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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网络安全特性

本数据表概括介绍了 Cisco® ASR 1000 系列汇聚多业务路由器可提供的网络安全特性。

产品概述

与五年前相比，当前业务应用的采用速度显著提升。随着业务需求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网络已从一种基本连接公用设施

演变成一个服务交付平台。

在快速演进的环境下，企业总部愈加迫切地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广域网 (WAN) 和城域网 (MAN) 服务，同时确保安全

性、性能和网络正常运行时间不会受到影响。满足上述需求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营复杂性和成本是一项持续挑战，而集成

的架构方案可帮助克服这一挑战。

为了推动上述趋势的发展，思科集成的路由安全性可提供全面的安全服务，智能地嵌入路由和安全特性，帮助快速、可靠地

交付关键任务型业务应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提供经济高效、可扩展、与安全性紧密集成的 WAN 和 MAN 服务聚合，将企业资源安

全地扩展至远程站点、业务合作伙伴、远程工作人员和移动办公者。

图 1.      展示了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产品组合。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是业内首款高度可扩展的 WAN 和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平台，可为 VPN、防火墙、基于网络的

应用识别 (NBAR)、NetFlow、服务质量 (QoS)、IP 多播、访问控制列表 (ACL)、反向路径转发 (RPF) 和基于策略的路由 

(PBR) 等思科 IOS® 软件服务提供嵌入式硬件加速功能，无需配置单独的服务模组。此外，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经

专门设计，配有冗余路由处理器和嵌入式服务处理器，同时还具备基于软件的冗余性，达到了商业级别的弹性。在启用了

相关服务的情况下，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路由性能和 IP 安全 (IPsec) VPN 及防火墙加速功能是先前中端汇聚路

由器的 20 倍。它们能够以经济高效、成熟的方法满足最新的服务聚合要求，并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设计和最佳运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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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ecurity Features for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This data shee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features available on Cisco® ASR 1000 
Series Aggregation Services Routers.  

Product Overview 

Business application adoption is happening much more quickly today than five years ago. As business demands 
have intensified and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the network has evolved from a basic connection utility to a service-
delivery platform.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need to extend WAN and metropolitan-area network (MAN) services 
globally in a rapidly evolving environment, without risking security, performance, and network uptime. Meeting those 
needs while minimizing operational complexity and cost is an ongoing challenge. An integrated architectural 
approach can help address this challenge. 

In order to help enable this trend, Cisco integrated router security deliver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ervices, 
intelligently embedding routing and security functions for fast, scalable delivery of mission-critical business 
applications.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offer cost-effective yet scalable WAN and MAN services aggregation integrated with 
security, facilitating secure extension of business resources to remote sites, business partners, teleworkers, and 
mobile workers. Figure 1 shows the portfolio of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Figure 1.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 Portfolio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 is the industry’s first highly scalable WAN and Internet edge router platform that 
delivers embedded hardware acceleration for Cisco IOS® Software services such as VPN, firewall, Network-Based 
Application Recognition (NBAR), NetFlow, quality of service (QoS), IP Multicast, access control lists (ACLs), Reverse 
Path Forwarding (RPF), and Policy-Based Routing (PBR), without the need for separate service blades. In addition,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 is designed for business-class resiliency, featuring redundant route processors 
and embedded services processors, as well as software-based redundancy. With routing performance and IP 
Security (IPsec) VPN and firewall acceleration up to 20 times that of previous midrange aggregation routers with 
services enabled,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provide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to meet the latest services 
aggregation requirement, accomplished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existing network designs and operational bes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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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采用业界首款可扩展且可编程的应用感知网络处理器，即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将 

WAN 和 MAN 服务聚合与网络安全特性相结合，可为客户带来以下优势：

•   高度可扩展的站点到站点和远程访问 VPN 聚合，以及高级 QoS 和 IP 多播集成

•   先进的周边安全性、应用可视性和高速记录功能

•   检测并应对企业服务器和其它资源可能受到的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

•   边缘路由器内建的控制平面分离和保护功能可提供较高的弹性级别，确保目标路由器的可用性

•   可与未来版本相兼容的架构：能够在保留平台机箱和其它组件的同时，提升吞吐率或增加服务

•   将多种服务聚合至单个平台中，进而简化运营流程，降低培训成本 

应用场景

可扩展、安全的多服务聚合

在总部聚合站点中，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位于思科 7200 和 7301 路由器与思科 7600 系列路由器和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之间。思科 7200 和 7301 路由器同样基于嵌入式服务聚合，有助针对中小型网络执行经

济高效的 WAN 聚合，不过在有服务运行的情况下，性能与可扩展性仅限于 OC-3 速度级别。思科 7600 系列路由器和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的性能最高可扩展至 400 mpps（每秒百万包数），在架构上，它们依赖插件服务模组来

实现加速，这虽然会触发额外成本，不过却能够为大型企业带来高度可扩展的 WAN 和 MAN 聚合。

过去，高性能安全服务总是要求部署额外硬件——添加设备或在路由器或交换机内添加服务模组。借助创新的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Cisco ASR 系列路由器在启用高性能服务的条件下，无需添加额外硬件或服务模组便可维持高达 

20 mpps 的性能提升。该性能级别高达思科 7200 和 7301 的 20 倍，同时还可借助网络服务集成降低复杂性与成本。

多服务聚合部署的主要优势包括：

•   嵌入式服务架构无需针对加密、防火墙和服务质量 (QoS) 等网络和安全功能配置额外的服务模组，并为执行经济

高效、高度灵活和可扩展的多服务聚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帮助 IT 人员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 WAN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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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与未来版本相兼容的架构能够轻松地扩展带宽以实施加密等其它服务，只需更换 Cisco ASR 1000 系列嵌入式

服务处理器 (ESP) 即可，机箱和其它组件全部保持原样。

•   多服务聚合部署致力于以可扩展、优化的方式将 QoS 和 IP 多播与 VPN 集成在一起，进而实施大规模的语音和视

频集成。

•   该解决方案能够提供高可扩展性和性能：最多支持 4000 条站点间隧道和 7 千兆位/秒 (Gbps) 的加密速度（20 

Gbps 嵌入式服务处理器 [ESP20]）。

•   该解决方案能够通过硬件冗余（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处理器 1 [RP1]、路由处理器 2 [RP2] 和 ESP）和思科 

IOS 软件冗余的形式提供出色的可用性。

下一代分支机构和托管客户端设备

在远程分支机构中，作为思科取得巨大成功的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产品组合的最新成员，思科第二代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 

G2) 家族采用思科 1900、2900 和 3900 系列平台，能够提供行业领先的服务集成水平。Cisco ASR 1002-F 和 1002 路

由器可为大型分支机构和地区办事处扩展网络与安全服务集成程度，将性能与可靠性提升至更高的级别。

分支机构和托管客户端设备 (CPE) 部署的主要优势包括：

•   该解决方案支持从 DS-0 到 OC-192 的所有接口。

•   该解决方案可帮助分支机构采用不同类型的以太网服务等级协议 (SLA) 正确地进行路由。

•   该解决方案对 WAN 进行了优化，能够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绕过电压闪烁点，进一步确保关键业务应用的正常

运行。

•   支持小外形——2 个机架单元 (2RU)；思科 IOS 软件冗余性和模块性可提供增强的稳定性，确保即使当思科 IOS 

软件发生故障时也能够有效地管理设备。

•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性价比：吞吐率高达 5 或 10 Gbps 的防火墙、网络地址转换 (NAT) 功能和 4 Gbps 

IPsec，以及 WAN 优化和高性能语音与视频集成。

产品架构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的硬件架构相对于传统中端路由器架构而言是一项巨大的转变，在传统架构中，管理平面、

控制平面和转发平面全部整合至一颗 CPU 之上——虽然成本非常经济，但在处理多项服务时，可扩展性有限。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在硬件层面将功能分解至独立的处理器上：

•   路由处理器负责处理控制平面流量；实施 IP 路由协议并管理系统。

•   嵌入式服务处理器 (ESP) 负责处理转发平面流量；提供数据包处理功能如防火墙检测、访问控制列表 (ACL)、加密

和服务质量 (QoS) 等。

•   共享端口适配器 (SPA) 载波卡中可安装 SPA，提供接口 (I/O) 连接性。

•   图 2 描绘了配有冗余路由处理器和 ESP 的 Cisco ASR 1006 路由器架构。Cisco ASR 1004、1002 和 1002-F 

路由器全部采用一颗路由处理器和 ESP，选择在软件层面提供冗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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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硬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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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 Hardware Architecture 

Distributed Control Plan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feature a distributed control plane; that is, every processor—whether route 
processor, ESP, or I/O—has its own CPU to run the various components and perform any required housekeeping, 
thereby freeing the route processor from having to manage the forwarding or I/O operations. 

