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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应当关注 IPv6
TCP/IP 协议所使用的寻址方式为 IP IPv4 这种方式使用 32 位二进制数字来标识网络和终端 这种
32 位方式会产生大约 40 亿个地址
4 个八位字段

但是因为采用了用点号分隔的十进制显示方式

和其他一些考虑因素

实际上只有大约 2.5 亿可供使用的 IP 地址

纪 80 年代开发出这种方式时 没有人会预料到将来会出现地址短缺的情况

但是

即将地址分为
当人们在 20 世
互联网的出现

和让很多设备――例如手机和 PDA――支持互联网 这意味着它们需要一个地址 的趋势使得所有
的 IPv4 地址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全部用完

下图显示了地址空间使用情况的发展趋势

IPv4 使用趋势
IPv4 历史使用情况

所使用的全部空间

百分比

图1

时间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了解决可用 IP 地址日益减少的问题 人们开发出了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端口地址转换 PAT
NAT 和 PAT 让一个企业或者用户可以通过多个私有地址
地址

尽管这种方式可以节约地址空间和提供匿名功能

这无疑违背了人们建立网络

互联网

无需注册

共享一个或者多个指定的 IP

但是同时也会导致独立通信能力的降低

的初衷――通过共享应用实现个人与个人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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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NAT/PAT 阻止了
点对点协作
IPv4
互联网
IPv6
互联网

IPv6 不仅可以解决地址短缺问题 还可以恢复一个真正的端到端模式 即主机之间可以不受阻碍地
IPv6 让每个主机都可以获得一个唯一的全局 IP 地址 让它们即使在移动中也可

灵活地互相连接
以保持连接

同时还可以有效地保障主机通信的安全

IPv6 地址
IPv6 所使用的 128 位地址可以分配大量的地址和子网 足够为 10^15 个终端分配地址空间 即总共
340,282,366,920,938,463,463,374,607,431,768,211,456 个终端
多个可以被用于多种设备
址

与 IPv4 相比

包括手机

PDA

IPv6 的设计目的是为每个用户提供

支持 IP 的交通工具

IPv6 除了可以提供更大的地址空间以外

以及消费电子设备

还具有下列优势

更加方便的地址管理和委托
方便的地址自动配置
内嵌式 IPSec

加密安全

优化路由
重复地址检测

DAD

功能

IPv6 表示方法
下图显示了 IPv6 的表示方法和简写方式
128 位被表示为 8 个由 16 位用十六进制符号表示的字段
2031:0000:130F:0000:0000:09C0:876A:130B
作为简写方式

每个字段开头的零可以忽略
2031:0:130F:0:0:9C0:876A:130B

另外

连续的零字段可以表示为::
2031:0:130F::9C0:876A:130

每个地址中只能使用一次::简写
2031:0:130F::9C0:876A::130B

的全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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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地址用地址的前 64 位表示网络 ID

后 64 位表示主机 ID 网络 ID 被划分为 前缀

区块

下图显示了地址的层次结构

图3
IPv6 互联网

站点 1

站点 1

简写为

IPv6 自动配置
IPv4 部署使用两种方法来为主机分配 IP 地址 静态分配 需要进行大量的管理 或者 DHCP/BOOTP
在主机进入网络后自动为其分配 IP 地址

IPv6 可以提供一种类似于 DHCP 的

名为

无状态自动配置

的功能

但是与 DHCP 不同

无状

态自动配置在为普通的网络设备 例如制造业中使用的机械臂 提供地址时不需要使用某个特殊的
DHCP 应用或者服务器 利用 DHCP 任何拥有一个 IPv6 地址的路由器接口都将成为它所在网络上
的 IP 地址

提供者

IPv6 内置的保护机制可以防止重复的地址

这种功能被称为重复地址检测

IPv6 安全
IPv6 内嵌了对 IPSec 的支持 目前 主机 OS 可以在主机和任何其他支持 IPv6 的主机之间配置一个
IPSec 隧道

在 IPv4 中

以执行身份验证和加密

大部分 IPSec 部署都使用客户端
解密功能

利用 IPv6 IPSec

服务器模式

即一个 IPSec 端接设备可

主机可以在它与一个 IPSec 头端设备之间或

者直接与另外一台主机之间建立 IPSec 隧道

IPv6 移动
IPv6 可以为移动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功能 无论他们所使用的移动设备是手机 PDA 笔记本电脑
还是一个运动的军用车辆

移动 IPv6 可以为路由分组进出移动设备提供一种更加简便的方法

且可以在移动设备和其他网络设备

主机之间支持 IPSec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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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IPv6 过渡
尽管一些早期使用者已经采用了 IPv6

但是

大部分用户从 2004 年才开始转向 IPv6 整个迁移过

程至少需要大约 5 年时间

图4

早期使用者
应用端口<=耗时 3 年以上=>
ISP 采用<=耗时 3 年以上=>
消费者采用<=耗时 5 年以上=>
企业采用<=耗时五年以上=>
E-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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