 黑名单。管理员也可以手动配置 ACL 黑名单。 

9.7.1 手动黑名单 

管理员可以手动添加 IP 地址或子网到 ACL 黑名单或从外部 URL 地址导入一个

IP 列表文件，然后将 IP 列表文件应用到 ACL 黑名单，并设置超时时间。 

配置示例： 

添加“192.168.0.0/24”子网到 ACL 黑名单，设置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AN(config)#acl blacklist rule 192.168.0.0 24 10 

从路径“ftp://10.8.3.28/iplist”导入自定义的 IP 列表，并将该 IP 列表添加到 ACL
黑名单，设置 IP 列表内所有 IP 地址的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AN(config)#acl blacklist import “ftp://10.8.3.28/iplist” 
AN(config)#acl blacklist ipfile apply iplist 10 

ACL 静态黑名单功能通过“acl blacklist {on|off}”命令控制。启用该功能后，系

统会对所有报文的源 IP 进行检查，如果源 IP 匹配 ACL 黑名单，则丢弃报文。

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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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动态黑名单 

系统通过“ddos profile service bl_auto on <application_profile_name>”和

“ddos profile group bl_auto on <network_profile_name>”命令为指定防护服务

和防护组启用动态下发系统黑名单的功能。 

启用了该功能后，在系统安全模块探测到攻击并确认客户端为攻击者后，会将客

户端的 IP 地址自动添加到 ACL 黑名单。10 分钟内，来自该客户端的访问流量

都会被丢弃。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在禁用状态下，探测到的攻击者不会被加

入 ACL 黑名单。 

 
注意：针对某一类型的防护服务生成的动态黑名单，对其他相同协议类型的防护服

务也生效。针对防护组生成的动态黑名单，也对基于该协议的上层协议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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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安全日志 

10.1 HTTP访问日志 

系统可以为每一个 HTTP 或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启用 HTTP 访问日志功能。

启用该功能后，系统将会生成该防护服务的客户端访问日志，包含以下内容： 

 日期 

 时间 

 源 IP 

 源端口 

 目的 IP 

 目的端口 

 命中的服务 

 HTTP 主机名 

 HTTP 请求方法 

 HTTP 响应码 

 URL 

 日志示例 

AN(config)#show http accesslog record s1 
Date        Time      SrcIP          SrcPort    DstIP          DstPort   Service          
HOST              Method   Status Code  URL 
---------------------------------------------------------------------------------------------------------------------- 
2019-03-07  09:44:29  192.168.2.103    2425      192.168.2.111    80        s1               
192.168.2.111        GET      302          / 
2019-03-07  09:44:17  192.168.2.103    2432      192.168.2.111    80        s1               
192.168.2.111        GET      302          / 

10.2 HTTP过滤日志 

系统可以为每一个 HTTP 或 HTTPS 类型的防护服务启用 HTTP 过滤日志功能。

启用该功能后，请求或响应匹配防护服务绑定的 HTTP 过滤规则时，系统会记录

HTTP 过滤日志，包含以下内容： 

 日期和时间 

 源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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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IP 

 目的端口 

 命中的防护组 

 命中的防护服务 

 行为 

 方向 

 类型 

 子类型 

 细节 

在某些过滤类型中，某些字段如果没有记录信息，则显示为“-”。 

 日志示例 

AN#show http filter record 
Time                 SrcIP          DstIP       DstPort   Group   Service      
Action      Direction      Type         SubType      Detail 
2019-04-10 07:06:58  182.16.7.143    182.16.9.66     80       g1       s1              
deny        response      errcode       404           /c.txt 
2019-04-10 07:06:26  182.16.7.143    182.16.9.66     80       g1       s1              
deny        response      cookielength   Set-Cookie     cn=r1; Expires=Thu, 
11-Apr-2019 09:09:25 GMT 
2019-04-10 07:05:41  182.16.7.143    182.16.9.66     80       g1       s1              
deny        response      headerlength   Date          Wed, 10 Apr 2019 07:05:40 
GMT 

10.3 DDoS攻击日志 

系统支持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指定攻击类型的 DDoS 攻击日志，日志包含以下内

容： 

 时间 

 严重级别 

 源 IP 

 目的 IP 

 目的端口 

 命中的防护组 



第 10 章 安全日志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33 

 命中的防护服务 

 协议 

 攻击类型 

 行为 

 异常计数 

 细节 

在某些攻击类型中，某些字段如果没有记录信息，则显示为“-”。 

 日志示例 

AN#show ddos record 
Time               Severity          SrcIP    DstIP    DstPort        Group       
Service   Protocol   AttackType      Action     Anomaly_counts     Detail 
---------------------------------------------------------------------------------------------------------------------- 
2019-03-27 06:31:27  ERROR            -       -      -               g1           
-        TCP      TCP_ANOMALY  detect      221523            SYN with payload 
2019-03-27 06:31:27  ERROR            -       -      -               g1              
-        IP        LAND           detect     867                 

10.4 DDoS告警 

系统支持显示指定时间段内匹配描述字段中指定过滤字符串的 DDoS 告警日志，

日志包含以下内容：  

 时间 

 严重级别  

 源 IP 

 目的 IP 

 目的端口 

 命中的防护组 

 命中的防护服务 

 协议 

 描述 

在某些攻击类型中，某些字段如果没有记录信息，则显示为“-”。 

 日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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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how ddos warning 
Time               Severity      SrcIP    DstIP          DstPort        Group       
Service   Protocol   Description 
---------------------------------------------------------------------------------------------------------------------- 
2018-12-19 07:06:41  NOTICE      -       192.168.201.49   -             g1           
-        TCP      TCP RST Flood recovery 
2018-12-19 07:06:39  NOTICE      -       192.168.201.49   -             g1           
-        TCP      TCP FIN Flood recovery 
2018-12-19 07:03:39  WARNING    -       192.168.201.49   -             g1           
-        TCP      TCP RST Flood warning value:823 att_times:1 

10.5 Web攻击日志 

Web 攻击日志会记录以下事件： 

 请求命中负向 WAF 的某个攻击签名 

 请求命中正向 WAF 的攻击签名，并且请求不在正向 WAF 的白名单中以及

正向 WAF 的学习模式关闭 

 服务器响应命中 DLP 规则 

 服务器响应命中内容过滤规则 

Web 攻击日志记录内容包括： 

 攻击发生的日期及时间 

 事件的严重等级 

 攻击的源 IP 及端口，目的 IP 及端口 

 攻击命中的防护服务名称及 WAF 防护模板的名称 

 攻击类型 

 命中的攻击签名 ID 

 系统的响应动作 

 攻击请求的域名，HTTP 方法及 URL 

例如： 

AN#show waf record 
Date        Time      Severity  SrcIP            SrcPort   DstIP            DstPort   
Service          Profile          AttackType  ID            Action    Host                            
Method  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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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3  08:09:57  WARNING   192.168.11.200   37998     192.168.20.197   80        
s1               p1               protocol    800920350 
    Detect    192.168.20.197                  GET     / 

10.6 WAF审计日志 

WAF 审计日志包含一个请求的如下部分： 

A：审计日志标题（强制的）。 

B：请求标题。 

C：请求体（目前只针对请求体存在，并且 ModSecurity 已经配置成拦截） 

E：中间人相应体（目前仅对配置了拦截响应体和配置审计日志引擎记录有效）。

中间人相应体和实际的相应体相同，除非 ModSecurity 拦截了中间人响应体，这

种情况下，实际相应体会包含出错信息（可能是 Apache 的默认错误信息，也可

能是出错文档页面）。 

F：最终响应头（除了日期和服务器标题以外的被 Apache 添加的尽其内容传递

信息）。 

H：审计日志索引。 

Z：最终分界，表示条目结束（强制的）。 

 CLI 配置示例 

1. 为指定的 WAF 防护模板启用审计日志功能： 

AN(config)# waf profile auditlog on p1 

2. 导出 WAF 审计日志： 

AN(config)#waf profile auditlog export p1 ftp://192.16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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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允许管理员查看系统状态图表、攻击统计图表、流量统计图表、丢包统

计图表、访问统计图表和自定义统计图表。 

点击页面左上角保存页面按钮，可保存页面选项（如过滤时间设置）。点击页面

左上角导出 PDF 按钮，可在报表系统>报表总览页面生成 PDF 格式的监控报表。 

11.1 系统状态图表 

要查看系统状态图表，选择监控中心>系统状态，可以查看网络吞吐量、总体 CPU
使用率、总体内存使用率以及磁盘使用率。 

 

图11–1 系统状态图表 

11.2 攻击统计图表 

要查看攻击统计图表，选择监控中心>攻击统计，可以查看全局攻击统计、网络

攻击统计以及应用攻击统计。 

11.2.1 全局攻击统计 

要查看全局攻击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攻击统计>全局攻击，可以查看全局 DDoS
攻击，全局 WAF 攻击以及全局 HTTP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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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全局 DDoS 攻击统计图表 

 

图11–3 全局 WAF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点击全局 DDoS 攻击和全局 WAF 攻击，可以分别查看各自的攻击总量、攻

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源 IP 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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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全局 HTTP 过滤统计图表 

通过点击全局 HTTP 过滤，可以分别查看 HTTP 过滤总量、HTTP 过滤类型分布、

HTTP 过滤源地区分布、HTTP 过滤 Top5 源 IP 以及 HTTP 阻断 Top5 攻击目标。 

11.2.2 网络攻击统计 

要查看网络攻击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攻击统计>网络层攻击。 

 

图11–5 网络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组名称，可以查看相应防护组下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

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源 IP 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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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应用攻击统计 

要查看应用攻击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攻击统计>应用层攻击，可以查看 HTTP
攻击、HTTPS 攻击以及 DNS 攻击。 

 

图11–6 HTTP DDoS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 服务名称并选中 HTTP DDoS 攻击，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DDoS
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

源 IP 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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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HTTP WAF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 服务名称并选中 HTTP WAF 攻击，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WAF
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

源 IP、Top5 攻击目标主机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URL。 

 

图11–8 HTTP 过滤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 服务名称并选中 HTTP 过滤，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HTTP 过滤

总量、HTTP 过滤类型分布、HTTP 过滤源地区分布、HTTP 过滤 Top5 源 IP 以

及 HTTP 阻断 Top5 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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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HTTPS DDoS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S 服务名称并选中 HTTPS DDoS 攻击，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DDoS 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源 IP 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图11–10 HTTPS WAF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HTTPS服务名称并选中HTTPS WAF攻击，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WAF
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

源 IP、Top5 攻击目标主机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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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HTTPS 过滤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S 服务名称并选中 HTTPS 过滤，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HTTP 过

滤总量、HTTP 过滤类型分布、HTTP 过滤源地区分布、HTTP 过滤 Top5 源 IP
以及 HTTP 阻断 Top5 攻击目标。 

 

图11–12 DNS 攻击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DNS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的攻击总量、攻击严重级别分布、

攻击类型分布、攻击源地区分布、Top5 攻击源 IP 以及 Top5 攻击目标。 

11.3 流量统计图表 

要查看流量统计图表，选择监控中心>流量统计，可以查看全局网络层流量统计、

全局应用层流量统计、组流量统计以及服务流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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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全局流量统计 

 

图11–13 全局网络流量统计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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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4 全局网络流量统计图表（2） 

 

图11–15 全局网络流量统计图表（3） 

 

图11–16 全局网络流量统计图表（4） 

要查看全局网络层流量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流量统计>全局网络层流量，可以

查看入向流量总量、出向流量总量、TCP 入向流量、TCP 出向流量、UDP 入向

流量、UDP 出向流量、ICMP 入向流量、ICMP 出向流量、其他入向流量以及其

他出向流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和包切换流量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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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7 全局应用流量统计图表（1） 

 

图11–18 全局应用流量统计图表（2） 

要查看全局应用流量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流量统计>全局应用层流量，可以查

看 HTTP 入向流量、HTTP 出向流量、SSL 入向流量、SSL 出向流量、DNS 入向

流量以及 DNS 出向流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和包切换流量统计单位。 

11.3.2 防护组流量统计 

要查看防护组流量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流量统计>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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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9 防护组流量统计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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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 防护组流量统计图表（2） 

 

图11–21 防护组流量统计图表（3） 

 

图11–22 防护组流量统计图表（4） 

通过选择组名称，可以查看相应组下的入向流量总量、出向流量总量、TCP 入向

流量、TCP 出向流量、UDP 入向流量、UDP 出向流量、ICMP 入向流量、ICMP
出向流量、其他入向流量以及其他出向流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和包切换流量

统计单位。 

11.3.3 服务流量统计 

要查看应用服务流量统计，选择监控中心>流量统计>服务流量，可以查看 HTTP
服务流量、HTTPS 服务流量以及 DNS 服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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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3 HTTP 流量统计图表（1） 

 

图11–24 HTTP 流量统计图表（2） 

通过选择 HTTP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HTTP 入向流量总量以及 HTTP
出向流量总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和包切换流量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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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5 HTTPS 流量统计图表（1） 

 

图11–26 HTTPS 流量统计图表（2） 

通过选择 HTTPS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SSL 入向流量总量、SSL 出向

流量总量、HTTP 入向流量总量以及 HTTP 出向流量总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