● The route-processor CPU itself runs the control plane; for example, the 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 (IGP) traffic 
destined for the router, traffic coming through the management port, and so on. 

● Within the ESP, a control processor called the Forwarding Engine Control Processor (FECP) bootstraps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and cryptography chips (they include software developed by Cavium Networks), 
including restarting them if a failure occurs. 

● Each of the SPA carrier cards has its own I/O control processor (IOCP), which performs the SPA online 
insertion and removal (OIR) and runs the SPA drivers. 

Centralized Forwarding Architectur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use a centralized forwarding architecture; all traffic flows through the centralized 
ESP, and the packet processing (firewall, ACLs, encryption, QoS, and so on) is performed there. This setup allows 
the administrator to configure the functions as if the router is a Cisco 7200 Series Router; for example, cryptography 
maps, protection, and so on can be configured just the same, without requiring hardware-specific commands. 

Within the forwarding processor, however, multiple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parallel, allowing tremendous scale 
and performance. 

FECP

... ... ...

加密
辅助

OFP 
子系统

互联

SPA 
聚合

IOCP

SPA

RP

互联

FECP

嵌入式服务处理器
（活动）

路由处理器
（活动）

路由处理器
（备用）

嵌入式服务处
理器（备用）

RP

互联

互联

SPA

加密
辅助

OFP 
子系统

互联

SPA 
聚合

IOCP

SPA

互联

SPA

SPA 
聚合

IOCP

SPA

互联

SPA

分布式控制平面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采用分布式控制平面，即路由处理器、ESP 或 I/O 处理器等每颗处理器均具备其自己的 

CPU，用以运行不同组件和执行任何必要的整理任务，进而释放路由处理器用于管理转发或 I/O 操作的资源。

 •   路由处理器 CPU 自己运行控制平面；例如，传输至路由器的内部网关协议 (IGP) 流量，和经过管理端口的流量等

 •   ESP 中配有一颗转发引擎控制处理器 (FECP)，可用于引导 QuantumFlow 处理器和加密芯片（内含由 Cavium 

Networks 开发的软件），包括在发生故障时进行重启。

 •   每个 SPA 载波卡均有其自己的 I/O 控制处理器 (IOCP)，用于执行 SPA 在线插拔 (OIR) 操作和运行 SPA 

驱动程序。

集中转发架构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采用集中转发架构，所有流量全部会经过集中化的 ESP，数据包处理流程（防火墙、ACL、加

密、QoS 等）也在此处执行。借助这种部署，管理员能够如同使用思科 7200 系列路由器一样配置加密映射和保护等相关

功能，而无需执行与特定硬件相关的命令。

此外，在转发处理器中，可并行实施多项功能，进而实现无与伦比的规模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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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

处于网络转发处理器核心位置的是下一代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这款全新的下一代网络处理器技术可为分类、服务

集成和流量管理提供真正大规模并行和灵活的流量处理功能。图  3  是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的结构图。

图 3.      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主结构图

QuantumFlow 处理器并非一款芯片或硬件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一个将应用于未来思科产品中的下一代硬件和软件架

构。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当前实施中，该处理器包括两个主要的芯片组成部分：

•   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引擎：该引擎由 40 个以 900 MHz 至 1.2 GHz 的频率运行的、功能强大的数据包

处理引擎（内核）组成。如此多的并行处理流程可确保整个有效载荷和帧报头均得到适当处理。基本来说，该芯

片旨在加快思科 IOS 软件特性如防火墙、NBAR 和 NetFlow 等的运行速度，降低在路由器中部署外部服务模组

的需求。

•   思科 QuantumFlow 流量管理器：流量管理器是一个硬件队列引擎，包含数百种定制网络处理器资源，每个资源

都能够灵活地处理来自众多应用的流量，将它们引导至位于网络任意地点的 100,000 多个队列中。该芯片有助

实现更快速且高度可扩展的 QoS，最大限度地减少部署整形、管制和类似功能时产生的缺陷。

此外，ESP 上的片上和片外资源可帮助 QuantumFlow 处理器加快特定特性的运行速度：

•   加密引擎采用多枚数据包处理内核来加快加密功能，实现了高达 7 Gbps 的 IPsec 吞吐率。该引擎可通过数据

包处理单元 (PPE) 进行访问，首先将数据包发送至流量管理器，在这里，数据包将经过缓冲和排序，最后调度至

加密引擎中。加密操作完成后，数据包将返回至 PPE，以执行其它数据包处理操作。

•   可扩展的 IP 多播加密：采用三种机制，即加密引擎中的多枚内核、加密引擎和 QuantumFlow 处理器之间的全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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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QuantumFlow Processor 
At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forwarding processor is the next-generation Cisco QuantumFlow Processor, next-
generation network-processor technology that delivers true massively parallel and flexible flow processing fo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integration, and traffic management. Figure 3 shows a block diagram of the Cisco 
QuantumFlow Processor. 

Figure 3.   Cisco QuantumFlow Processor Major Block Diagram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is not just a chip or hardware solution; it offers a next-generati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that will be used in future Cisco products.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n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this processor contains two main pieces of silicon: 

● Cisco QuantumFlow Processor Engine: The engine is a set of 40 powerful packet-processing engines (cores) 
running at 900 MHz to 1.2 GHz. This massive amount of parallel processing allows the entire payload and 
frame headers to be processed. Essentially this chip is dedicated to accelerating Cisco IOS Software features 
such as firewall, NBAR, and NetFlow and reduces the need for external service blades inside the router. 

● Cisco QuantumFlow Traffic Manager: The traffic manager is a hardware-queuing engine with hundreds of 
customized network-processor resources, each capable of flexible flow processing for many applications into 
more than 100,000 queues anywhere in the network. This chip enables accelerated and highly scalable QoS 
with minimum penalty for deploying shaping, policing, and similar functions. 

In addition, on- and off-chip resources on the ESP assist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in accelerating specific 
features: 

● The cryptographic engine features multiple packet-processing cores to accelerate cryptographic functions, 
delivering up to 7-Gbps IPsec throughput. The engine is accessed from the Packet Processing Elements 
(PPE) by sending the packet to the traffic manager, where it is buffered, queued, and scheduled to the 
cryptographic engine. When the cryptographic operation is completed, the packet returns to a PPE for 
additional packet processing. 