和包切换流量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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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7 DNS 流量统计图表（1） 

 

图11–28 DNS 流量统计图表（2） 

通过选择 DNS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DNS 入向流量总量以及 DNS 出

向流量总量。并且可通过点击比特和包切换流量统计单位。 

11.4 丢包统计图表 

要查看丢包统计图表，选择监控中心>丢包统计，可以查看全局丢包统计、防护

组丢包统计以及服务丢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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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全局丢包统计 

 

图11–29 全局丢包统计图表 

要查看全局丢包统计，选择监控中心>丢包统计>全局丢包，可以查看 L3/L4 丢

包总量、IP 丢包总量、TCP 丢包总量、UDP 丢包总量、ICMP 丢包总量、SSL
丢包总量、HTTP 丢包总量以及 DNS 丢包总量。 

11.4.2 防护组丢包统计 

要查看防护组丢包统计，选择监控中心>丢包统计>组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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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0 防护组丢包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组名称，可以查看相应防护组下的丢包总量、TCP 丢包原因分布、UDP
丢包原因分布以及 ICMP 丢包原因分布。 

11.4.3 服务丢包统计 

要查看服务丢包统计，选择监控中心>丢包统计>服务丢包，可以查看 HTTP 服

务丢包、HTTPS 服务丢包以及 DNS 服务丢包。 

 

图11–31 HTTP 丢包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HTTP 服务丢包以及 HTTP 丢

包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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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2 HTTPS 丢包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HTTPS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HTTPS 的丢包总量、HTTP
丢包原因分布以及 SSL 丢包原因分布。 

 

图11–33 DNS 丢包统计图表 

通过选择 DNS 服务名称，可以查看相应服务下 DNS 服务丢包以及 DNS 丢包原

因分布。 

11.5 访问统计图表 

要查看访问统计图表，选择监控中心>访问统计，可以查看 HTTP 服务访问统计

以及 HTTPS 服务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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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HTTP服务访问统计 

 

图11–34 HTTP 服务访问统计图表 

要查看 HTTP 服务访问统计，选择监控中心>访问统计>HTTP 服务访问，可以

查看服务访问总数、请求方法访问分布、主机访问分布、源 IP 地域分布、Top10
请求 URL 以及 Top10 源 IP。 

11.5.2 HTTPS服务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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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5 HTTPS 服务访问统计图表 

要查看 HTTPS 服务访问统计，选择监控中心>访问统计>HTTPS 服务访问，可

以查看服务访问总数、请求方法访问分布、主机访问分布、源 IP 地域分布、Top10
请求 URL 以及 Top10 源 IP。 

11.6 自定义统计图表 

选择监控中心，并点击+按钮。在添加页面窗口，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添加按

钮即可添加自定义图表。 

 

图11–36 创建自定义统计图表 

要查看刚刚创建的自定义统计图表，选择监控中心>自定义统计，再点击新创建

的报表名可进入新创建的报表。 

 

图11–37 自定义统计图表 

通过点击添加组件按钮，在添加组件窗口，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添加按钮添加

新的统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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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8 在自定义统计图表中新增图 

通过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自定义图表的编辑模式。在编辑模式中，可以修改

自定义图表的名称、删除和编辑自定义图表中的每幅图。 

 

图11–39 自定义统计图表的编辑模式 

通过点击删除组件按钮即可删除当前自定义统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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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报表系统 

12.1 监控报表 

监控报表允许用户将监控中心的图表导出为报表。要生成监控报表，选择监控中

心的某一图表，点击导出 PDF 按钮，在生成 PDF 窗口，选择立即生成或周期生

成，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生成监控报表。 

 

图12–1 立即生成监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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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定时生成监控报表 

 

图12–3 报表列表 

要查看生成的监控报表，选择报表系统>报表总览，选择要浏览的报表点击下载

按钮。 

 



第 12 章 报表系统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59 

图12–4 报表样例 

12.2 高级报表 

系统还支持高级报表，可以为用户提供更高级详尽的系统状态、业务安全状态和

合规性报表。目前仅支持系统状态类型的高级报表。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立即

生成或周期性生成高级报表。 

要生成高级报表，选择报表系统>报表任务，点击添加按钮，在报表任务窗口，

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保存按钮即可生成高级报表任务。 

 

图12–5 生成高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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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生成高级报表任务列表 

在高级报表任务列表，对于一次性任务，点击执行按钮；对于定时任务，点击启

动按钮，即可启动高级报表任务。当满足条件时，会自动生成相应报表。 

要查看生成的高级报表，选择报表系统>报表总览。 

12.3 报表定制 

要定制生成的报表，选择报表系统>定制报表。目前支持对报表中的 Logo 进行

修改。 

 

图12–7 报表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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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高可用性 
ASF 产品提供多种高可用性选项，最大化应用在线时间，确保了应用服务的高可

用性。 

 集群功能为部署为路由透明或者代理模式的两台或多台 ASF 设备，ASF 设

备可以工作在主备、主主模式。 

 在冗余网络环境用，可以借助外部的 HA 机制为网桥透明或代理模式的 ASF
设备提供业务高可用性。 

 软硬件 Bypass 功能避免部署的网桥透明模式的单机 ASF 设备因故障导致的

业务中断。 

13.1 集群 

13.1.1 概述 

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用户对网络和网络设备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

高。在网络规划设计时，为提高网络的可靠性，一般需要对关键节点的网络设备

进行冗余备份。ASF 集群功能通过 VRRP 技术来解决单点故障问题，可以为 ASF
防护的 Web 站点提供可靠性保证。 

集群功能可以仅在路由部署模式下工作。 

13.1.2 集群的工作原理 

ASF 集群技术允许两台或更多的 ASF 设备相互连接组成一台逻辑设备，以便为

本地网站提供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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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ASF 集群技术 

ASF 集群技术支持“主备（Active-Standby）”和“主主（Active-Active）”两种

模式。 

 主备模式（Active-Standby） 

在主备模式下，集群中的一台 ASF 设备上的所有 VIP 都处于主控状态，这

些 VIP 在集群中其它设备上都处于备份状态。 

 主主模式（Active-Active） 

在主主模式下，集群中每台 ASF 设备都有不同的 VIP 或集群 ID 处于主控状

态。 

13.1.2.1 集群支持IPv6 

ASF 集群功能目前支持 IPv6 类型的 VIP 切换。这样，ASF 设备既支持基于 IPv4
类型的 VRRP 数据包，也支持基于 IPv6 类型的 VRRP 数据包。 

当在集群相应的接口上同时配置了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或者仅配置了 IPv4
地址时，集群将使用 IPv4 类型的 VRRP 数据包在 ASF 设备之间通信。当在集群

相应的接口上仅配置了 IPv6 地址时，集群将使用 IPv6 类型的 VRRP 数据包在

ASF 设备之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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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RRP 数据包在不同版本的 ASF 设备之间不兼容，所以在集群中请使用相同

版本的系统。 

13.1.3 集群配置示例 

13.1.3.1 服务器负载均衡虚拟IP的集群配置 

使用 ASF 集群时，我们首先要定义在集群中使用的防护服务的虚拟 IP 地址。在

下面的段落中定义了我们将要使用的虚拟 IP 地址。 

有关防护服务的虚拟 IP 地址的内容，请参见 6.1 服务防护对象（Service）章节

的相关介绍。 

13.1.3.1.1 主备模式—双节点 

在主备模式中，只有一个节点能够成为虚拟 IP 的拥有者，另一个节点将成为备

份设备。一旦主控设备失效，备份设备将成为虚拟 IP 地址的所有者。如果在主

控设备上启用了抢占模式，当失效的主控节点恢复正常时，它的主控身份也会随

之恢复。除此之外，虚拟 IP 地址会一直跟着新的主控设备直到它失效。 

下图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主备模式的网络架构。 

 

图13–2 主备模式双节点的网络架构 

如上图所示，ASF1 为主控设备，负责处理虚拟 IP 地址上的业务流量。ASF2 为

备份设备，监听来自主控设备的广播报文。如果 ASF1 失效（例如故障）并停止

发送广播报文，ASF2 将从备份状态切换到主控状态。 

接下来，对 ASF1 和 ASF2 配置主备集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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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 ASF1 和 ASF2 进行 ASF 配置。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92.168.2.100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92.168.2.100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2. 配置虚拟接口名称。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0 

3. 配置虚拟集群身份认证。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0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0 0 

4. 配置抢占模式。 

现在我们为 ASF1 配置抢占模式，而对于 ASF2，则不需要配置抢占模式。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0 1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0 0 

5. 使用“cluster virtual vip”命令为集群配置虚拟 IP 地址。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0 192.168.2.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0 192.168.2.100 

6. 定义优先级。 

优先级决定了哪个节点将成为主控设备，优先级最高的节点将成为主控设备。由

于我们希望 ASF1 设备上的 VIP 处于主控状态，因此将该设备上 VIP 的优先级配

置为 255。而对于 ASF2 设备，我们为其 VIP 配置稍低的优先级，例如 100。在

双节点集群的部署环境中，允许进行如上配置。当集群中包含多个节点时，需要

为每个节点上的 VIP 设置不同的优先级，以保证节点间能够正常通信和进行失

效切换。我们使用下列命令来配置优先级。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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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0 100 
 

 
注意：通过以上配置，ASF2 将成为备份设备，因为它的优先级比 ASF1 低。 

7. 开启集群。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13.1.3.1.2 主主模式—双节点 

在“主主模式”中，ASF1 将会成为虚拟 IP 地址 1 的主控设备，同时又会成为虚

拟 IP 地址 2 的备份设备。ASF2 将成为虚拟 IP2 的主控设备，同时又会成为虚拟

IP 地址 1 的备份设备。这种配置将会提高网站的性能。 

下面的例子展示了这种设计。我们需要配置两个虚拟集群 ID（Virtual Cluster ID，

VCID），每个虚拟集群 ID 包含至少一个虚拟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图13–3 主主模式双节点的网络架构 

虚拟集群 ID1（VCID1）包含 192.168.2.100 这个虚拟 IP 地址，虚拟集群 ID2
（VCID2）包含 192.168.2.101 这个虚拟 IP 地址。 

假设将把 ASF1 配置为虚拟 IP 地址 1 的主控设备和虚拟 IP 地址 2 的备份设备，

把 ASF2 配置为虚拟 IP 地址 1 的备份设备和虚拟 IP 地址 2 的主控设备。 

接下来我们按照上图来配置我们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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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 ASF1 和 ASF2 进行 ASF 虚拟服务的配置。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92.168.2.100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2"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2" 192.168.2.101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2" 192.168.1.51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2" "server2"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92.168.2.100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2"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2" 192.168.2.101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2" 192.168.1.51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2" "server2" 

2. 为虚拟端口配置名称。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1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01 

3. 配置虚拟集群认证。 

我们建议您使用带有身份认证机制的集群，以避免未经批准的设备加入到集群中

来。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0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1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0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01 0 

4. 配置集群占先权。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0 1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1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0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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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cluster virtual vip”命令配置虚拟 IP。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0 192.168.2.10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1 192.168.2.101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0 192.168.2.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01 192.168.2.101 

6. 配置优先级。 

集群优先级决定了哪个设备将成为主控设备，优先级最高的设备会成为主控设

备。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0 255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1 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0 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01 255 

7. 启用集群功能。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13.1.3.1.3 主主模式—三节点 

本节将介绍如何在多个设备上配置集群。利用矩阵概念可以更好的解释这种机

制：依次设置多个节点的优先级，使得一个节点失效以后网络负载能够被正确的

分配到其它各个工作节点上去。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当集群中的三个节点中

的两个失效时，其余的节点就要处理这个网站的所有负载。下图是一个典型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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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服务器负载均衡主主模式三节点集群矩阵 

下表列举了一个集群配置中的三个应用配置。这样设置的优先级使得任意一个节

点失效以后，负载会分配到另外两个节点上去。 

表13–1 ASF 集群优先级配置 

节点/优先级 VIP1 10.10.0.10 VIP2 10.10.0.20 VIP3 10.10.0.30 
ASF1 100 50 75 
ASF2 75 100 50 
ASF3 50 75 100 

1. 配置 ASF1。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0.10.0.10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2"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2" 10.10.0.20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2" 192.168.1.51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2" "server2"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3" http virtual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3" 10.10.0.30 80 arp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3" 192.168.1.52 80 
ASF1(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3" "server3"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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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 10.10.0.1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 10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2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2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2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2 10.10.0.2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2 5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3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3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3 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3 10.10.0.30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3 75 
ASF1(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2. 配置 ASF2。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0.10.0.10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2"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2" 10.10.0.20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2" 192.168.1.51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2" "server2"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3" http virtual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3" 10.10.0.30 80 arp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3" 192.168.1.52 80 
ASF2(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3" "server3"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 10.10.0.1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 75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2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2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2 1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2 10.10.0.2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2 10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3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3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3 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3 10.10.0.30 
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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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2(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3. 配置 ASF3。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1" http virtual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1" 10.10.0.10 80 arp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1" 192.168.1.50 80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1" "server1"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2" http virtual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2" 10.10.0.20 80 arp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2" 192.168.1.51 80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2" "server2"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name "vip3" http virtual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address "vip3" 10.10.0.30 80 arp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real "server3" 192.168.1.52 80 
ASF3(config)#security service map "vip3" "server3"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1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1 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1 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1 10.10.0.1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1 5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2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2 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2 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2 10.10.0.2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2 75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ifname port1 3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auth port1 3 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eempt port1 3 1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vip port1 3 10.10.0.3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priority port1 3 100 
ASF3(config)#cluster virtual on 