● Scalable IP Multicast encryption: Three mechanisms—the multiple cores in the cryptographic engine, full-
circle back-pressure mechanisms between the cryptographic engine and QuantumFlow Processor, and a 
large cryptographic-engine buffer—are all designed to enable highly scalable IP Multicast encry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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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背压机制，和一个大型加密引擎缓冲区，旨在实施高度可扩展的 IP 多播加密，避免在将大量复制数据包传输至

加密引擎时出现数据包丢失的现象。

• 多千兆位性能防火墙：功能强大的多核 QuantumFlow 处理器可推动思科 IOS 防火墙和 NAT 的交付，通过 20 

Gbps 的嵌入式服务处理器 (ESP20) 实现高达 20 Gbps 的吞吐率。即使启用了路由、QoS 和 NetFlow 等主要

特性，仍能维持这种性能水平。

• 其它资源可帮助 QuantumFlow 处理器进行硬件特性加速，如网络地址和前缀查询、哈希查询、加权随机先期

检测 (WRED)、流量策略、范围查询，以及用于在数据包处理流程中执行高级分类和 ACL 加速的三态内容寻址

存储器 (TCAM)。

软件架构：软件冗余性

6 机架单元 (6RU) Cisco ASR 1006 路由器配有冗余的路由处理器和 ESP。每颗路由处理器均能够运行其自己的思科 

IOS 软件副本，您可以在这些处理器之间配置无业务中断软件升级 (ISSU)，确保系统能够在发生故障时即刻恢复。2RU 

Cisco ASR 1002-F 和 1002 及 4RU Cisco ASR 1004 路由器全部采用一颗路由处理器和一颗 ESP，部署硬件冗余

是不可能的。作为替代方案，思科选择在软件层面提供高可用性：

• 您可以在同一路由处理器上运行两个思科 IOS 软件副本，并确保能够在两个副本之间执行无中断转发和状态切

换 (NSF SSO)。例如，当活动的思科 IOS 软件构建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OSPF) 邻接关系，填充 OSPF 数据库

时，备用的思科 IOS 软件可通过进程间通信消息始终掌握最新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活动的思科 IOS 软件发

生故障，需要由备用思科 IOS 软件接手处理相关任务，另一个数据库副本将始终可用：OSPF 数据库受到良好保

护，且邻接关系不会丢失。

• ISSU 功能适用于思科 IOS 软件和 SPA 驱动程序，能够在不中断业务运行的条件下进行系统更新。

• 在硬件中执行的控制平面保护 (CoPP) 机制可在遭受严重的 DDoS 攻击时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弹性，确保系

统能够持续正常运行，并允许管理员进行访问。

思科自防御网络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是思科自防御网络 (SDN) 不可分割的一个组件。思科自防御网络是一个出色的架构框架，

可帮助企业识别、预防和适应网络安全威胁。思科自防御网络基于 Cisco Integrated Security、Cisco Collaborative 

Security Systems 和  Cisco Adaptive Threat Defense 机制构建，并采用思科网络基础保护 (Cisco Network 

Foundation Protection) 作为基础支持结构。

Cisco Integrated Security 在网络安全性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将包括路由器、交换机、设备和端点在内的每个网元

都打造成为一个防御点。Cisco Integrated Security 解决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安全连接、集成的威胁控制和信任

与身份，使路由器成为保护网络安全的主要设备。

• 安全连接：该特性整合了多种流量类型，能够提供安全、可扩展的网络连接。相关示例包括 IPsec VPN、动态多点 

VPN (DMVPN)、组加密传输 VPN 和增强型 Easy VPN。

• 集成的威胁控制：该特性可借助网络服务预防并应对网络攻击与威胁。相关示例包括思科 IOS 防火墙、NetFlow 

和灵活数据包匹配 (FPM)。

• 信任与身份：该特性支持网络利用身份验证、鉴权和结算 (AAA) 以及公共密钥基础设施 (PKI) 等技术，通过智能

的方式保护端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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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要求的特性许可

IPsec、Easy VPN、DMVPN、语音和视频 VPN（Voice and Video Enabled VPN，V3PN）、虚拟隧道接口 (VTI)、安全配置和数字

证书、IPsec 高可用性和思科 IOS 软件认证服务器

FLASR1-IPSEC-RTU

思科 IOS 防火墙与防火墙高可用性 FLASR1-FW-RTU

NBAR 和 FPM FLASR1-FPI-RTU

特性 说明与优势

  安全连接

IPsec 支持的 IPsec 标准包括：面向加密的数据加密标准 (DES)、Triple DES (3DES) 和高级加密标准（AES 128、192 和 256）；
面向鉴权的 Rivest, Shamir, Adleman  (RSA) 算法签名和 Di�e-Hellman；面向数据完整性的安全哈希算法 1 (SHA-1) 或
信息摘要算法 5 (MD5)。借助 ESP 内建的加密引擎，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提供高达 7 Gbps 的 IPsec 吞吐率。

硬件 QoS QuantumFlow 处理器内的专用 QoS 芯片能够针对数千个 VPN 支点轻松实施流量整形与管制功能，并在加密前后应

用低延迟队列 (LLQ)，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持出色的语音和实时数据质量。

硬件 IP 多播处理 具备 2 GB 大型缓冲区的、功能强大的多核加密引擎与加密引擎和流程引擎间成熟的全循环背压机制相结合，成功解决

了与大规模 IP 多播相关的由来已久的突发问题。

思科 Easy VPN 和增强型 
Easy VPN

这些特性可为 IPsec 标准提供先进的增值优势，主动将新安全策略从中央头端路由器推送至远程站点，进而显著简化

点对点 VPN 的管理。增强型 Easy VPN 与动态 VTI 相集成，可实现最大程度的易用性，同时增强按用户路由和特定隧

道路由功能。

Cisco Collaborative Security Systems 将安全性打造成一个包含端点、网络和策略的网络级系统。例如，NetFlow 采集器

可帮助快速识别 DDoS 攻击，基于来源的远程触发黑洞 (RTBH) 过滤功能可针对所有必要的攻击点设置实时防御——多

种服务与设备相互协作，充分利用主动管理功能来抵御攻击。

Cisco Adaptive Threat Defense 能够动态地识别多个层级上的安全威胁，帮助加强对网络流量、端点、用户和应用的控

制，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风险。它还将服务整合至数量更少的设备之上，在简化架构设计的同时降低了运营成本。

这种创新方案将安全的多层智能、应用保护、网络级控制和威胁遏制全部集成至一款高性能解决方案中。

Cisco Network Foundation Protection 是思科自防御网络 (SDN) 一个不可分割的、得到广泛应用的组成部分，可保护

网络基础设施不会因攻击和安全漏洞而受到损害，特别是在网络层面上。相关示例包括基于硬件的 CoPP 和加速的 

NBAR、RTBH 过滤和单播反向路径转发 (URPF)。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安全特性与优势

为了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部署网络安全特性，思科推出了下列思科 IOS 软件特性集：

• 高级 IP 服务

• 高级企业服务

如欲了解有关如何选择适当特性集的更多信息，请访问Cisco ASR 1000 路由器和思科 IOS XE 特性集产品白皮书。

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使用大部分安全特性时，均要求具备特性许可。表 1 列出了部分安全特性及相对应

的授权特性许可。

表 1.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安全特性许可

表  2  列出了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集成安全特性与优势。本文针对此处列出的大部分特性提供了更多相关

信息，并建立了超链接。

表 2.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主要集成安全特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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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多点 VPN (DMVPN) 思科这项有关站点到站点 VPN 的创新成果能够帮助客户以可扩展、灵活的方式在多个位置之间构建虚拟全网状 
IPsecIPSec 连接。DMVPN 采用先进的网状结构网络 (spoke-to-spoke) 功能，增强了延迟敏感型语音应用的性

能。对于传统的星形结构 (hub-and-spoke)，DMVPN 显著降低了部署复杂性。

组加密传输 VPN 在专用 WAN 环境中，组加密传输 VPN 让您无需在网络智能性和数据保密性之间进行折衷。鉴于组加密传输 VPN 
简化了 VPN 的配置和管理流程，服务提供商终于能够提供经过良好管理的加密，而无需应对棘手的配置和管理难

题。组加密传输 VPN 定义了一个无需使用隧道的全新 VPN 类型。

虚拟隧道接口 (VTI) 您可以直接使用 IPsec 配置这些虚拟接口。与替代方案如将 IPsec 密封至通用路由封装 (GRE) 中相比，VTI 显著

简化了 VPN 配置和设计流程。它支持按用户属性和特定隧道特性，使得管理员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精细要求。思

科解决方案能够同时支持静态和动态 VTI。

VRF 感知型 IPSec 该服务可使用 IPSec 安全地将远程站点和客户机与现有 VPN 服务如 MPLS VPN 相连接。这款解决方案支持多个

客户在同一提供商边缘上设置终端，并能够透明地将它映射至 MPLS VPN。

安全配置和数字证书 这项强大的机制可在网络基础设施中添加新远程节点，同时确保最高的安全性。

高可用性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支持多种 VPN 冗余方案，其中包括机箱内 ESP 到 ESP IPsec 状态故障切换。