13.2 Bypass功能 

Bypass 功能可避免部署为网桥透明模式的单机设备因故障导致业务中断，从而

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系统提供两种形式的 bypass 功能：硬件 bypass 功能和软

件 bypass 功能。 

硬件 bypass 功能借助专用 bypass 硬件卡来实现。软件 bypass 功能则不需要专用

硬件 bypass 卡。两种 bypass 功能适用的场景不同。硬件 bypass 功能用于适用硬

件设备的场景，采用专用 bypass 卡实现硬件级别的 bypass 功能。设备的硬件

bypass 卡会监测系统健康运行状况，当发生系统故障时，会自动切换至 bypass
状态，透传所有流量。当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后，bypass 状态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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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bypass 功能主要用于虚拟设备。系统基于软件模拟的 bypass 功能来实现软

件系统的监控与流量的透传，具体功能类似于专用 bypass 卡。 

13.2.1 硬件Bypass 

 WebUI 配置示例 

 

图13–5 启用硬件 Bypass 功能 

 CLI 配置示例 

1. 开启硬件 bypass 功能。 

AN(config)#bypass hardware on 

2. 查看 bypass 卡的状态。 

AN(config)#show bypass hardware 

13.2.2 软件Bypass 

 WebUI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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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启用软件 Bypass 功能 

 

图13–7 配置软件 Bypass 端口对 

 CLI 配置示例 

1. 开启软件 bypass 功能。 

AN(config)#bypass software on 

2. 配置软件 bypass 卡的端口对。 

AN(config)#bypass software port port1 port2 

3. 保存配置并重启设备后，显示软件 bypass 的状态。 

AN(config)#show bypass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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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系统 

14.1 用户管理 

系统允许创建系统管理员，并为该管理员指定对设备的访问控制级别（Enable
级别和 Config 级别）。如果需要对管理员的设备配置和操作权限进行更加精确

的控制，可以使用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功能控制管理员可以执行的 CLI 命令。 

14.1.1 管理员 

系统允许创建两类管理员：Enable 级别和 Config 级别管理员。Enable 级别管理

员只能执行 Enable 和 User 级别允许的所有命令。Config 级别管理员可以执行

Config、Enable 和 User 级别允许的所有命令。 

 CLI 配置示例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管理员，并配置其访问控制级别： 

user <user_name> [password] [level] 

例如： 

AN(config)#user admin1 abcabc config 

14.1.2 管理员AAA 

管理员 AAA 支持系统通过外部 AAA 服务器对管理员进行认证、授权和记账。 

如果您有外部认证服务器（RADIUS/TACACS+），您可以使用这些服务器进行

SSH/WebUI 的登录验证。当您输入的用户名在 Array 系统中不存在，并且“admin 
aaa”命令设置为打开时，外部认证将被启用。执行命令如下： 

AN(config)#admin aaa on 
AN(config)#admin aaa method RADIUS 
AN(config)#admin aaa server es01 "10.1.1.1" 1812 radiussecret 
AN(config)#admin aaa server es02 radius_host 1812 radiussecret 

14.1.3 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功能通过为管理员分配角色控制管理员可以执行的 CLI 命
令，实现了更加灵活的管理员权限控制。 

一个管理员可以分配一个或多个角色，多个角色之间是逻辑“或”关系。如果任

何一个角色允许执行某条 CLI 命令，则允许该管理员执行该命令；如果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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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都不允许执行某条 CLI 命令，则不允许该管理员执行该命令。如果没有为

管理员分配角色，则该管理员可以执行配置的访问级别允许的所有命令。 

角色是一组权限规则的集合。权限规则由规则字符串和操作权限组成。 

 规则字符串 

规则字符串定义了一个或一组命令行配置。在实际配置时，支持以下三种形式： 

 完整形式：security service name r1 virutal 

 包含部分参数的不完整形式：security service name r1 

 包含部分命令行主体的不完整形式：security service name 

配置规则字符串时，请注意如下限制： 

 命令行主体部分不允许节略。 

 命令行参数部分区分大小写。 

 整个规则字符串需要置于双引号内。如果字符串内部需要使用双引号，，则

用单引号来代替。 

 命令行中如果包含多个连续空格，将被视为一个空格。 

系统从首字母开始，将管理员输入的 CLI 命令行与定义的规则字符串进行比较。

如果 CLI 命令行与该规则字符串相同或包含该规则字符串，则认为 CLI 命令行

匹配该规则，将受该规则的控制。 

 操作权限 

操作权限包含“permit”和“deny”两种。根据操作权限的不同，权限规则可以

分为“permit”规则和“deny”规则，分别用于控制允许或不允许某个角色执行

一个或一组命令。如果没有为某个角色配置任何“permit”规则，则系统不允许

该角色执行所有访问级别允许的 CLI 命令。 

当 CLI 命令同时匹配上了“permit”和“deny”规则时，系统采取“deny”规则

优先的策略。 

例如： 

role1： 

 “permit”规则：“no security” 

 “deny”规则：“no security service” 

则系统将不允许 role1 执行所有以“no security”开头的命令，但允许执行其他

以“no security service”开头的 CLI 命令。 

role2： 



第 14 章 系统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75 

 “permit”规则：“no security service” 

 “deny”规则：“no security” 

因为“deny”规则优先，系统将不允许 role2 执行任何以“no security”开头的

CLI 命令，尽管“permit”规则允许执行“no security service”开头的命令。 

如果希望禁止某个角色执行与某个功能（如 WAF）相关的配置、显示和删除操

作，应为该角色配置如下权限规则： 

 “deny”规则：“waf” 

 “deny”规则：“no waf” 

 “deny”规则：“show waf” 

 “deny”规则：“clear waf” 

 
注意：WebUI 的查看操作依赖于 CLI 中的“show”命令，请确保为需要进行 WebUI
查看操作的管理员分配了执行相应模块的“show”命令的权限。 

 CLI 配置示例 

1.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角色： 

role name <role_name> 

例如： 

AN(config)#role name role1 

2. 执行如下命令为角色设置命令行执行权限： 

role deny <role_name> <filter_string> 
role permit <role_name> <filter_string> 

例如： 

AN(config)#role deny role1 "clear config" 
AN(config)#role permit role1 "show run config" 

3. 执行如下命令为管理员账户分配角色： 

role user <user_name> <role_name> 

例如： 

AN(config)#role user admin1 ro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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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管理员审计日志 

启用管理员审计日志功能后，系统会记录管理员的登录记录和操作记录，重启设

备后仍会保留。显示时可根据关键字，起始日志和结束日期进行过滤。 

14.1.4.1 功能开关 

管理员审计日志功能默认为禁用。执行以下命令可以启用或禁用管理员审计日志

功能： 

使用以下命令开启管理员审计日志功能： 

AN(config)#admin auditlog on 

使用以下命令禁用管理员审计日志功能： 

AN(config)# admin auditlog off 

14.1.4.2 登录记录 

执行“show admin auditlog sign”命令显示管理员管理员登录记录。 

执行“clear admin auditlog sign”命令清除管理员登录记录。 

管理员登录记录记录以下内容： 

 时间 

 用户名 

 源 IP 

 源端口 

 目的 IP 

 目的端口 

 登录信息 

示例： 

AN#show admin auditlog sign      
Time                 User                 SrcIP                SrcPort         
DstIP                DstPort         SignInfo 
---------------------------------------------------------------------------------------------------------------------- 
2018-12-20 06:49:07  array                10.8.6.50            14519           
10.8.6.51            22              SSH login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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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9 10:18:42  array                10.8.6.50            14518           
10.8.6.51            22              SSH logout 
2018-12-19 08:41:32  "array"              10.8.6.50            2212            
10.8.6.51            8888            "login successful" 
2018-12-19 07:53:08  "array"              10.8.6.50            1904            
10.8.6.51            8888            "login successful" 
2018-12-19 03:25:03  "array"              10.8.6.50            14525           
10.8.6.51            8888            "login successful" 
2018-12-19 03:24:47  array                10.8.6.50            14518           
10.8.6.51            22              SSH login successfully 
2018-12-19 03:03:34  array                10.8.6.50            14422           
10.8.6.51            22              SSH login successfully 
2018-12-17 10:15:36  array                10.8.6.50            6659            
10.8.6.51            22              SSH logout 
2018-12-17 05:48:02  array                10.8.6.50            6659            
10.8.6.51            22              SSH login successfully 
2018-12-14 06:52:42  "array"              10.8.18.134          4559            
10.8.18.238          8888            "login successful" 
2018-12-14 06:05:21  "array"              10.8.18.134          4206            
10.8.18.238          8888            "login successful" 

14.1.4.3 操作记录 

执行“show admin auditlog operation”命令显示管理员管理员操作记录 

执行“clear admin auditlog operation”命令清除管理员操作记录 

管理员操作记录记录以下内容： 

 时间 

 执行操作的用户 

 执行的操作 

 结果 

 描述 

示例： 

AN#show admin auditlog operation 
Time                            User             Action                                                        
Result    Dscription 
---------------------------------------------------------------------------------------------------------------------- 
2018-12-20 06:58:48             array            failed to execute cmd "show show admin 
auditlog operation"    Faild     Faild by unknown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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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06:58:37             array            execute cmd "en"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interface"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cluster virtual 
status"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stati eroute"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stati droute"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statistics eroute"                          
Success    
2018-12-20 06:58:28             webui_agent      execute cmd "show statistics droute"                          
Success    

14.2 管理访问控制 

14.2.1 WebUI接入 

WebUI 允许管理员通过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界面连接到 ASF 设备。WebUI 默认

是禁用的。使用前，请先启用。 

WebUI 接入通过使用 HTTPS 协议保证安全。要与 ASF 设备建立 WebUI 连接，

需要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 ASF WebUI。ASF WebUI 的 URL 格式为

“https://<management_IP>:<WebUI_port>”。默认的 WebUI 端口号为 8888，可

以根据需要修改。 

 CLI 配置示例 

启用 WebUI，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ebui on 

要修改 WebUI 端口号，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ebui port 8888 

14.2.2 RESTful API接入 

ASF RESTful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是除

了 CLI、WebUI 和 XML-RPC 外的另一种管理方法。 

通过 RESTful API，管理员可以通过 HTTP 或 HTTPS 协议发送 RESTful API 请
求到 ASF 设备对 ASF 资源执行创建、读取、更新和删除操作。ASF 设备将执行

这些操作并在 RESTful API 响应中返回结果。为保证 ASF RESTful API 调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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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管理员应该在 RESTful API 请求中包含有效的凭据。否则，ASF 设备将拒

绝 RESTful API 请求的访问。 

每一个可被管理的 ASF 资源都用 URL 标识，格式为

“http(s)://ASF_management_ip:port/path[?query_name=value]”。查看所有 ASF
支持的 RESTful API，请参见 ASF RESTful API 参考手册。 

管理员可以使用安装在 Web 浏览器上的 RESTful API 客户端或者使用编程工具，

例如 Java、Python 或者 Perl 发送 RESTful API 请求。详细信息请参见 ASF RESTful 
API 用户手册。 

使用 ASF RESTful API 前，必须通过如下步骤启用 RESTful API Web 服务： 

 CLI 配置示例 

1. 通过执行命令“restapi on [protocol] [port]”启用 RESTful API Web 服务。 

例如： 

AN(config)#restapi on https 9997 
完成上述配置后，RESTful API Web 服务已通过 HTTPS 协议和端口 9997 启用。 

2. 通过执行命令“user <user_name> <password> config”创建一个具有 API
访问权限的管理员账户。 

例如： 

AN(config)#user rest password api 

14.2.3 XML-RPC接入 

XML 远程过程调用协议（Remote Procedure Call，RPC）功能通过给 ASF 设备发

送基于 HTTP 的请求或文件来工作。该方法允许传输多个参数到远端 ASF 设备

并将结果通过一个响应返回。通过该方法，大量复杂的配置仅通过一个操作就能

传输，极大简化了配置过程。管理员可以使用管理接口 IP（仅支持 IPv4）通过

XML-RPC 访问 ASF 设备。 

如下图所示，客户端发送了一个 HTTP POST 请求到 ASF 设备，XML-RPC 信息

相当于这个 HTTP 请求的主体部分，包含了需要运行的命令和参数。ASF 设备对

XML-RPC 信息进行译码并提取相关的命令予以执行。最后，将执行的结果以

XML 代码的形式返回给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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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XML-RPC 工作原理 