集成的威胁控制

基于域的思科 IOS 防火墙 思科 IOS 防火墙是一款理想的单设备安全和路由解决方案，能够出色地保护连接至网络的 WAN 接入点。基于域

的防火墙可对物理和虚拟接口进行分组并将其划分至相应的域，进而简化逻辑网络拓扑。创建此类域有助以域为

单位应用防火墙策略，而无需分别在每个接口上配置策略。借助功能强大的 QuantumFlow 处理器，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的思科 IOS 防火墙能够实现 2.5 Gbps 至 20 Gbps 的吞吐率。

NetFlow   NetFlow 能够进行基于异常的 DDoS 攻击检测，提供有用的数据，帮助跟踪攻击来源并实时采取相应抵御措施。

NBAR 这项深度检测机制可用于控制大量不同的应用，正确识别应用并进行分类。应用被划分至适当类别后，网络便能够

为该应用提供特定服务。

FPM FPM 在数据包标题或有效载荷深处采用灵活和精细的 2-7 层模式匹配功能，能够针对网络威胁和知名蠕虫与病

毒迅速构建第一道防线。

高可用性 防火墙状态故障切换功能支持机箱内 RP 到 RP 和 ESP 到 ESP 故障切换，而且不会干扰当前正在运行的会话。

信任与身份

AAA AAA 支持管理员在每条线路（每名用户）或每项服务（例如 IP、网间数据包交换 [IPX] 或虚拟专用拨号网络 
[VPDN]）的基础上动态配置身份认证和鉴权类型。

思科网络基础保护 (Cisco Network Foundation Protection)

ACL 访问控制列表 (ACL) 可保护边缘路由器不受恶意流量的损害；它们明确地允许可发送至边缘路由器目标地址的合

法流量通过。

CoPP 控制平面保护 (CoPP) 能够严格管制进入控制平面的流量流速，可大大降低 DDoS 攻击的成功几率，帮助维护网络

可用性，即使在发生攻击时也不例外。CoPP 在 QuantumFlow 处理器硬件中实施。

思科 IOS 软件模块性与内核保护 思科 IOS 软件包含在其自己的内存空间内。即使网络处于重压之下，如受到 DDoS 攻击，系统仍能持续运行并响应

管理命令。

QoS 工具 QoS 工具能够定义 QoS 策略，限制带宽或移除攻击性流量（识别、分类和流速限制），进而出色地防御 DDoS 攻击。

接收 ACL 接收 ACL 能够控制可转发至路由处理器的流量类型，明确地允许或拒绝流量。

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 该特性能够提供基于视图的、到命令行接口 (CLI) 命令的访问，在网络操作、安全操作和最终用户之间极为安全地

在逻辑上分离路由器。

路由保护 该特性能够使用 MD5 对等体身份验证和再分配保护功能验证路由对等体，增强路由稳定性，并提供过载保护。

Secure Shell (SSH) 协议版本 2 SSHv2 能够提供安全的操作员设备访问——包括身份验证和加密。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版本 3 SNMPv3 能够为客户应用提供安全、基于标准的设备管理和控制。

基于来源的 RTBH 过滤 该特性采用一系列 IP 路由特性来提供线速、实时的 DDoS 攻击防御。

URPF URPF 能够移除缺少可信 IP 源地址的 IP 数据包，帮助消除因在网络中引入畸形或伪造（欺骗性质）的 IP 源地址

而导致的故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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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连接

传统的 IP 网络经常运行有不可计数的合法或可疑应用，与对性能较为敏感的语音、视频和实时数据应用争夺资源。例

如，语音流量对延迟非常敏感，语音数据包通常比较小，如果它们排在较大的非关键型数据包之后，一开始播放您马上便

能够感觉到性能的降低。视频流量会占用较高的带宽并且对抖动非常敏感，在延迟阶段缓冲视频数据在很多情况下是不

可行的，结果为了迅速恢复稳定的视频流，通常会丢失部分数据包。如果这种数据包丢失现象过于频繁，会导致视频流不

连贯，影响观看者的情绪。

企业语音和视频应用要求部署成熟的 QoS 和 IP 多播机制，以便维持出色的语音和视频质量。站点到站点和远程访问 

VPN 正常运行的前提是通过经加密的、普遍存在且成本低廉的公共互联网连接传输流量组合——同时适用于主要和备

用连接。在虚拟专用网络 (VPN) 范围内提升语音和视频流量质量，为 IPsec 与 QoS 或 IP 多播的集成方式带来了更多

的要求。过去，部分此类挑战限制了网络的可扩展性，或者增加了网络设计的复杂性。此外，随着 VPN 部署的日益普及

和实时应用数量的迅速增长——IP 语音 (VoIP) 和 IPTV 是主流，思科网真™ 视频会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视频电话即

将投入使用——聚合站点的性能、扩展和特性集成要求也不断提升。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将高度可扩展的的多千兆位 VPN 与语音、视频和实时数据相集成：

• IPsec AES、DES 和 3DES 加密直接构建于平台内部，无需部署服务模组。   

• 20 Gbps ESP (ESP20) 最多可支持 4000 条隧道，最高可实现 7 Gbps 的 IPsec 性能。

• 架构能够与未来版本相兼容，可在机箱和其它组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 ESP 升级获得更高的加密性能。

• 面向站点到站点和远程访问 VPN 的支持包括 IPsec、组加密传输 VPN、DMVPN、Easy VPN 和 VTI（静态与动态）。

• 硬件 QoS（无服务模组）和成熟、经加密的 IP 多播处理流程支持可高度扩展的设计，实现了语音和视频与 

IPsec 的集成。

• PKI 特性支持为站点到站点和远程访问部署预共享密钥和证书；思科 IOS 软件认证服务器简化了配置安全网络

的流程。

硬件 QOS

思科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将 QoS 处理流程嵌入至 QuantumFlow 处理器中：

• 流量处理器：QuantumFlow 处理器中有一整枚芯片专门用于执行 QoS 操作，针对数千个 VPN 支点轻松实施流

量整形与管制功能，并且丝毫不会影响路由处理器自身的运行。恰好相反，传统的单 CPU 中端路由器在此类情

形下会为路由处理器带来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威胁到网络的可用性。

• 加密前 LLQ 功能是帮助确保 VPN 语音质量的重要要求。QuantumFlow 处理器能够提供硬件 LLQ 及加密后接

口级 QoS——面向此种规模平台的行业领先功能。

硬件 IP 多播处理

过去，加密 IP 多播数据包（如 IPTV 或视频会议流）在规模上具备极大的局限性。例如，企业活动通常在指定时间开始，

大量用户试图在同一时间在线加入活动，结果导致流量激增。大量的数据包被复制并加入加密队列，为加密处理器的队

列缓冲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部分数据包在输入接口处意外丢失。解决该问题的传统方案涉及复杂的设计流程，需

要使用多个对等体和隧道来分离加密的 IP 多播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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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采用成熟的方法来处理加密的 IP 多播流量。以下三项主要配置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数

据包丢失，在对 IP 多播流量进行加密的同时简化网络设计：

• 多核加密引擎：ESP 内部的加密处理器采用多核芯片（10-Gbps ESP 配有一枚 8 核芯片）。处理器并行调度数

据包，将它们分配至不同的内核以进行加密，从而封装更高的性能，使得加密引擎能够随时处理大量数据包。

• 加密引擎与 QuantumFlow 处理器流程引擎之间的全循环背压机制：过去，瞬间的 IP 多播突发流量会导致转发

和数据包处理器将无法管理的数据包突发传输给对方，结果给自身的缓冲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中，多种机制均支持加密引擎和流程引擎（QuantumFlow 处理器内的数据包处理引擎）向对方

应用背压，并通过扣留数据包的方式应对背压。这个流程能够平缓突发流量冲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包丢失。

确保该流程能够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除流程引擎外，QuantumFlow 处理器还集成了一个专用流量处理

器，用于运行缓冲、队列和调度 (BQS) 系统。进入系统执行加密的数据包被传送至 BQS 系统，等待加密引擎做

好进行加密操作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如有必要，加密引擎可对流程引擎施加背压。当加密引擎准备就绪，开始对

数据包进行加密时，它会将数据包重新插入流量中。此时，如果流程引擎没有剩余空间接收这些数据包，它也可以

应用背压，要求加密引擎减缓处理速度。从本质上讲，这在流程加密引擎与 QuantumFlow 处理器之间创造了一

个完整的背压机制循环。

• 大型加密引擎缓冲区：加密引擎内部集成有一个 2 MB 的大型缓冲区。

EASY VPN 和增强型 EASY VPN

针对简单、高规模的远程访问要求，思科推出了 Easy VPN 解决方案，利用“policy-push”（策略推送）技术来简化配

置，同时保留丰富的特性和出色的策略控制。位于企业总部的 Easy VPN Server 能够将安全策略推送至远程 VPN 设

备，帮助确保这些连接在进行互联之前拥有最新的策略（图 4）。

表 4.        Easy VPN 隧道设置

Easy VPN 可带来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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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g in undesired packet drops at the input interfac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have involved 
complex designs with multiple peers and tunnels to separate encrypted IP Multicast traffic.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perform sophisticated handling of encrypted IP Multicast traffic. Three major 
provisions result in minimal packet drops and simplify network designs while encrypting IP Multicast traffic: 

● Multicore cryptographic engine: The encryption processor within the ESP has multicore chips (the 10-Gbps 
ESP has an 8-core chip). Packets get dispatched in parallel to multiple cores for encryption, essentially 
packing more performance horsepower and enabling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to deal with a lot more packets 
at any given time. 

● Full-circle back-pressure mechanisms between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and QuantumFlow Processor 
process engine: Traditionally, the result of quasi-instantaneous IP Multicast burst traffic has been that the 
forwarding and packet processor typically direct unmanageable packet bursts at each other, further taxing 
their buffers. Within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multiple mechanisms allow both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and the process engine (the packet processing engine within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to apply 
back pressure on each other and also to respond to back pressure by holding onto packets. This process 
smoothes out the burst, minimizing packet drops. The crucial element in this process is that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includes a dedicated traffic processor that houses the buffering, queuing, and 
scheduling (BQS)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process engine. Packets entering the system for encryption are 
brought into the BQS system, where they wait until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is ready to encrypt; that is,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can back pressure the process engine. When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is ready and 
encrypts the packet, it looks to reinsert the packet into the flow. The process engine in turn can now apply 
back pressure, asking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to slow down because it has no space to receive those 
packets. Essentially this process creates a full circle of back-pressure mechanisms between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and the QuantumFlow Processor. 

● Large cryptography-engine buffer: The cryptography engine has a 2-MB buffer built in. 

Easy VPN and Enhanced Easy VPN 
For simple, high-scale, remote-access requirements, Cisco offers the Easy VPN solution, which uses a “policy-push” 
technology to simplify configuration while retaining rich features and policy control. Easy VPN Server, defined at the 
headquarters, pushes security policies to the remote VPN devices, helping ensure that those connections have up-
to-date policies in place before the connection is established (Figure 4). 

Figure 4.   Easy VPN Tunnel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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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VPN 使用同一中央站点路由器支持硬件（访问路由器）CPE 和软件远程访问客户端。您可以在 PC、Mac 

和 UNIX 系统上安装思科 VPN 客户端软件，添加到基于路由器的 VPN 的远程访问连接，整个过程无需支付

任何额外成本。通过采用一款技术 (Easy VPN) 同时为硬件 CPE 和软件客户端提供支持，实现了配置、监视和 

AAA 服务的简化与统一，进而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TCO)。

• Easy VPN 支持针对 CPE 路由器和个人用户进行本地（基于路由器）以及集中化的 RADIUS 和 AAA 身份认证。

• Easy VPN 支持数字证书，有助在预共享密钥的基础上提升安全性。

• 该解决方案可在多个中央站点 Easy VPN 集中器之间实现负载平衡。将备份集中器信息传输至 CPE 的策略推送

可帮助您轻松扩展解决方案，而无需重新配置 CPE。

• 这些技术能够实现 Easy VPN Server 的虚拟化，帮助服务提供商使用单一平台为多名客户提供 VPN 服务。

• Easy VPN 能够提供全功能集成，包括动态 QoS 策略分配、防火墙和 IPS、隧道分割，以及面向性能监控的思科 

IP SLA 和 NetFlow。 

• 所有思科 VPN 产品线全部支持 Easy VPN：思科 IOS 软件和思科 ASA 设备。

• 集成增强型 Easy VPN 特性与 VTI 时，您可以直接使用 Easy VPN 配置虚拟接口，进而简化部署和高级网络集

成。相关优势包括显著简化头端和远程分支机构的配置要求：您可以使用 VTI 配置 IP 服务（也可通过 AAA 服

务器进行下载），而且在进行连接时，还可动态地从这些模版中克隆 VTI 实例。您根本不需要手动为每个远程站

点创建无数相似的配置命令集。

• 按用户属性如 QoS：VTI 有助在每名用户的基础上顺利地配置策略；它可帮助管理员主动交付预期的应用性能，

确保用户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和强大的动力。

• 特定隧道特性：VTI 允许每个分支机构 VPN 隧道在配置过程中采用其自己的参数集，这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可

根据站点的具体需求采用定制配置和安全设置。

动态多点 VPN

思科路由器能够提供动态多点 VPN (DMVPN) 功能。思科 DMVPN 可帮助实施按需部署、可扩展的全网状结构 VPN，

进而减少延迟，节省带宽并简化 VPN 部署（图 5）。DMVPN 特性构建于思科 IPsec 和路由专业知识之上，可帮助实现 

GRE 隧道、IPsec 加密、下一跳解析协议 (NHRP)、OSPF 和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EIGRP) 的动态配置。

图 5.      DMVPN

DMVPN 的强大功能可在企业总部得到充分利用——VPN 隧道的动态配置与 QoS 和 IP 多播等技术相结合，优化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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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VPN supports both hardware (access routers) CPE and software remote-access clients using the same 
central-site router. You can install the Cisco VPN Client software on PCs, Macs, and UNIX systems to add 
remote-access connectivity to the router-based VPN at no additional cost. Because a single technology (Easy 
VPN) is used for both the hardware CPE and software clients,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 is reduced 
through simpl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provisioning, monitoring, and AAA services. 

● It allows local (router-based) as well as centralized RADIUS and AAA authentication of both CPE routers and 
individual users. 

● Easy VPN supports digital certificates, improving security over preshared keys. 

● It enables load balancing of multiple central-site Easy VPN concentrators. Policy push of backup concentrator 
information to the CPE allows you to scale the solution without CPE reconfiguration. 

● The technology provides virtualization of Easy VPN Server, allowing service providers to offer VPN services 
to multiple customers using a single platform. 

● It offers full-feature integration, including dynamic QoS policy assignment, firewall and IPS, split tunneling, 
and Cisco IP SLA and NetFlow for performance monitoring. 

● Easy VPN is supported on all Cisco VPN product lines: Cisco IOS Software and Cisco ASA appliances. 

● When you integrate Enhanced Easy VPN features with VTIs, you can configure virtual interfaces directly with 
Easy VPN, resulting in ease of deployment and advanced network integration. Benefits include: Greatly 
simplified configuration requirements at the headend as well as the remote branch offices: You can configure 
IP services using VTIs (or downloaded from AAA servers), and at connection time, VTI instances are cloned 
dynamically from these templates. There is no need to manually create myriads of similar looking sets of 
configuration commands for each remote site. 

● Per-user attributes such as QoS: VTI allows painless configuration of policies on a per-user basis; it enables 
administrators to be proactive in delivering the desired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and keeping users productive 
and motivated. 

● Tunnel-specific features: VTI allows for configuration of each branch-office VPN tunnel with its own set of 
parameters, providing flexibility to customize configuration and security based on site-specific needs. 

Dynamic Multipoint VPN 
Cisco routers offer DMVPN functions. Cisco DMVPN helps enable on-demand and scalable full-mesh VPN to reduce 
latency, conserve bandwidth, and simplify VPN deployments (Figure 5). The DMVPN feature builds upon Cisco 
IPsec and routing expertise by helping enable dynamic configuration of GRE tunnels, IPsec encryption, Next Hop 
Resolution Protocol (NHRP), OSPF, and Enhanced Interior Gateway Routing Protocol (EIGRP). 