14.2.3.1 XML文件 

为了使用 XML-RPC 功能，需要使用如下格式的 XML 文件包含要在 ASF 设备上

执行的命令： 

<?xml version="1.0" ?> 
<methodCall> 
<methodName>arrayos_cli_config</methodName> 
<params> 
<param> 
<value> 
<struct> 
<member> 
<name>enable_passwd</name> 
<value> 
<string>PASSWD</string> 
</value> 
</member> 
<name>num</name> 
<value> 
<int>2</int> 
</value> 
</memb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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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cli_string0</name> 
<value> 
<string>show version</string> 
</value> 
</member> 
<member> 
<name>cli_string1</name> 
<value> 
<string>show va instance</string> 
</value> 
</member> 
</struct> 
</value> 
</param> 
</params> 
</methodCall> 

下面是该文件的关键限制条件和要求： 

“arrayos_cli_config”、“enable_passwd”、“username”、“password”、

“num”和“cli_string”为固定值不能修改。 

斜体样式的文本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上述斜体加粗样式的文本仅为示例。 

 arrayos_cli_config：指定用于调用 CLI 命令的方法。关于该方法和支持的

XML-RPC 方法，请参见附录 III XML-RPC 方法。 

 enable_passwd：“<string>PASSWD</string>”包含 enable 密码。（PASSWD 
应该使用真正的 enable 密码代替；如果未使用命令“passwd enable”配置

enable 密码，请使用“<string/>”而非“<string> </string>”。） 

 num：可选。该参数指定管理员需要 ASF 设备执行的 CLI 命令的数量。在格

式<int>X</int>输入值，其中 X 应该用要执行的 CLI 命令的真实数量值代替。

如果未指定该参数，只有 cli_string0 指定的命令可被执行。 

 cli_string0：指定索引为 0 的 CLI 命令。 

 cli_stringN：指定索引为 N 的 CLI 命令。（N=X-1） 

 （如果 num 为 4，cli_string 的后缀应为 0、1、2 和 3：cli_string0、
cli_string1、cli_string2 和 cli_string3。） 

 show version 和 show va instance：指定真实的 CLI 命令。可以被修改为

XML-RPC 支持的任何 CLI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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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 配置示例 

 CLI 配置示例 

要启用 XML-RPC 并设置协议，例如 HTTPS，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xmlrpc on https 

默认 XML-RPC 端口为 9999。如果需要修改 XML-RPC 端口，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xmlrpc port 9998 

14.2.4 Enable模式设置 

系统允许管理员设置或修改访问 Enable 模式的密码。 

 CLI 配置示例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或修改访问 Enable 模式的密码： 

AN(config)#passwd enable 33 

14.2.5 Config模式设置 

系统允许管理员在其他管理员已处于 Config 模式时强制进入 Config 模式并设置

系统加载配置时命令执行的超时时间。 

 CLI 配置示例 

当其他管理员已经处于 Config 模式时，执行如下命令强制进入 Config 模式。 

AN(config)#config terminal force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系统加载配置时命令执行的超时时间。 

AN(config)#system command timeout 200 

14.3 系统管理 

14.3.1 系统软件版本 

要检查当前运行的 ArrayOS 软件的版本，请执行如下操作：  

执行命令“show version”： 

AN(config)#show version 
 
ArrayOS Beta.ASF.1.0.0.1 on Thu Jan 10 00:59:4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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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name : AN 

System CPU : Intel(R) Xeon(R) CPU 
System RAM : 65765304 kbytes. 

System boot time : Thu Jan 10 18:54:52 GMT (+0000) 2019 
Current time : Fri Jan 11 10:15:03 GMT (+0000) 2019 

System up time : 15 hrs, 20 mins 
Platform Bld Date : Thu Jan 10 18:53:36 GMT 2019 

Operation Mode  Normal 
ASL Version  1.0.1  released on November 30, 2018 

SSL HW : HW ( 1X56E+ ) Initialized 
Power Supply : 2U, AC, 2-cords, Redundancy 

Network Interface : 4 x Gigabit Ethernet copper    4 x 10Gigabit Ethernet fiber 
Model : Array ASF 5800 

Serial Number : 1630M0243953601406154315033541 
Licensed Features  Clustering  SSL  SwCompression  MultiLang  DynRoute 

IPv6  SWMaintenance  WAF  L7DDoS 
License Key : 746d0e44-00b2866c-a7174f8d-5d75f608-293ab5da-ff000000-0455d8a

b-20180912-99999999 
Expiration Date : Permanent 

 
Array Networks Customer Support 
Telephone : 1-877-992-7729 (1-877-99-ARRAY) 
Email : support@arraynetworks.com 
Update : please contact support for instructions 
Website : http://www.arraynetworks.com 
   
Other Root Version 
Beta.ASF.1.0.1 on Thu Jan 10 00:59:48 2019 

14.3.2 ASF许可证 

ASF 许可证控制授权给用户使用功能。使用 ASF 设备前，用户需要为其导入合

法的许可证。 

 CLI 配置示例 

1. 登录 ASF 设备的 CLI，并收集命令“show version”的输出信息。 

2. 将“show version”命令的输出信息发送给 Array Networks 客户支持、销售

或转销商获取有效的 ASF 许可证。 

3. 在 CLI 的 Config 模式下，执行命令“system license <key>”导入 ASF 许可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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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system license 
"33a7f79e-59ac3c08-8a564284-ad45f5e4-e7c83e00-00000000-1455d8ab-20170731-99999999" 

14.3.3 系统更新 

在升级系统到新版本前，执行如下准备步骤： 

1. 联系 Array Networks 客户支持获取软件和文档目录库的访问权限。联系客户

支持代表或者发送邮件到 support@arraynetworks.com。 

2. 收到密码并和客户支持工程师确认系统需要升级后，就可以通过 Array 
Networks 网站下载新的软件包。可以将新软件包下载到本地的 Web 服务器

或匿名的 FTP 服务器（可被 ASF 设备访问）。在通过 ASF WebUI 升级时，

只需要将新的软件包下载到本地。 

要升级系统到新版本，执行如下步骤： 

 CLI 配置示例 

1. 建立控制台或 SSH 连接并使用命令“system update”从软件包的 HTTP 或

FTP URL 升级系统。 

2. 该命令执行时，系统将从指定的 HTTP 或 FTP URL 导入并安装软件包。新

的软件版本将在系统重启后生效。你可以选择让系统自动重启使新软件版本

立即生效（“immediate”选项）或下一次系统重启时生效（“deferred”选

项）。 

例如，通过 HTTP URL 使用命令升级系统，并让新软件版本立即生效： 

AN(config)#system update http://10.3.0.20/build/ArrayOS-Beta_ASF_1_0_1_140.array 
This will upgrade your system from http://10.3.0.20/build/ArrayOS-Beta_ASF_1_0_1_140.array 
Power outages or other systems failures may corrupt the system.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you save your configuration on an 
external system prior to upgrading or downgrading. 
Any configuration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aved" will be lost. 
After a successful patch the system will be rebooted. 
Array Networks Inc. 
 
Type "YES"  to confirm upgrade : 

例如，通过 HTTP URL 使用命令升级系统，并让新软件版本在下一次系统重启

时生效： 

AN(config)#system update http://10.3.0.20/build/ArrayOS-Beta_ASF_1_0_0_40.array 
deferred 
This will upgrade your system from http://10.3.0.20/build/ArrayOS-Beta_ASF_1_0_0_40.array 
After a successful patch, the new softwar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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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ake effect on the next reboot. 
Any configuration changes after this command, could 
be synchronized to the new software version using 
"write all deferred". 
Array Networks Inc. 
 
Type "YES"  to confirm upgrade : 

3. （有条件地）如果选择了“deferred”选项，使用命令“system reboot”手动

重启系统使得升级在合适的时间生效。 

4. 新软件版本生效后，执行命令“show version”验证升级是否成功。 

14.3.4 系统重启和关机 

14.3.4.1 系统重启 

 CLI 配置示例 

要重启系统，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system reboot 
 

 
注意：执行命令时，系统将记录虚拟机的状态。系统重启后，系统将虚拟机恢复到

之前的状态。因而，如果一个虚拟机在系统重启前为运行状态，系统重启后仍为运

行状态。 

14.3.4.2 系统关机 

ASF 设备提供两种关机方式： 

 关闭电源（poweroff）：表示系统将被停止，且电源将被关闭，为默认值。 

 暂停（halt）：表示系统将被停止，但是电源不会被关闭。 

 CLI 配置示例 

要关闭系统，执行以下任意一条命令： 

AN(config)#system shutdown poweroff 
AN(config)#system shutdown 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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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系统邮件 

对于某些事件（例如系统警告），系统将给管理员发送警告邮件。系统邮件功能

允许管理员为系统邮件设置发送方的邮件地址。然后系统就可以在给管理员发送

邮件时使用配置的地址作为发送方。 

 CLI 配置示例 

要设置系统邮件的发送方邮件地址，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system mail from "asf@arraynetworks.com.cn" 

14.3.6 系统告警 

14.3.6.1 磁盘空间不足告警 

当磁盘空间不足时，系统会通过 Email 或 SNMP Traps 给管理员发送告警信息。 

14.3.6.1.1 磁盘空间不足邮件告警 

开启磁盘空间不足邮件告警功能后，设备会间隔一段时间检测一次磁盘空间的使

用情况。当磁盘使用率超过设置的阈值时，设备会向预先配置的 Email 地址发送

告警邮件。 

 WebUI 配置示例 

要开启通过 Email 给管理员发送系统磁盘空间不足告警功能，选择系统>系统告

警，将通过邮件告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应用修改。 

 

图14–2 配置磁盘空间不足告警邮件 

 CLI 配置示例 

使用以下命令开启并配置磁盘空间不足邮件告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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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system alert diskspace email on test@abc.com 80 60 

配置该命令后，设备每间隔 60 分钟检测一次磁盘空间的使用情况，若使用率超

过 80%，则会向 test@abc.com 发送告警邮件。 

14.3.6.1.2 磁盘空间不足SNMP告警 

开启磁盘空间不足 SNMP Traps 告警后，设备会间隔一段时间检测一次磁盘空间

的使用情况。当磁盘使用率超过设置的阈值时，设备会向配置的 SNMP Traps 主
机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WebUI 配置示例 

要开启通过 SNMP Traps 给管理员发送系统磁盘空间不足告警功能，选择系统>
系统告警，将通过 SNMP 告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应用

修改。 

 

图14–3 配置磁盘空间不足 SNMP Traps 告警功能 

 CLI 配置示例： 

1. 启动 SNMP traps 功能。 

AN(config)#snmp enable traps 

2. 配置 SNMP traps 主机。 

AN(config)#snmp host 192.168.1.100 

3. 开启并配置磁盘空间不足 SNMP Traps 告警功能。 

AN(config)#system alert diskspace snmp on 80 60 

配置该命令后，设备会间隔 60 分钟检测一次磁盘空间使用情况，若使用率超过

80%，则会向 SNMP Traps 主机 192.168.1.100 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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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2 安全告警 

当系统遭受的攻击满足一定条件时，系统会通过 Email 或 SNMP Traps 给管理员

发送告警信息。 

14.3.6.2.1 邮件安全告警 

开启邮件安全告警后，设备按照一定周期检测当前大于等于所设置的严重级别的

攻击的数量。若超过阈值，设备会向所设置的 Email 地址发送安全告警邮件。 

 WebUI 配置示例 

要开启邮件安全告警功能，选择安全日志>安全告警>邮件告警，在邮件过滤区

域，点击+按钮。在邮件过滤窗口，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创建按钮。然后，在

邮件告警区域，将邮件安全告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应用

修改。 

 

图14–4 配置邮件安全告警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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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启用邮件安全告警功能 

 CLI 配置示例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并开启邮件安全告警功能。 

AN(config)#system alert security email filter test@abc.com 60 5 100 
AN(config)#system alert security email on 

配置以上命令后，设备每间隔 60 分钟检测一次严重级别大于等于 WARNING 级

别的攻击的数量，若攻击数量超过 100，则会向 test@abc.com 发送告警邮件。 

14.3.6.2.2 SNMP安全告警 

开启 SNMP Traps 安全告警后，设备按照一定周期检测当前大于等于所设置的严

重级别的攻击的数量。若超过阈值，设备会向接收 SNMP traps 的主机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WebUI 配置示例 

要开启 SNMP Traps 安全告警功能，选择安全日志>安全告警>SNMP 告警，在

SNMP 告警区域，将 SNMP 安全告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

击应用修改。 

 

图14–6 配置并启用 SNMP 安全告警功能 

 CLI 配置示例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并开启 SNMP 安全告警功能。 

AN(config)#system alert security snmp filter 60 5 1000 
AN(config)#system alert security snm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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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以上命令后，设备每间隔 60 分钟检测一次严重级别大于等于 WARNING 级

别的攻击的数量，若攻击数量超过 1000，系统会向通过“snmp host”命令配置

的主机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14.3.6.3 ASL事件告警 

当发生特定 ASL 事件时，系统会通过 Email 或 SNMP Traps 给管理员发送告警信

息。目前，设备支持在发生以下 ASL 事件时发送告警： 

 自动应用 ASL 新镜像失败 

 自动下载 ASL 新镜像失败 

 有新的可用的 ASL 镜像版本 

14.3.6.3.1 ASL事件邮件告警 

启用 ASL 事件邮件告警功能后，设备按照一定周期检查 ASL 事件。若发生的

ASL 事件满足触发条件，设备会向所设置的 Email 地址发送告警邮件。 

 WebUI 配置示例 

要启用 ASL 事件邮件告警功能，选择系统>系统告警>ASL 告警，将通过邮件告

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应用修改。 

 