Figure 5.   DM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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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敏感型应用的性能，减轻了管理负担。例如，DMVPN 有助您通过 IP 传输网络获得与交替 WAN 链路相同级别的语

音和视频应用性能，而且更加安全、高效。

DMVPN 得到了广泛应用，可帮助整合企业分支机构、远程办公人员和外联网连接。其主要优势包括：

• 借助简单的中枢和支点配置提供全网状连接

• 具备自动 IPsec 触发特性，可用于构建 IPsec 隧道

• 添加新支点时支持零接触配置

• 支持动态寻址的支点

组加密传输 VPN

通过引入组加密传输 VPN，思科提供了一种创新、可扩展、无需隧道的 VPN 类别。该 VPN 可参照路由协议决定，将加

密的 IP 单播和多播数据包直接路由至远程站点，并绕过出现故障的路径，最终提供增强的可用性。思科解决方案支持

企业依赖于现有的第 3 层路由信息，帮助他们识别效率低下的多播复制因素，提高网络性能。分布式分支网络能够进行

更大规模的扩展，同时保留对语音和视频质量而言至关重要的网络智能特性，如 QoS、路由和多播。

组加密传输 VPN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于“可信”组成员概念的标准化 IPsec 安全模型。可信组成员路由器采用独

立于任何点对点 IPsec 隧道关系的通用安全方法。密钥服务器可为所有经注册和鉴权的组成员路由器分配密钥与

策略（图 6）。

图 6.       组安全功能

组加密传输 VPN 可为许多不同应用带来出色优势：

• 提供数据安全性和传输认证，对所有 WAN 流量进行加密，帮助满足安全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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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burden. For example, DMVPN allows you to obtain the 
same performance for voice and video applications over an IP transport network as you would over an alternate 
WAN link—securely and effectively. 

DMVPN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combine enterprise branch office, teleworker, and extranet connectivity. Major 
benefits include: 

● Provides full meshed connectivity with simple configuration of hub and spoke 

● Features automatic IPsec triggering for building an IPsec tunnel 

● Facilitates zero-touch configuration for addition of new spokes 

● Supports dynamically addressed spokes 

Group Encrypted Transport VP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roup Encrypted Transport VPN, Cisco now delivers an innovative, scalable category of 
VPN that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tunnels. It enables encrypted IP Unicast and Multicast packets to be routed directly 
to remote sites based on routing protocol decisions and to be rerouted around failed paths, providing enhanced 
availability. It enables organizations to rely on the existing Layer 3 routing information, thus providing the ability to 
address multicast replication inefficiencies and improving network performance. Distributed branch networks are 
able to scale higher while maintaining network-intelligence features critical to voice and video quality, such as QoS, 
routing, and multicast.  

Group Encrypted Transport VPN offers a new standards-based IPsec security model that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rusted" group members. Trusted group member routers use a common security methodology that is independent of 
any point-to-point IPsec tunnel relationship. A key server distributes keys and policies to all registered and 
authenticated group member routers (Figure 6). 

Figure 6.   Group Security Functions 

Group Encrypted Transport VPN provides benefits to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 Provides data security and transport authentication, helping to meet security compliance and internal 
regulation by encrypting all WAN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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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部署大规模网络网格结构，采用组加密密钥，消除复杂的对等密钥管理流程。

• 对于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网络，保留全网状连接、正常路由路径和 QoS 等网络智能特性。

• 借助集中密钥服务器轻松地进行成员控制。

• 在站点之间实施全时的直接通信，无需通过中枢进行传输，帮助降低延迟和减少抖动。

• 使用核心网络复制多播流量，避免在每个独立的对等体站点上复制数据包，进而减少 CPE 和提供商边缘加密设

备上的流量负载。

当前，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支持组成员和组成员中的 VRF-lite 功能。

虚拟隧道接口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 VPN 视作部署安全 WAN 连接的主流解决方案。VPN 能够替代或增强当前使用租用线路、帧中

继或 ATM 的专用网络，更加经济高效和灵活地将远程和分支机构连接至中心站点。这种全新状态要求 VPN 设备能够

提供更高的性能，同时支持 LAN 和 WAN 两种接口，并具备高网络可用性。

您可以使用新思科 IPsec VTI 工具在站点到站点设备之间配置基于 IPsec 的 VPN。该工具提供了一个可路由的接口作

为 IPsec 隧道的终端，简化了配置流程。思科 IPsec VTI 隧道跨共享 WAN 提供了一条专用路径，并采用新数据包报头

来封装流量，帮助确保将特定内容传输至正确的目的地。网络为专用网络，因为流量只能在一个端点进入一条隧道。此

外，IPsec 可提供真正的保密性（与加密相同），能够承载加密的流量。

借助 Cisco IPsec VTI，贵企业将能够充分利用经济高效的 VPN，在不影响质量和可靠性的情况下为您的数据网络添加

语音和视频。该技术可为站点到站点 VPN 提供高度安全的连接，通过 IP 网络传输融合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流量。

VRF 感知型 IPSEC

VRF 感知型 IPSec 可帮助服务提供商将他们的 MPLS VPN 网络服务扩展至远程分支机构和其他企业的远程访问用户。

这些远程位置全部通过 IPSec VPN 安全地连接至 MPLS VPN 网络的提供商边缘。提供商边缘可对流量进行解密，然

后使用 MPLS VPN 网络将其转发至相对应的企业 VPN 站点。思科 IOS XE 软件版本 2.6 面市后，Cisco ASR 1000 系

列路由器现在能够提供两种 VRF感知型 IPsec 解决方案：采用静态加密映射的 IPsec 隧道和 GRE+IPSec 隧道。

面向企业总部的高可用性和负载平衡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支持多种面向 IPsec VPN 的冗余特性：

• 内部 IPsec 状态故障切换：借助 IPsec 状态故障切换功能，您可以部署一个备用 IPsec 流程，以便在发生计划

或意外中断时继续处理和转发 IPsec 数据包。该特性现可随 6RU Cisco ASR 1006 路由器提供：IPsec 状态

故障切换功能适用于同一机箱内的两个 ESP。正常情况下，一个 ESP 负责执行处理任务，另一个则处于热备用状

态，如果活动路由器出于任何原因失去了连接，并由备用 ESP 接手处理任务，IPsec 会话信息将完整无缺地保留

下来，且不会丢失与对等体之间的安全连接。整个过程对最终用户而言是透明的，不需要调整或重新配置任何远

程对等体。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中，IPsec 状态故障切换功能经过专门设计，能够与两个 ESP 之间

的 SSO 功能相结合。它能够保护 IPsec、GRE 封装型 IPsec 和思科 IOS 软件 Easy VPN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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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威胁控制

QuantumFlow 处理器架构为中端路由器安全性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让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提供经过

硬件加速的多千兆位集成威胁控制服务，以及一流的 IP 路由与安全连接，并且无需部署任何插件服务模组。

最初推出的集成威胁控制服务包括防火墙、NBAR、NetFlow 和基于来源的 RTBH——网络和安全专家用来减少网络边

缘处风险的所有成熟方法。

所有这些功能全部在 QuantumFlow 处理器上执行，即所有会话数据包（包括第 4 层、深度数据包检测、NBAR 和 

FPM）全部在 QuantumFlow 处理器上执行。甚至初始防火墙会话设置数据包也在硬件中经过处理，通常称为“快速路

径”，当然对防火墙而言并不存在“慢速路径”。此外，QuantumFlow 处理器能够快速地直接从转发平面上导出防火墙和 

NAT 系统记录，最大限度减少路由处理器上的任何降级现象和负载。

基于域的思科 IOS 防火墙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基于域的思科 IOS 防火墙可执行多千兆位状态防火墙检测，推动部署理想的单机箱安

全性和路由解决方案，保护与网络相连的 WAN 接入点。

防火墙服务集成于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的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之内——不需要额外的防火墙刀片或模

块。与此同时，系统还能够以千兆位的速度执行其它功能，如 QoS、IPv4、IPv6、NetFlow 等。

支持的主要思科 IOS 防火墙特性包括：

• 基于域的策略：通过实施基于域的策略，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可作为任意两个不属于同一域的接口之间

的障碍。除非每个域配对之间在各个方向上均规定有明确的域配对策略，否则系统不会转发数据包。配对策略使

用思科策略语言（即 Modular QoS CLI [MQC]）编写，规定了适用于各个域配对的状态检测类型和会话参数。例

如，Internet-to-DMZ 边界要求部署一项明确的策略，规定允许 HTTP 和域名系统 (DNS) 穿过。

• 多千兆位性能：该架构可提供卓越的防火墙和 NAT 性能，启用路由、QoS 和其它常见思科 IOS 软件特性时：

在 ASR 1002-F 上可实现高达 2.5 Gbps 的性能；在 ESP5 上高达 5 Gbps；在 ESP10 上高达 10 Gbps；在 

ESP20 上高达 20 Gbps。

• 机箱内高可用性：Cisco ASR 1006 路由器支持硬件冗余性，可在同一机箱内支持冗余的路由处理器和 ESP。当

活动的路由处理器或 ESP 出现故障时，热备用组件将接手处理任务，确保接近零的数据包丢失。在此过程中，所

有防火墙和 NAT 会话均将完整地保留下来。Cisco ASR 1002 和 ASR 1004 还可提供软件冗余功能，能够在单

个路由处理器内运行两个思科 IOS 软件映像，一个执行处理任务，另一个则处于备用状态。当活动映像发生故障

时，热备用映像将接手处理流程，所有防火墙和 NAT 会话都不会中断。

• 基于域的 VRF 感知型防火墙：支持将思科 1000 部署为 MPLS VPN 网络的提供商边缘路由器，为大量 VPN 客

户提供防火墙服务。每个客户均可以实施其自己的防火墙策略。这款解决方案为 VPN 客户提供了三个主要的使

用案例：互联网切换、到共享服务的访问和站点到站点的访问。

• 面向语音、视频和其它数据应用的高级协议检测。

• 以用户、接口或子接口为单位的安全策略。

• 基于每名用户的防火墙：该解决方案可作为 L2TP 网络服务器 (LNS) 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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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性将思科 IOS 基于域的策略防火墙与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丰富的宽带特性集相结合，可帮助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为宽带用户提供防火墙服务。

• 紧密集成的身份管理服务可提供基于每名用户的身份验证与鉴权。

• 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借助该特性，网络管理员能够根据需访问路由器的用户角色定义不同的视图。每个视图均

包括特定角色的用户（如网络操作员和安全操作员）可访问的所有思科 IOS 软件 CLI 命令子集。

NETFLOW 事件记录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可生成多千兆位防火墙和 NAT 系统记录。借助 ESP 的 QuantumFlow 处理器架构，可使

用 NetFlow v9 二进制记录模版直接从转发平面上导出数以万计的防火墙和 NAT 事件，且丝毫不会影响路由处理器的

性能。ESP 每秒可导出多达 40,000 个事件。

NETFLOW

NetFlow 是业界用于检测网络异常的主要技术。它能够提供遥测数据以用于分析 IP 流量——例如，谁和谁正在通信、

采用的协议和端口是什么、持续时间多长，以及通信速度多大。

DDoS 攻击会制造网络使用的突发高峰。通过比较从之前收集的模式和基准中总结出的典型流量模式，您可迅速判断出

这些突发高峰属于异常网络“事件”。如果分析详细的 NetFlow 流量数据，您还能够对攻击（攻击的来源和目标）、攻击

持续时间和攻击中使用的数据包大小进行分类。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的思科 QuantumFlow 处理器可直接从处理器中导出大量流量高速缓存数据（对于 

ESP10，100 万张流量记录卡），进一步降低路由平台中控制处理器的 CPU 占用率。Sampled NetFlow 可帮助最高效

地使用高速缓存。

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

NBAR 是思科 IOS 软件内部集成的一个分类引擎，可利用深度和状态数据包检测功能来识别各种不同的应用，包括基于

网络的协议和其它使用动态 TCP/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端口分配的、不易分类的协议。在安全环境中使用时，NBAR 可

以参照有效载荷签名检测蠕虫。NBAR 识别出一项应用并对其分类后，网络可针对这款特定应用调用适当的服务。这项

技术与 QoS 特性共同使用，还能够帮助确保网络带宽得到充分利用，提供有保障的带宽、带宽限值、流量整形和数据包

着色。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能够加快 QuantumFlow 处理器上的 NBAR 处理速度，提供行业领先的多千兆位性能。

灵活数据包匹配 (FPM)

FPM 能够检测数据包是否存在攻击特征并采用适当的应对措施（记录、移除，或拒绝访问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它提供了灵活的 2 至 7 层无状态分类机制。您可以根据流量协议堆栈中的任何协议和任何字段来定义分类标准。依照分

类结果，您可以针对分类的流量采用移除或记录等操作。

信任与身份

AAA

思科 IOS 软件 AAA 网络安全服务提供了一个实用框架，用于在路由器或访问服务器上设置访问控制。AAA 旨在帮助



      数据表

第 16 页，共 19 页© 2011 Cisco 和或其附属机构。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中所含信息是 Cisco 公开发布的信息。

管理员参照适用于特定服务或接口的方法列表，动态地在每条线路（每名用户）或每项服务（例如 IP、IPX 或 VPDN）的

基础上配置所需的身份验证和鉴权类型。

网络基础保护

对企业总部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持续可用性还要更加重要。如果网络路由器或交换机出现安全问题，心存恶意的

人将获得到整个网络的完全访问权限。不管部署了多少种成熟的攻击防御措施，积极防范未知的威胁仍非常有必要。

下列技术突出强调了强大网络基础保护的重要性，包括思科 IOS 软件设备自防御功能，用于抵御 DDoS 攻击，以及安全

管理访问，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和控制接口受到欺骗攻击的可能性。

控制平面保护

甚至大多数完善的软件实施和硬件架构也极易受到 DDoS 攻击。DDoS 攻击指一系列恶意行为，通常会伪装成控制平面

处理器输出的特定类型的控制数据包，意图让网络基础设施中充满没有价值的流量，最终面临瘫痪的危险。

在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第一道防御措施是在独立处理器之间分离控制和数据转发功能，即在路由处理器

和 ESP 上分离并指派专用 CPU。例如，让 ESP 负责处理数据流，这样一来，路由处理器便能够免受 DDoS 攻击。

作为抵御 DDoS 攻击和网络中心位置其它类似威胁的第二道防线，思科 IOS 软件在路由器上部署了可编程的管制功

能，用以限制流速或“管制”传输至控制平面的流量。您还可以配置控制平面保护 (CoPP) 特性，识别并彻底限制或在超

过指定阀值级别时限制特定的流量类型（图 7）。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上的 CoPP 在硬件层面即 QuantumFlow 处理器上实施，彻底消除了与执行 CoPP 和流

速限制功能相关的任何其它缺陷或系统性能下降现象。此外，平台中的所有 punt 流量全部首先经过 ESP，这提供了一层

附加保护，让异常数据甚至无法进入路由处理器。

最后，在 Linux 内核上将思科 IOS 软件作为一项用户进程来执行，构成了系统保护的第三道防线。这项内核保护措施能

够确保系统始终保持正常运行并可管理，即使当路由流程受到外界压力时也不例外，例如发生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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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控制平面保护：数据包缓冲区；进入的数据包；思科快速转发和转发信息库 (FIB) 查询；输出数据包缓冲区；静

寂模式

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

借助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网络管理员能够定义“视图”，列出一系列操作命令和配置功能，提供有选择的或部分到思科 

IOS 软件的访问。视图限制了到思科 IOS 软件 CLI 和配置信息的用户访问，定义了哪些命令可接受以及哪些配置信息可

见。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的应用情形包括网络管理员针对特定功能提供安全人员访问。此外，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该特