图14–7 启用 ASL 事件 

 CLI 配置示例 

使用以下命令启用 ASL 事件邮件告警功能。 

AN(config)#system alert asl email on test@abc.com A 60 

配置以上命令后，设备每间隔 60 分钟检测 ASL 事件，若发生的 ASL 事件满足

触发条件 A（自动应用 ASL 新镜像失败），则会向 test@abc.com 发送告警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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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3.2 ASL事件SNMP Traps告警 

启用 ASL 事件 SNMP traps 告警功能后，设备按照一定周期检测 ASL 事件。若

发生的 ASL 事件满足触发条件，设备会向接收 SNMP traps 的主机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WebUI 配置示例 

要启用 ASL 事件 SNMP traps 告警功能，选择系统>系统告警>ASL 告警，将通

过 SNMP 告警选项滑块滑至 ON，指定相关的参数并点击应用修改。 

 

图14–8 配置并启用 ASL 事件 SNMP 告警功能 

 CLI 配置示例 

使用以下命令启用 ASL 事件 SNMP traps 告警功能。 

AN(config)#system alert asl snmp on D 60 

配置以上命令后，设备每间隔 60 分钟检测 ASL 事件，若发生的 ASL 事件满足

触发条件 D（自动下载新 ASL 镜像失败），系统会向通过“snmp host”命令配

置的主机发送 SNMP traps 告警。 

14.4 配置管理 

14.4.1 启动配置和运行配置 

启动配置，又叫保存的配置，指系统启动时系统从内存加载的配置。运行配置指

系统当前运行的配置。当系统启动时，启动配置与运行配置相同。在添加、删除

和修改配置后，需要保存运行配置为启动配置。否则，未保存的运行配置在下次

系统启动时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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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1 保存运行配置为启动配置 

 CLI 配置示例 

要将运行配置保存为启动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rite memory 

14.4.1.2 恢复最近保存的配置 

用户可以通过恢复保存的配置，来取消自上次保存操作后所做的配置修改。 

 CLI 配置示例 

要恢复最近保存的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config memory 

14.4.2 备份和恢复运行配置 

管理员可以将运行配置备份到系统磁盘的配置备份文件中并从配置备份文件中

恢复运行配置。 

 CLI 配置示例 

要将运行配置备份到系统磁盘的备份配置文件，例如“config_20180604”，执行

如下命令： 

AN(config)#write file config_20180604 

要从系统磁盘上的备份配置文件恢复运行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config file config_20180604 

可以通过执行命令“show config file”查看所有备份的配置文件。 

例如： 

AN#show config file 
Running configuration backup files:  
length     date/time            name 
488        June 04 2018 17:34:01 config_20180604 
 
All configuration backup packages:  
length     date/time            name 
488        June 04 2018 17:34:01 config_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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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备份和恢复所有配置 

管理员可以将系统的所有配置备份到系统磁盘或备份到一台远端的 SCP（Secure 
Copy，安全复制）或 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主机。配置将以压缩文件保存，包括三个文件：show_version、backup.conf 和
running.conf。backup.conf 文件是一个包含如下文件的压缩文件： 

 ca.conf 

 系统配置文件 

 SSL 虚拟主机密钥 

 SSL 虚拟主证书 

 SSL 虚拟主机证书签发请求 

 SSL 虚拟主机中级证书 

 SSL 虚拟主机根证书 

 SSL 配置文件 

 IP region 文件 

 Crontab 配置 

 WAF 自定义规则文件 

 正向 WAF 白名单文件 

 WAF 内容过滤配置文件 

管理员也可以从保存在系统磁盘或保存在 SCP 和 TFTP 主机上的备份配置文件

恢复所有的配置。更多信息，请参见 ASF 命令行手册。 

 CLI 配置示例 

要将所有配置备份到系统磁盘的一个配置文件中，例如文件名“config_20150323”
（密码：array）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rite all file config_20150323 array 

要将所有配置备份到远端 SCP 主机上，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rite all scp 10.8.2.115 test "/home/user/config_201600608" password1 

要将所有配置备份到远端 TFTP 主机上，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write all tftp 10.8.2.116 config_20160608 password1 

要从保存在系统磁盘的备份配置文件上恢复所有的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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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config all file config_20150323 array 

要从保存在远端 SCP 主机的备份配置文件上恢复所有的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config all scp 10.8.2.115 test "/home/user/config_201600608" password1 

要从保存在远端 TFTP 主机的备份配置文件上恢复所有的配置，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config all scp 10.8.2.115 test config_20160608 password1 

14.4.4 清除配置 

系统提供如下三种配置清除选项： 

 Entire：清除 ASF 设备上的全部配置。 

 Primary：清除 ASF 设备上的主要网络配置，包括 IP 地址、访问列表、访问

组、WebUI、SSH IP 地址、Enable 级别密码以及“array”用户的登录密码等，

同时还将删除“array”用户以外的其他用户。 

 Secondary：清除 ASF 设备上除主要网络配置之外的所有配置。 

 CLI 配置示例 

1. 要清除 ASF 设备上的全部配置，执行“clear config all”命令。 

AN(config)#clear config all 

2. 要清除 ASF 设备上的主要网络配置，执行“clear config primary”命令。 

AN(config)#clear config primary 

3. 要清除 ASF 设备上除主要网络配置之外的所有配置，执行“clear config 
secondary”命令。 

AN(config)#clear config secondary 

14.4.5 同步配置 

ASF 设备的配置同步功能允许管理员在同一网络的多台设备之间传递配置信息。

配置同步功能的一系列命令允许您管理和配置在同一网络的多台设备。您可以从

一台设备上将配置信息传递到同一网络的另一台设备上。使用配置同步功能，您

可以迅速建立起主从冗余（Active-Standby）配置。下面的部分将为您介绍如何

使用此功能。 

假设两台设备的 IP 地址分别为 192.168.1.1 和 192.168.1.2，如果需要将设备 1 的

配置同步到设备 2，需要做如下配置： 

1. 在设备 1 上开启配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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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config)#synconfig challenge synpassword 
AN1(config)#synconfig peer machine1 192.168.1.1 
AN1(config)#synconfig peer machine2 192.168.1.2 

2. 在设备 2 上开启配置同步。 

AN2(config)#synconfig challenge synpassword 
AN2(config)#synconfig peer machine1 192.168.1.1 
AN2(config)#synconfig peer machine2 192.168.1.2 

3. 将配置从设备 1 同步到设备 2。 

AN1(config)#synconfig to machine2 
 

 
注意：如果使用“synconfig”命令进行同步操作的接口防火墙被打开，您可能需要

增加相应的防火墙访问规则使得数据报可以在 ASF 设备（ASF 设备和同步节点）

65519 服务端口上往来传送。 

14.5 数据库管理 

系统数据库用于存储攻击、访问、流量统计、DDoS 流量学习结果等业务关键数

据。系统支持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和数据库恢复功能。 

14.5.1 数据库自动备份 

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可以定期自动备份上一周期内的数据库文件，或者当磁盘空

间不足时自动备份待删除的数据库文件。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数据库自动备

份功能支持每日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和磁盘空间不足时的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 

启用每日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后，系统会自动在指定的时间点自动备份过去一天

的数据库文件。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系统内置了磁盘管理工具（Disk Utility）,将实时监控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启用磁

盘空间不足时的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后，系统在磁盘管理工具删除数据库文件前

自动将其备份。该功能默认设置为禁用。 

 CLI 配置示例 

1. 启用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 

AN(config)#database backup auto on 

2. 启用每日数据库自动备份。 

AN(config)#database backup auto time "ftp://10.8.3.28/" 123 00:10 

此外，当磁盘空间不足时，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数据库自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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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database backup auto threshold "ftp://10.8.3.28/" 123 

14.5.2 数据库恢复 

系统支持恢复自动备份的数据库文件。如果要恢复的数据库文件在系统中已经存

在，则恢复时会覆盖之前的数据库文件。 

 CLI 配置示例 

恢复自动备份的数据库文件。 

AN(config)#database restore "ftp://10.8.3.28/backup.db.tgz"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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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管理工具 

15.1 日志 

15.1.1 概述 

本章将介绍 ASF 设备的日志（Logging）功能。 

ASF 设备的日志记录机制遵从 Syslog 的原则。日志子系统负责记录系统错误信

息和代理（Proxy）服务中的 HTTP 访问信息。Syslog 是 Unix 平台中的一个通用

程序，在 Windows 平台也存在 Syslog 的应用。在 Unix 平台上使用 Syslogd 命令

来启动 Syslog 功能，Syslog 监听 UDP514 端口，负责接收并存储本机和非本地

的日志信息。ASF 设备现在已经支持向三个非本地日志服务器传送日志信息。 

15.1.2 日志原理 

15.1.2.1 Syslog机制 

Syslog 是一种可以将警告和通知信息在网络上传送的协议。 

ASF Syslog 日志有八种日志信息的安全级别：紧急（emerg）、报警（alert）、

关键（crit）、错误（err）、警告（warning）、提示（notice）、信息（info）和

测试（debug），并且支持从 LOCAL0 到 LOCAL7 的八个设备。用户可以使用

日志信息查看管理工具来查看内部信息、选择传输协议、设置 syslog 的源、目的

端口，设置 ASF 设备的警告等级等等。 

15.1.2.2 RFC 5424 Syslog 
RFC5424 定义了 Syslog 的标准格式。ASF 设备支持 RFC 5424 syslog 功能。当启

用 RFC 5424 syslog 功能后，系统将会生成 RFC 5424 标准格式的系统日志。RFC 
5424 标准日志格式为“<PRI>VER TIMESTAMP HOSTNAME APPNAME 
PROCID MSGID STRUCTURED-DATA MSG-CONTENT”。（暂不支持 PROCID
和 STRUCTURED-DATA 字段，这两个字段默认显示为“-”。）默认情况下，

系统禁用 RFC 5424 syslog 功能。只有执行“log on”和“log rfc5424 on”命令后，

RFC 5424 syslog 功能才能生效。 

15.1.2.3 HTTP访问日志 

HTTP 访问日志是以一种特定格式用来记录每一次 HTTP 请求和响应信息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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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 HTTP 访问日志支持四种标准格式：组合、WELF（WebTrends Enhanced 
Log Format）、正常和扫描。用户可以使用“log http custom”命令来定义他们

的日志格式。 

 
注意：只有当客户端和 Web 服务器之间完成一次正常的 HTTP 通信之后，ASF 设备

才会记录一条 HTTP 访问日志。 

15.1.2.4 日志过滤 

日志过滤通过匹配过滤字符串把日志过滤到不同的日志服务器。其中，过滤字符

串是在命令“log filter”中定义的。 

通过 ArrayOS 中的日志过滤功能，管理员可以只收集感兴趣的日志信息，而用

收集所有的日志信息。例如，“www.site1.com”的管理员可能只需要

“www.site1.com”的 HTTP 访问日志。如果知道这些日志中都包含一个关键词

串“site1.com”，管理员可以定义一个日志过滤器，该过滤器可以过滤出所有与

该字符串匹配的日志。从而管理员就能获得只包含他所需要日志的日志文件。 

如果一个 Syslog 日志主机上配置了多个日志过滤器，只要与其中任意一个过滤

字符串匹配的日志都会被过滤到该 Syslog 日志主机。 

15.1.3 日志配置 

1. 启用 ASF 设备的日志功能。 

ASF 设备的日志功能默认是关闭的。 

AN(config)#log on 

2. 启用 ASF 设备的 RFC 5424 syslog 功能。 

AN(config)#log rfc5424 on 

3. 设置用户接受日志信息的远程主机。 

命令“log host”用于配置日志服务器来接收 ArrayOS 所产生的日志信息。日志

服务器的 IP 地址应该使用 dotted IP 格式来配置，日志服务器的端口是可选的，

默认端口是 514。Syslog 所使用的传输层协议可采用 UDP 和 TCP，默认使用

UDP。 

AN(config)#log host 10.2.37.1 514 udp1 

4. 为主机配置日志过滤。 

日志主机上最多可以配置三条日志过滤条目，并且过滤条目不能配置在 ID 为 0
的日志主机上。在下列命令运行后，只有符合过滤字符串的日志可以到达日志主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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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log filter 1 1 "index" 

5. 调整日志记录的级别。 

设置某一日志记录的级别后，那些低于该级别的日志信息将会被 ArrayOS 忽略。

默认的日志记录的级别为信息（info）。 

AN(config)#log level err 

6. 自定义 ASF 日志的设备。 

命令“log facility”用于修改记录 Syslog 的自定义设备。系统为用户自定义设备

预留从 LOCAL0 到 LOCAL7 一共八个设备。系统默认的设备为 LOCAL0。 

AN(config)#log facility LOCAL0 

7. 设置 HTTP 访问信息的格式。 

AN(config)#log http squid 

ASF 采用 Squid 标准格式（WELF，WebTrends Enhaced Log Format）记录 HTTP
的访问信息，当然用户也可以通过命令自定义记录这些信息的格式。 