性授予最终用户有限的访问权限，帮助排除网络中存在的故障。

SSHV2

SSHv2 提供了强大的全新身份验证和加密功能。现在，用户具备更多的选择来通过加密连接传输其它类型的流量，包括

文件拷贝和电子邮件协议。更广泛的身份验证功能，包括数字证书和更多双重认证选项，进一步增强了网络安全性。

SNMPV3

SNMPv3 是一项可互操作的、基于标准的网络管理协议，可在网络范围内验证和加密数据包，提供安全的设备访

问。SNMPv3 提供的安全特性如下：

• 消息完整性：帮助确保没有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被篡改

• 身份验证：检查确保消息的来源可靠

• 加密：对数据包中的内容进行编码，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查看相关内容

SNMPv3 能够在安全模式和安全级别两个方面提供保护。安全模式指针对用户或用户所在群设定的身份验证战略。安

全级别指安全模式中允许的安全性等级。安全模式和安全级别的组合决定了在处理 SNMP 数据包时采用什么安全机

制。当前三个可用的安全模式包括：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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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ntrol-Plane Protection: Packet Buffer; Incoming Packets; Cisco Express Forwarding and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 (FIB) Lookup; Output Packet Buffer; and Silent Mode  

Role-Based CLI Access 
Role-Based CLI Access allows the network administrator to define “views,” which are a set of operational commands 
and configuration capabilities that provide selective or partial access to Cisco IOS Software. Views restrict user 
access to Cisco IOS Software CLI an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nd can define what commands are accepted and 
wha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s visible. Applications of Role-Based CLI Access include network administrators 
providing security personnel access to specific functions. In addition, service providers can use this feature to grant 
limited access to end customers to aid in troubleshooting the network. 

SSHv2 
SSHv2 provides powerful new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capabilities. More options are now available for 
tunneling additional types of traffic over the encrypted connection, including file-copy and email protocols. Network 
security is enhanced by a greater breadth of authentication functions, including digital certificates and more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options. 

SNMPv3 
SNMPv3 is an interoperable standards-based protocol for network management that provides secure access to 
devices by authenticating and encrypting packets over the network. The security features provided in SNMPv3 
follow: 

● Message integrity: Helps ensure that a packet has not been tampered with in transit 

● Authentication: Verifies that the message is from a valid source 

● Encryption: Scrambles the contents of a packet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seen by an unauthorized source

SNMPv3 provides for both security models and security levels. A security model is an authentication strategy that is 
set up for a user and the group in which the user resides. A security level is the permitted level of security within a 
security model. A combination of a security model and a security level determines which security mechanism is 
employed when handling an SNMP packet. Three security models are available: SNMPv1, SNMPv2c, and SNMP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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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来源的远程触发黑洞过滤

如果贵企业知道攻击的来源（例如通过分析 NetFlow 数据得知），您可以应用诸如 ACL 等遏制机制。检测到攻击流量

并对其分类后，您可以为相关的路由器创建和部署适当的 ACL。鉴于这个手动流程有时非常复杂和耗时，许多客户选择

使用边界网关协议 (BGP) 快速、高效地向所有路由器发送移除信息。这项名为 RTBH 的技巧能够将受害人 IP 地址的下

一次跳转连接至 null 接口。这样，传输至受害者的流量便会在网络入口处被移除。

另一种方案是移除特定来源的流量。这种方法与之前描述的移除流程相似，不过它依赖于先前存在的 URPF 部署，会在

数据包来源“无效”时将其移除，在这里，无效包括到 null0 路由。采用与基于目的地的移除方法相同的机制，发送一项 

BGP 更新，将特定来源流量的下一次跳转设定为 null0。此后，在启用了 URPF 的接口处，指定来源的流量将全部被移

除。BGP 触发的移除机制虽然可扩展，但响应攻击时的精细级别有限：如之前所述，它们会移除所有包含黑洞目的地或

来源的流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发生大型攻击时，这样的响应方式非常有效，无疑消除了所有间接伤害（请参见图 8）。

图 8.       采用基于来源的 RTBH 过滤机制实时、线速地防御 DDoS 攻击

单播反向路径转发

单播反向路径转发 (uRPF) 能够帮助限制企业网络上的恶意流量。它支持路由器验证被转发的数据包中源地址的可达性。

该功能可限制欺骗地址出现在网络中的可能性。如果源 IP 地址无效，数据包将被移除。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支持

严格模式和松散模式。

当管理员在严格模式下使用 uRPF 时，必须使用路由器用来转发返回数据包的接口来接收数据包。在严格模式下配置的 

uRPF 可能会因接收接口与路由器用来发送返回流量的接口不同而移除合法流量。如果网络中存在不对称的路由路径，这

种移除合法流量的现象很可能发生。

当管理员在松散模式下使用 uRPF 时，源地址必须显示在路由表中。管理员可通过允许-默认选项来更改这一行为，在来源

验证流程中使用默认路由。此外，如果数据包源地址的返回路由指向 null0 接口，该数据包将被移除。还可以指定一个访问

列表，指明在 uRPF 松散模式下允许或拒绝特定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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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Based Remote-Triggered Black Hole Filtering 
When your organization knows where an attack is coming from (for example, by analyzing NetFlow data), you can 
apply containment mechanisms such as ACLs. When attack traffic is detected and classified, you can create and 
deploy appropriate ACLs to the necessary routers. Because this manual process can be time-consuming and 
complex, many customers use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to propagate drop information to all router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This technique, termed RTBH, sets the next hop of the victim’s IP address to the null interface. Traffic 
destined to the victim is dropped on ingress into the network. 

Another option is to drop traffic from a particular source. This method is similar to the drop described previously but 
relies on the preexisting deployment of URPF, which drops a packet if its source is “invalid”; invalid includes routes 
to null0. Using the same mechanism of the destination-based drop, a BGP update is sent, and this update sets the 
next hop for a source to null0. Now all traffic entering an interface with URPF enabled drops traffic from that source. 
Although scalable, the BGP-triggered drops limit the level of granularity available when reacting to attack: they drop 
all traffic to the black-holed destination or source, as described previously. In many cases this reaction to a large 
attack is effective, and it certainly mitigates collateral damage (refer to Figure 8). 

Figure 8.   Real-Time Wire-Rate Defense Against DDoS Attacks with Source-Based RTBH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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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ast Reverse Path Forwarding 
uRPF helps limit the malicious traffic on an enterprise network. It works by enabling a router to verify the reachability 
of the source address in packets being forwarded. This capability can limit the appearance of spoofed addresses on 
a network. If the source IP address is not valid, the packet is discarded. The Cisco ASR 1000 Series Routers support 
strict mode and loose mode. 

When administrators use uRPF in strict mode, the packet must be received on the interface that the router would 
use to forward the return packet. uRPF configured in strict mode may drop legitimate traffic that is received on an 
interface that the router did not choose for sending return traffic. Dropping this legitimate traffic could occur when 
asymmetric routing paths are present in the network. 

When administrators use uRPF in loose mode, the source address must appear in the routing table. Administrators 
can change this behavior with the allow-default option, which allows the use of the default route in the source 
verification process. Additionally, a packet that contains a source address for which the return route points to the 
null0 interface is dropped. An access list may also be specified that permits or denies certain source addresses in 
uRPF loos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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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如要订购产品，请访问思科订购主页。如欲查看完整的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安全特性捆绑列表，请访问：www.

cisco.com/go/securitybundles。

面向企业 WAN 边缘的思科服务

思科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可提供广泛的、基于有效方法的服务产品组合，旨在帮助您成功地部署企业 WAN 边缘。我们可以

根据您特定的业务目标帮助您构建一个安全、灵活的 WAN 架构，成功集成思科统一通信、思科网真视频会议、安全性和

移动性技术及带宽，为视频、协作、分支机构解决方案和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规划和设计服务可使技术与企业目标

保持一致，并可提高部署的准确性、速度和效率。技术服务有助于保持运营正常，增强软件应用功能，解决性能问题以及降

低费用。优化服务可持续改进性能，通过新技术帮助您的团队取得成功。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isco.com/go/

services。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Cisco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网络安全性及补充性思科 800、1900、2900 和 3900 系列分支机构路由器解

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routersecurity 或联系您当地的思科客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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