8. 生成测试信息。 

命令“log test”用于以 emerg 的日志级别生成一条测试日志信息。 

AN(config)#log test 

9. 查看和调整日志信息和配置。 

命令“show log buff {forward|backward} [match_str]”用于查看日志缓冲区的日

志信息，参数“backward”和“forward”分别用于查看最近产生的日志和最先

产生的日志信息。 

AN(config)#show log buffer backward 
start of buffer 
<128>1 2012-07-17T06:35:26Z AN - - 100021002 - Array Networks test message 

命令“clear log buff”用于清空日志缓冲区的日志信息。 

AN(config)#clear log buffer 

15.2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SNMP）框架包括如

下三部分： 

 网络管理系统（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NMS）：NMS 是控制和监控

使用 SNMP 协议的网络主机活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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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 代理：SNMP 代理是被管理设备中的软件模块，用于维护设备数据并

在需要时上报这些数据给管理设备。 

 管理信息库（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MIB）：MIB 是用于管理信息

的虚拟信息存储区域，包括 SNMP 代理的被管理的对象。 

系统支持 SNMP 功能。当 SNMP 功能启用后，SNMP 代理将在系统中启用。Array 
Networks 提供了一个专有的 MIB 文件，包含了 ASF 设备的被管理对象。每个被

管理对象都有唯一的对象标识符（Object ID，OID）。关于 ASF 设备支持的 SNMP 
OID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I SNMP OID 列表。 

SNMP 代理支持的 SNMP 版本有 v1、v2c 和 v3。目前 SNMP 代理可以提供如下

功能： 

 响应来自于 NMS 的 SNMP GET 请求 

 给 NMS 发送 SNMP Trap 消息 

 系统支持 IPv4 NMS 和 IPv6 NMS。 

15.2.1 SNMP请求 

下图展示了 SNMP GET 请求的流程。 

 

图15–1 SNMP GET 请求 

将 ASF 设备的 MIB 文件导入到 NMS 并正确设置 SNMP 参数后，NMS 用户可以

发起 SNMP GET 请求获取 MIB 文件中的 OID 值。然后，ASF 设备上的 SNMP
代理将通过发送 SNMP GET 响应返回查询的 OID 值。 

当使用 SNMP v3 时，SNMP 代理可以支持基于用户的安全模型（User-Based 
Security Model，USM）和基于视图的访问控制模型（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VACM）。USM 可以为 SNMP 消息提供用户认证和私密性；VACM 可

以提供基于 IP的 SNMP访问控制。在使用 SNMP v3时可以使用这两个安全模型。 

 使用 USM 时，SNMP 代理只响应来自于使用 SNMP v3 用户账户的 NMS 发

送的 SNMP GET 请求。因而，要使用 USM，需要在系统中为 NMS 创建 SNMP 
v3 用户账户。最多可以创建 16 个 SNMP v3 用户账户。 

 使用 VACM 时，只有当 SNMP GET 请求的源 IP 地址匹配任意一条配置的允

许 SNMP 访问控制规则时，SNMP 代理才会响应该 SNMP GET 请求。因而，

要使用 VACM，需要启用基于 IP 的 SNMP 访问控制功能并配置允许 SNMP
访问控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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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SNMP Trap 

下图展示了 SNMP Trap 的流程。 

 

图15–2 SNMP Trap 

当满足以下任意条件时，SNMP 代理将发送 SNMP Trap 到 NMS： 

 接口状态为 down 或 up 时 

 有错误（error）或更高级别的系统日志生成时 

 许可证将在 15 天内过期时 

 系统启动时 

 系统关闭时 

为了让 NMS 能接收 SNMP 代理的 SNMP Trap，需要在 ASF 设备上将 NMS 配置

为 SNMP Trap 主机。最多可以配置 10 个 SNMP Trap 主机。 

 

注意：NMS 不会给 SNMP 代理重新发送响应，SNMP 代理也不会给 NMS 重新发

送 SNMP Trap。因而，请确保使用命令“snmp host”配置的 SNMP Trap 主机是可

达的。 

15.2.3 配置示例 

15.2.3.1 配置SNMP代理 

 CLI 配置示例 

1. 为 SNMP 代理设置 Community 字符串，例如： 

AN(config)#snmp community privatepassword 

2. （可选）设置 SNMP 代理的联系方式。 

AN(config)#snmp contact admin 

3. （可选）设置 SNMP 代理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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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snmp location Beijing 

4. （可选）配置 SNMP 访问控制，例如： 

AN(config)#snmp ipcontrol on 
AN(config)#snmp ippermit 192.168.0.0 255.255.0.0 

5. 在 ASF 设备上启用 SNMP 代理，例如启用支持 SNMP v3 的 SNMP 代理: 

AN(config)#snmp on v3 

6. 要启用支持 SNMP v1 和 SNMP v2c 的 SNMP 代理，执行命令“snmp on 
default”。 

7. 配置一个 SNMP v3 用户。 

AN(config)#snmp v3user test test authNopriv 

15.2.3.2 配置SNMP Traps 

 CLI 配置示例 

1. （可选）配置 SNMP Trap 主机，例如： 

AN(config)#snmp host 11.1.1.20 3 "ryan" "14" "1234567855" authNopriv 

2. （可选）启用 SNMP Trap 服务，例如： 

AN(config)#snmp enable traps 

15.3 问题解决 

15.3.1 调试 

系统允许管理员通过执行命令“debug snapshot system”收集调试数据。该命

令将为系统活动生成快照并产生 sys_snap.tar.gz.gpg 文件。 

Debug 文件可以导出到外部的 FTP 服务器或 SCP 主机。 

 CLI 配置示例 

要为系统活动拍快照，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debug snapshot system 

要导出调试文件到外部的 FTP 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 

AN(config)#debug ftp admin 192.168.10.50 sys_snap 

要导出调试文件到外部的 SCP 主机，执行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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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onfig)#debug scp "admin@192.168.10.50:temp" sys_snap 

15.3.2 工具 

ASF 设备提供了如下问题解决工具： 

 Ping：通过发送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echo 请求检查到指定 IPv4 网络主机的网络连通性。 

 Ping6：通过发送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第六版（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Version 6，ICMPv6）echo 请求检查到指定 IPv6 网络主机的网络连

通性。 

 Traceroute：通过发送 3 个报文到该路径上的每个中间节点跟踪到指定 IPv4
网络主机的路径。 

 Traceroute6：通过发送 3 个报文到该路径上的每个中间节点跟踪到指定 IPv6
网络主机的路径。 

 nslookup：域名解析。 

 CLI 配置示例 

检查到指定 IPv4 网络主机的网络连通性，执行如下命令： 

AN>ping 10.8.6.50 
AN>ping example.com 

检查到指定 IPv6 网络主机的网络连通性，执行如下命令： 

AN>ping6 2012::c 
AN>ping6 ipv6.example.com 

跟踪到指定 IPv4 网络主机的路径，执行如下命令： 

AN>traceroute 10.8.6.50 
AN>traceroute ipv6.example.com 

跟踪到指定 IPv6 网络主机的路径，执行如下命令： 

AN>traceroute6 2012::c 
AN>traceroute6 ipv6.example.com 

解析域名，执行如下命令： 

AN>nslookup 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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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管理远程设备 

ASF 设备支持使用者使用 Telnet 和 SSH 协议连接到其他设备上进行远程管理工

作，协助使用者远程排查其他设备上的问题和故障。 

在 ASF 设备上运行命令“telnet "host port””来使用 Telnet 功能，如下所示： 

AN#telnet “‘172.16.2.182 -4’” 
Trying 172.16.2.182... 
Connected to 172.16.2.182 -4. 
Escape character is '^]'. 
Trying SRA secure login: 
User (root): array 
Password:  
[ SRA accepts you ].................succeed 

在ASF设备上运行命令“ssh remote “user@hostname””来使用SSH功能，如下

所示： 

AN#ssh remote "root@172.16.85.240" 
root@172.16.85.240's password:  
Linux libh-server1 2.6.32-22-generic #33-Ubuntu SMP Wed Apr 28 13:27:30 UTC 2010 i686 
GNU/Linux 
 
Welcome to Ylmf_OS! 
 * Information:  http://www.ylmf.com/ 
 
0 packages can be updated. 
0 updates are security updates. 
 
Last login: Wed Apr 20 00:39:35 2011 from 10.3.46.1 
root@libh-server1:~# 

 



附录 I SNMP OID 列表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5 

附录 I SNMP OID 列表 
SNMP OID 列表 

.1.3.6.1.4.1.7564 This file defines the private CA SNMP MIB extensions. 

.1.3.6.1.4.1.7564.3.1 Serial Number of the equipment. 

.1.3.6.1.4.1.7564.3.2 
A table of CPU core utilization, containing core ID and core 
utilization. 

.1.3.6.1.4.1.7564.3.2.1 
A conceptual row of the cpuCoresUtilizationTable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utilization of each CPU core. 

.1.3.6.1.4.1.7564.3.2.1.1 The ID of each CPU core. 

.1.3.6.1.4.1.7564.3.2.1.2 The utilization of each CPU core. 

.1.3.6.1.4.1.7564.4.1 Curren system total available memory. 

.1.3.6.1.4.1.7564.4.2 Current percentage of Network memory utilization. 

.1.3.6.1.4.1.7564.4.3 Currently used swap space in MB. 

.1.3.6.1.4.1.7564.4.4 Current swap space usage. 

.1.3.6.1.4.1.7564.18.1.1 
Current maximum possible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vrrpTable, 
which is 255 * (number of interfaces for which a cluster is 
defined). 255 is the max number of VIPs in a cluster. 

.1.3.6.1.4.1.7564.18.1.2 Current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vrrpTable. 

.1.3.6.1.4.1.7564.18.1.3 A table containing clustering configuration. 

.1.3.6.1.4.1.7564.18.1.3.1 

An entry in the vrrpTable. Each entry represents a cluster VIP 
and not the cluster itself. If a cluster has n VIPs, then there will 
be n entries for the cluster in the vrrpTable (0 <= n <= 255). All 
the entries in the vrrpTable belonging to a single cluster will 
have the same values for all the fields except clusterVirIndex and 
clusterVirAddr. 

.1.3.6.1.4.1.7564.18.1.3.1.1 The cluster virtual table index. 

.1.3.6.1.4.1.7564.18.1.3.1.2 Cluster identifier. 

.1.3.6.1.4.1.7564.18.1.3.1.3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luster. 

.1.3.6.1.4.1.7564.18.1.3.1.4 The interface name on which the cluster is defined. 

.1.3.6.1.4.1.7564.18.1.3.1.5 A virtual ip address (VIP) in the cluster. 

.1.3.6.1.4.1.7564.18.1.3.1.6 
Type of authentication being used. none(0) - no authentication 
simple-text-password(1) - use password specified in cluster 
virtual for authentication. 

.1.3.6.1.4.1.7564.18.1.3.1.7 The password for authentication. 

.1.3.6.1.4.1.7564.18.1.3.1.8 
This is for controling whether a higher priority Backup VRRP 
virtual preempts a low priority Master. 

.1.3.6.1.4.1.7564.18.1.3.1.9 VRR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1.3.6.1.4.1.7564.18.1.3.1.10 Priority of the local node in the cluster. 

.1.3.6.1.4.1.7564.18.1.3.1.11 The IP address type of clusterVirAddress. 

.1.3.6.1.4.1.7564.18.1.3.1.12 A virtual ip address (VIP) in the cluster. 

.1.3.6.1.4.1.7564.20.1.2 Number of SSL host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20.2.1 Total number of open SSL connections (all SSL 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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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20.2.2 Total number of accepted SSL connections (all SSL hosts). 

.1.3.6.1.4.1.7564.20.2.3 Total number of requested SSL connections (all SSL hosts). 

.1.3.6.1.4.1.7564.20.2.4 SSL host statistics table. 

.1.3.6.1.4.1.7564.20.2.4.1 sslTable entry for one SSL host. 

.1.3.6.1.4.1.7564.20.2.4.1.1 The SSL table index. 

.1.3.6.1.4.1.7564.20.2.4.1.2 Name of the SSL host. 

.1.3.6.1.4.1.7564.20.2.4.1.3 Open SSL connection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4 Number of accepted SSL connection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5 Number of requested SSL connection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6 Number of resumed SSL session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7 Number of resumable SSL session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8 Number of SSL session misses for SSL hostName. 

.1.3.6.1.4.1.7564.20.2.4.1.9 Number of SSL connections established per second. 

.1.3.6.1.4.1.7564.22.1 Status of VIP statistics gathering - on or off. 

.1.3.6.1.4.1.7564.22.2 
The hostname that the VIP is representing (hostname of the 
appliance). 

.1.3.6.1.4.1.7564.22.3 The current time in the format of MM/DD/YY HH:MM. 

.1.3.6.1.4.1.7564.22.4 Total number of ip packets received on all VIPs. 

.1.3.6.1.4.1.7564.22.5 Total number of ip packets sent out on all VIPs. 

.1.3.6.1.4.1.7564.22.6 Total number of IP bytes received on all VIPs. 

.1.3.6.1.4.1.7564.22.7 Total number of IP bytes sent out on all VIPs. 

.1.3.6.1.4.1.7564.22.8 A table of VIP statistics. 

.1.3.6.1.4.1.7564.22.8.1 An entry in the ipStatsTable is created for each VIP. 

.1.3.6.1.4.1.7564.22.8.1.1 The VIP statistics table index. 

.1.3.6.1.4.1.7564.22.8.1.2 The VIP address. 

.1.3.6.1.4.1.7564.22.8.1.3 Total number of IP packets received on the VIP. 

.1.3.6.1.4.1.7564.22.8.1.4 Total number of bytes received on the VIP. 

.1.3.6.1.4.1.7564.22.8.1.5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sent out on the VIP. 

.1.3.6.1.4.1.7564.22.8.1.6 Total number of bytes sent out on the VIP. 

.1.3.6.1.4.1.7564.22.8.1.7 The time statistics gathering was enabled for the VIP. 

.1.3.6.1.4.1.7564.22.8.1.8 The IP address type of ipAddress. 

.1.3.6.1.4.1.7564.22.8.1.9 The VIP address. 

.1.3.6.1.4.1.7564.23.1 The number of network interfaces present on this system. 

.1.3.6.1.4.1.7564.23.2 
The total accumulated number of octets received on all the active 
interfaces (loopback is not included). 

.1.3.6.1.4.1.7564.23.3 
The total accumulated number of octets transmitted out on all the 
active interfaces (loopback is not included). 

.1.3.6.1.4.1.7564.23.4 
A table of interface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entries is given by 
the value of infNumber. 

.1.3.6.1.4.1.7564.23.4.1 An infTable entry for on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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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23.4.1.1 

A unique value for each interface.  Its value ranges between 1 
and the value of infNumber. The value for each interface must 
remain constant at least from one re-initialization of the entity's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next re-initialization. 

.1.3.6.1.4.1.7564.23.4.1.2 Name of the interface. 

.1.3.6.1.4.1.7564.23.4.1.3 The current operational state of the interface (up or down). 

.1.3.6.1.4.1.7564.23.4.1.4 The interface's IP address. 

.1.3.6.1.4.1.7564.23.4.1.5 
The total number of octets received on the interface, including 
framing characters. 

.1.3.6.1.4.1.7564.23.4.1.6 
The number of packets, delivered by this sub-layer to a higher 
(sub-)layer, which were not addressed to a multicast or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1.3.6.1.4.1.7564.23.4.1.7 
The number of packets, delivered by this sub-layer to a higher 
(sub-)layer, which were addressed to a multicast or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1.3.6.1.4.1.7564.23.4.1.8 

The number of inbound packets which were chosen to be 
discarded even though no errors had been detected to prevent 
their being deliverable to a higher-layer protocol.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discarding such a packet could be to free up buffer 
space. 

.1.3.6.1.4.1.7564.23.4.1.9 

For packet-oriented interfaces, the number of inbound packets 
that contained errors preventing them from being deliverable to a 
higher-layer protocol. For character-oriented or fixed-length 
interfaces, the number of inbound transmission units that 
contained errors preventing them from being deliverable to a 
higher-layer protocol. 

.1.3.6.1.4.1.7564.23.4.1.10 

For packet-oriented interfaces, the number of packets received 
via the interface which were discarded because of an unknown or 
unsupported protocol. For character-oriented or fixed-length 
interfaces that support protocol multiplexing the number of 
transmission units received via the interface which were 
discarded because of an unknown or unsupported protocol.  For 
any interface that does not support protocol multiplexing, this 
counter will always be 0. 

.1.3.6.1.4.1.7564.23.4.1.11 
The total number of octets transmitted out of the interface, 
including framing characters. 

.1.3.6.1.4.1.7564.23.4.1.12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that higher-level protocols requested 
be transmitted, and which were not addressed to a multicast or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including those that were 
discarded or not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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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23.4.1.13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that higher-level protocols requested 
be transmitted, and which were addressed to a multicast or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including those that were 
discarded or not sent. 

.1.3.6.1.4.1.7564.23.4.1.14 

For packet-oriented interfaces, the number of outbound packet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mitted because of errors. For 
character-oriented or fixed-length interfaces, the number of 
outbound transmission unit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mitted 
because of errors. 

.1.3.6.1.4.1.7564.23.4.1.15 The IP address type of infIpv4Address(should always ipv4). 

.1.3.6.1.4.1.7564.23.4.1.16 The interface's IPv4 address. 

.1.3.6.1.4.1.7564.23.4.1.17 The IP address type of infIpv6Address(should always ipv6). 

.1.3.6.1.4.1.7564.23.4.1.18 The interface's IPv6 address. 

.1.3.6.1.4.1.7564.23.4.1.19 
The inbound throughput (bits/second) of the interfaces in the last 
five minutes. 

.1.3.6.1.4.1.7564.23.4.1.20 
The outbound throughput (bits/second) of the interfaces in the 
last five minutes. 

.1.3.6.1.4.1.7564.23.4.1.21 
The number of packets delivered from this sub-layer to a higher 
sub-layer by using a multi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1.3.6.1.4.1.7564.23.4.1.22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that higher-level protocols requested 
to be transmitted by using a multi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including those were discarded or not sent. 

.1.3.6.1.4.1.7564.23.4.1.23 
The number of packets delivered from this sub-layer to a higher 
sub-layer by using a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1.3.6.1.4.1.7564.23.4.1.24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that higher-level protocols requested 
to be transmitted using a broadcast address at this sub-layer, 
including those were discarded or not sent. 

.1.3.6.1.4.1.7564.23.4.1.25 

An estimate of the interface's current bandwidth in 1,000,000 bits 
per second. For interfaces which do not vary in bandwidth or for 
those where no accurate estimation can be made, this object 
should contain the nominal bandwidth. For a sub-layer which has 
no concept of bandwidth, this OID should be zero. 

.1.3.6.1.4.1.7564.23.4.1.26 
The operating mode of the interface - unknown (0), half-duplex 
(1), full-duplex (2). 

.1.3.6.1.4.1.7564.24.1.1 

The number of syslog notifications that have been sent. This 
number may include notifications that were prevented from being 
transmitted due to reasons such as resource limitations and/or 
non-connectivity. If one is receiving notifications, one can 
periodically poll this object to determine if any notifications were 
missed. If so, a poll of the logHistoryTable might b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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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24.1.2 

Indicates whether logMessageGenerated notifications will or will 
not be sent when a syslog message is generated by the device. 
Disabling notifications does not prevent syslog messages from 
being added to the logHistoryTable. 

.1.3.6.1.4.1.7564.24.1.3 

Indicates which syslog severity levels will be processed. Any 
syslog message with a severity value greater than this value will 
be ignored by the agent. note: severity numeric values increase as 
their severity decreases, e.g. error(3) is more severe than 
debug(7). 

.1.3.6.1.4.1.7564.24.2.1 

The upper limit on the number of entries that the logHistoryTable 
may contain. A value of 0 will prevent any history from being 
retained. When this table is full, the oldest entry will be deleted 
and a new one will be created. 

.1.3.6.1.4.1.7564.24.2.2 
A table of syslog messages generated by this device. All 
'interesting' syslog messages (i.e. severity <= logMaxSeverity) 
are entered into this table. 

.1.3.6.1.4.1.7564.24.2.2.1 
A syslog message that was previously generated by this device. 
Each entry is indexed by a message index. 

.1.3.6.1.4.1.7564.24.2.2.1.1 
A monotonically increasing integer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indexing messages. When it reaches the maximum value the 
agent flushes the table and wraps the value back to 1. 

.1.3.6.1.4.1.7564.24.2.2.1.2 The severity of the message. 

.1.3.6.1.4.1.7564.24.2.2.1.3 

The text of the message. If the text of the message exceeds 255 
bytes, the message will be truncated to 254 bytes and a '*' 
character will be appended, indicating that the message has been 
truncated. 

.1.3.6.1.4.1.7564.24.3.1 

When a syslogTrap message is generated by the device a 
syslogTrap notification is sent. The sending of these notifications 
can be enabled/disabled via the logNotifications Enabled object. 
If the fastlog level is larger than or equal to “error” (including 
emerg, alert, crit, err), this trap will be sent. 
Some examples are shown below:  
1. Execute "ifconfig em0 up/down"  
2. One of the dual power supplies failed/recovered   
3. Execute "log test"  
4. CPU fan failed/recovered  
5. CPU overheated 

.1.3.6.1.4.1.7564.25.1 
The number of times ClickTCP connections have made a direct 
transition to the SYN-SENT state from the CLOS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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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25.2 
The number of times ClickTCP connections have made a direct 
transition to the SYN-RCVD state from the LISTEN state. 

.1.3.6.1.4.1.7564.25.3 

The number of times ClickTCP connections have made a direct 
transition to the CLOSED state from either the SYN-SENT state 
or the SYN-RCVD state, plus the number of times TCP 
connections have made a direct transition to the LISTEN state 
from the SYN-RCVD state. 

.1.3.6.1.4.1.7564.25.4 
The number of times ClickTCP connections have made a direct 
transition to the CLOSED state from either the ESTABLISHED 
state or the CLOSE-WAIT state. 

.1.3.6.1.4.1.7564.25.5 
The number of ClickTCP connections for which the current state 
is either ESTABLISHED or CLOSE-WAIT. 

.1.3.6.1.4.1.7564.25.6 
The total number of ClickTCP segments received, including 
those received in error. This count includes segments received on 
current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1.3.6.1.4.1.7564.25.7 
The total number of ClickTCP segments sent, including those on 
current connections but excluding those containing only 
retransmitted octets. 

.1.3.6.1.4.1.7564.25.8 
The total number of segments retransmitted - that is, the number 
of ClickTCP segments transmitted containing one or more 
previously transmitted octets. 

.1.3.6.1.4.1.7564.25.9 
The total number of segments received in error (e.g., bad 
ClickTCP checksums). 

.1.3.6.1.4.1.7564.25.10 The number of ClickTCP segments sent containing the RST flag. 

.1.3.6.1.4.1.7564.25.11 A table containing ClickTCP connection-specific information. 

.1.3.6.1.4.1.7564.25.11.1 

A conceptual row of the ctcpConnTable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a particular current TCP connection. Each row of this table 
is transient, in that it ceases to exist when (or soon after) the 
connection makes the transition to the CLOSED state. 

.1.3.6.1.4.1.7564.25.11.1.1 A unique value for each click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25.11.1.2 The state of this 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25.11.1.3 

The local IP address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In the case of a 
connection in the listen state which is willing to accept 
connections for any IP interface associated with the node, the 
value 0.0.0.0 is used. 

.1.3.6.1.4.1.7564.25.11.1.4 The local port number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25.11.1.5 The remote IP address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25.11.1.6 The remote port number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25.11.1.7 The IP address type of ctcpConnLocalAddress. 

.1.3.6.1.4.1.7564.25.11.1.8 
The local IP address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In the case of a 
connection in the listen state which is willing to accept 
connections for any IP interface associated with the no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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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0.0.0.0/:: is used. 
.1.3.6.1.4.1.7564.25.11.1.9 The IP address type of ctcpConnRemAddress. 
.1.3.6.1.4.1.7564.25.11.1.10 The remote IP address for this TCP connection. 
.1.3.6.1.4.1.7564.30.1 Current percentage of CPU utilization. 
.1.3.6.1.4.1.7564.30.2 Number of connections per second. 
.1.3.6.1.4.1.7564.30.3 Number of requests per second. 
.1.3.6.1.4.1.7564.30.4 Current percentage of SSL core utilization. 
.1.3.6.1.4.1.7564.30.5 Current percentage of compression core utilization. 
.1.3.6.1.4.1.7564.30.7 The outbound throughput (KB/second) of all VIPs. 
.1.3.6.1.4.1.7564.30.8 The inbound throughput (KB/second) of all VIPs. 
.1.3.6.1.4.1.7564.32.1 current cpu temprature of cpu and sys. 
.1.3.6.1.4.1.7564.32.2 current fan speed. 
.1.3.6.1.4.1.7564.32.2.1 CPU1 fan status 
.1.3.6.1.4.1.7564.32.2.2 CPU2 fan status 
.1.3.6.1.4.1.7564.32.2.3 System fan1 status 
.1.3.6.1.4.1.7564.32.2.4 System fan2 status 
.1.3.6.1.4.1.7564.32.2.5 System fan3 status 
.1.3.6.1.4.1.7564.32.2.6 System fan4 status 
.1.3.6.1.4.1.7564.32.3 current dual power supply state (0 (ok),1(error)). 
.1.3.6.1.4.1.7564.33.1.1 Number of ASF service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33.1.2.1  Number of ASF HTTP service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33.1.2.2  A table contain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http services. 

.1.3.6.1.4.1.7564.33.1.2.2.1 
A httpServiceEntry entry co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on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 Reference index for each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 The name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3 The C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4 The C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5 The GET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6 The POST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7 The HEAD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8 The PUT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9 The DELETE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0 The TOTAL RP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1 The number of HTTP method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2 The number of request line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3 The number of Host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4 The number of Connection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5 The number of Content 

.1.3.6.1.4.1.7564.33.1.2.2.1.16 The number of Range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7 The byte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18 The packets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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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33.1.2.2.1.19 The byte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0 The packets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1 The byte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2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3 The byte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4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5 The total drop packet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6 The total drop packets caused by SOURCE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7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YN_BL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8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29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DOS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30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waf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31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NOMALY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2.2.1.32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RESOURCE of the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1.3.1 Number of ASF HTTPS service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33.1.3.2 A table contain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https services. 

.1.3.6.1.4.1.7564.33.1.3.2.1 
A httpsServiceEntry entry co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on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 Reference index for each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 The name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 The C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 The C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 The GET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6 The POST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7 The HEAD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8 The PUT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9 The DELETE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0 The TOTAL RP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1 The number of HTTP method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2 The number of request line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3 The number of Host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4 The number of Connection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5 The number of Content 

.1.3.6.1.4.1.7564.33.1.3.2.1.16 The number of Range header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7 The byte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8 The packets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19 The byte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0 The packets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1 The byte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2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3 The byte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4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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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33.1.3.2.1.25 The byte of ssl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6 The packets of ssl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7 The byte of ssl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8 The packets of ssl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29 The byte of ssl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0 The packets of ssl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1 The byte of ssl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2 The packets of ssl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3 The total drop packet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4 The total drop packet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5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YN_BL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6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7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DO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8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waf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39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NOMALY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0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RESOURCE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1 The total drop ssl packets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2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RESOURCE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3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DYN_BL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4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MISMATCH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5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HANDSHAKE_VERSION_MISMATCH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6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RECORD_VERSION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7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RECORD_TYPE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8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HANDSHAKE_TYPE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49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HANDSHAKE_LEN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0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ENCRYPT_DECRYPT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1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HOST_STOP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2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SEND_DATA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3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BAD_CIPHER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4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SEND_CARD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5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NO_RANDOM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3.2.1.56 The drop ssl packets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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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_NUMBER_OPERATION_FAILED of the https service 
.1.3.6.1.4.1.7564.33.1.4.1 Number of ASF DNS service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33.1.4.2 A table contain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dns services. 

.1.3.6.1.4.1.7564.33.1.4.2.1 
A dnsServiceEntry entry co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on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 Reference index for each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2 The name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3 The QUERY PPS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4 The RESPONSE PPS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5 The NXDOMAIN PPS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6 The QUERY type attack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7 The RESPONSE type attack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8 The NXDOMAIN type attack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9 The byte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0 The packets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1 The byte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2 The packets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3 The byte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4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5 The byte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6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7 The total drop packets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8 The total drop packets caused by SESSION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19 
The total drop packets caused by CACHEPOISON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20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YN_BL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21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22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ANOMALY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1.4.2.1.23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NO_MEMORY of the dns service 

.1.3.6.1.4.1.7564.33.2.1 Number of ASF groups currently configured. 

.1.3.6.1.4.1.7564.33.2.2 A table contain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ASF groups. 

.1.3.6.1.4.1.7564.33.2.2.1 
A groupEntry entry co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one ASF 
group. 

.1.3.6.1.4.1.7564.33.2.2.1.1 Reference index for each http service. 

.1.3.6.1.4.1.7564.33.2.2.1.2 The name of the ASF group. 

.1.3.6.1.4.1.7564.33.2.2.1.3 The byte of total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 The packets of total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 The byte of TC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 The packets of TC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 The byte of UD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8 The packets of UD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9 The byte of ICM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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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33.2.2.1.10 The packets of ICM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1 The byte of other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2 The packets of other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3 The byte of HTT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4 The packets of HTT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5 The byte of HTTP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6 The packets of HTTP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7 The byte of DN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8 The packets of DN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19 The byte of total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0 The packets of total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1 The byte of TC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2 The packets of TC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3 The byte of UD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4 The packets of UD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5 The byte of ICM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6 The packets of ICM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7 The byte of other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8 The packets of other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29 The byte of HTT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0 The packets of HTT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1 The byte of HTTP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2 The packets of HTTP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3 The byte of HTTP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4 The packets of DN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5 The byte of total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6 The packets of total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7 The byte of TC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8 The packets of TC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39 The byte of UD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0 The packets of UD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1 The byte of ICM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2 The packets of ICM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3 The byte of other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4 The packets of other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5 The byte of HTT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6 The packets of HTT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7 The byte of HTTP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8 The packets of HTTP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49 The byte of DN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0 The packets of DN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1 The byte of total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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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33.2.2.1.52 The packets of total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3 The byte of TC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4 The packets of TC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5 The byte of UD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6 The packets of UD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7 The byte of ICM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8 The packets of ICM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59 The byte of other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0 The packets of other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1 The byte of HTT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2 The packets of HTT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3 The byte of HTTP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4 The packets of HTTP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5 The byte of DN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6 The packets of DN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7 The total drop L4 packets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8 The total drop TCP packets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69 The total drop UDP packets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0 The total drop ICMP packets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1 The total drop TCP packets caused by SOURCE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2 The total drop TCP packets caused by SESSION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3 The total drop TCP packets caused by DYN BL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4 The total drop TC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5 
The total drop UDP packets caused by FINGERPRINT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6 The total drop UD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7 The total drop UDP packets caused by NO PCB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8 The total drop ICMP packets caused by ACL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2.2.1.79 The total drop ICMP packets caused by NO PCB of the group 

.1.3.6.1.4.1.7564.33.3.1.1  The byte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  The packets of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  The byte of TC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4  The packets of TC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5  The byte of UD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6  The packets of UD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7  The byte of ICM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8  The packets of ICMP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9  The byte of other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0 The packets of others in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1 The byte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2 The packets of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3 The byte of TC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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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1.7564.33.3.1.14 The packets of TC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5 The byte of UD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6 The packets of UD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7 The byte of ICM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8 The packets of ICMP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19 The byte of other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0 The packets of others in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1 The byte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2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3 The byte of TC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4 The packets of TC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5 The byte of UD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6 The packets of UD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7 The byte of ICM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8 The packets of ICMP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29 The byte of other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0 The packets of others outbound in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1 The byte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2 The packets of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3 The byte of TC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4 The packets of TC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5 The byte of UD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6 The packets of UD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7 The byte of ICM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8 The packets of ICMP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39 The byte of other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1.40 The packets of others outbound out traffic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2.1 The total drop packets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33.3.2.2 The drop packets caused by DYN_BL of the default traffic 

.1.3.6.1.4.1.7564.251.1 This trap is sent when the agent starts. 

.1.3.6.1.4.1.7564.251.2 This trap is sent when the agent terminates. 

.1.3.6.1.4.1.7564.251.3 license remaining days. 

.1.3.6.1.4.1.7564.251.4 This trap is sent when one of the power supplies fails. 

.1.3.6.1.4.1.7564.251.5 This trap is sent when the failed power supply is restored. 



附录 I SNMP OID 列表 

2019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18 

SNMP OID 列表 

Float 

A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point number. The semantics and 
encoding are identical for type 'single' defined in IEEE Standard 
for Binary Floating-Point, ANSI/IEEE Std 754-1985. The value 
is restricted to the BER serialization of the following ASN.1 
type: FLOATTYPE ::= [120] IMPLICIT FloatType (note: the 
value 120 is the sum of '30'h and '48'h) The BER serialization of 
the length for values of this type must use the definite length, 
short encoding form. For example, the BER serialization of value 
123 of type FLOATTYPE is '9f780442f60000'h. (The tag is 
'9f78'h; the length is '04'h; and the value is '42f60000'h.) The 
BER serialization of value '9f780442f60000'h of data type 
Opaque is '44079f780442f60000'h. (The tag is '44'h; the length is 
'07'h; and the value is '9f780442f60000'h. 

Synlogseverity 
The severity of a syslog message. The enumeration values are 
equal to the values that syslog uses + 1. For example, with 
syslog, emergenc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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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 
Accounting 

验证、授权和记账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访问控制列表 
AH Authentication Header 认证报头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地址解析协议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SC Array Security Center 华耀安全中心 
ASF Application Security Firewall 应用安全防火墙 
ASL Array Signature Library Array 攻击签名库 
ASN Autonomous System Number 自治系统标识号 
ASN.1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抽象语法标记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边界网关协议 
CA Certificate Authority 认证中心 
CC Concurrent Connections 并发连接数 
CDN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内容分发网络 
CDP CRL Distribution Point CRL 分发点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命令行接口 
CNAME Canonical Name 别名 
CPS Connections per Second 每秒连接数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 
CRL 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 证书撤销列表 
CSR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 证书签发请求 
DDoS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LP Data Leak Protection 数据泄露防护 
DMZ DeMilitarized Zone 隔离区 
DNS Domain Name System 域名服务系统 
DoS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攻击 
ECC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椭圆曲线密码体制 
ESP Encapulating Security Payload 封装安全负载 
FFO Fast Failover 快速失效切换 
FIFO First-In First-Out 先入先出(法)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GMT Greenwich Mean Time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HA 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 
HC Health Check 健康检查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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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 
ICMPv6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version 6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第六版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因特网工程任务组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因特网信息服务器 
I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信息管理系统 
IP Internet Protocol 因特网协议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因特网服务供货商 
LACP 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链路汇聚控制协议 
LAN L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 
LAND Local Area Network Denial 局域网拒绝服务 
LDAP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Local DNS Local Domain Name System 本地域名服务 
MAC Media Access Control 媒体访问控制 
MIB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管理信息库 
MIME 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 多用途因特网邮件扩展 
MNET Multi-Netting 多地址端口 
MTU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最大传输单元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转换 
NDP Neighbor Discovery Protocol 邻居发现协议 
NIC Network Interface Card 网络适配器 
NMS 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 网络管理站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网络时间协议 
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OCSP Online Certificate Status Protocol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OID Object Identifier 对象标识符 
ORF Outbound Route Filter 出向路由过滤 
OSI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开放式系统互连模型 
OSPF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OSPFv2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version 2 
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第二

版 

OSPFv3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version 3 
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第三

版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开放式 Web 应用程序安全项目 
PCI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face 外围组件接口 
PEM Privacy Enhanced Mail 增强保密的邮件 
PHY Physical Layer 物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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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公钥基础架构 
PLR Packet Loss Rate 丢包率 
PPS Packets per Second 分组数据包 
PST Pacific Standard Time 太平洋标准时间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远程用户拨入认证系统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取内存 
RFC Request For Comments 请求注解 
RIPv1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version 1 路由选择信息协议第一版 
RIPv2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version 2 路由选择信息协议第二版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 远程过程调用协议 
RPS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请求数 
RTSP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实时流媒体协议 
RTT Round Trip Time 往返时间 
SCP Se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会话控制协议 
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NI Server Name Indication 服务器名字指示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结构化查询语言 
SSH Secure Shell Protocol 安全外壳协议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字层 
SSLv3 Secure Sockets Layer version 3 安全套接字层第三版 

TACACS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 

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CI Tag Control Information 标记控制信息 
TCL Tools Command Language 工具命令语言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TELNET 
Terminal Emulation Protocol in a TCP/IP 
Environment 

TCP/IP 终端模拟协议 

TFTP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Protocol 传输层安全协议 
VPID VLAN Protocol Identifier VLAN 协议标识符 
TSO TCP Segmentation Offload 网卡 TCP 分段 
TTL Time to Live 生存时间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用户数据报协议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统一资源标识符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统一资源定位符 
USM User-Based Security Model 基于用户的安全模型 
VACM 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 基于视图的访问控制模型 
VCI VLAN Control Information VLAN 控制信息 
VCID Virtual Cluster ID 虚拟集群标识 
VIP Virtual IP 虚拟 IP 地址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虚拟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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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RP 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 虚拟路由冗余协议 
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Web 应用防火墙 
WebUI Web User Interface Web 用户接口 

WELF WebTrends Enhanced Log Format 
国际通行的防火墙日志规范格

式 
XSS Cross Site Scripting 跨站脚本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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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XML RPC 方法 
一般 XML RPC 方法 

方法名称 命令行 
{参数名称，参数

类型} 
可选参数 注意事项 

arrayos_cli
_enable 

所有 Enable 模

式下的命令 

{num,int}, 
{cli_string0,string
}, 
{cli_string1,string
}, 
{cli_string2,string
}, {cli_string3, 
string} 
…… 

num 

如果没有设置参数“num”

值，那么其默认值为 1，则

必须配置“cli_string0”。 
CLI 命令的名称必须从

“ cli_string0 ” 到

“cli_string{n-1}”结束。 
如果中间的CLI命令丢失，

XML RPC 系统将忽略这

个问题，并且不会报错。 

arrayos_cli
_config 

所有 Config 模

式下的命令 

arrayos_cli
_config_wit
h_input 

所有 Config 模

式下的命令 

{cli_string, 
string}, {num, 
int}, 
{input_string0, 
string}, 
{input_string1, 
string} ... 

num, 
input_string
0, 
input_string
1, ... 

如果没有设置参数“num”

则其默认值为 1。参数

“ input_string ” 从

“ input_string0 ”开始到

“ input_string(num-1)”， 
如 果 中 间 丢 失

“input_string(n)”，则其

默认值为空。如果 CLI 要

求在此处必须输入一个有

效的值，那么此次调用可

能挂起或返回错误。本方

法一次只能执行一条 CLI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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