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置泼妇软的VPN客户端使用RV160和RV260 
客观

本文目标将显示您如何配置必要的设置通过RV160或RV260系列路由器联络泼妇软的VPN客
户端。

VPN基础简介

虚拟专用网络(VPN)是一个巨大方式联络异地用户到安全网络。它建立在较不安全网络的加密
的连接类似互联网。

VPN隧道建立使用加密和认证，能安全地发送数据的一个专用网络。公司各分支机构经常使用
VPN连接，因为允许他们的员工访问他们的内部资源是有用和必要的，即使他们是在办公室外
。

RV160路由器支持10条VPN隧道和RV260技术支持至20。

此条款通过必要的步骤将走您配置RV160/RV260路由器和泼妇软奇VPN客户端。您将了解如
何创建用户组、用户帐户、IPSec配置文件和客户端对站点配置文件。在泼妇软的VPN客户端
，您将了解如何配置常规、客户端、名字转换、认证、阶段1和第2阶段选项。

如果我要使用VPN，什么是利弊？

VPN针对实际用例方案普通对许多行业和企业类型。下面的表显示某些使用VPN利弊。

专业人员 负面因素

供给安全通信、便利和可及性访问
权限为专门制作个人用户，例如员
工、承包商或者合作伙伴。

缓慢的连接速率能发生。强加密采
取时间和资源保证匿名以及安全。
网络流量的加密通常要求有点更多
开销。维护连接正常速度，当保持
匿名和安全时，但是他们通常是受
雇用的服务的您也许能查找夫妇
VPN供应商。

通过扩大公司网络和应用程序提高
生产率。

潜在的安全风险由于误配置。设计
和实现VPN可以是复杂的。委托一
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员配置您的
VPN保证您的网络不折衷是必要的
。

降低通信成本并且增加灵活性。

如果情况发生有需要添加新的基础
设施或新的一套配置的地方，技术
问题可能出现由于不兼容，特别是
如果介入另外产品或除您已经使用
的那个之外的供应商。

用户的实际地理位置保护和没有显
示在公共或共享网络类似互联网。  

保护机要网络数据和资源。  



VPN允许新用户或将被添加的一个
组用户，不用需要对于另外的组件
或一种复杂配置。

 

拓扑

这是网络的简单拓扑。

Note:公共广域网IP地址被弄脏了。

可适用的设备

•      RV160

•      RV260

软件版本

•      1.0.0.xx (RV160和RV260)

•      建议使用2.2.1，当2.2.2可能有我们的路由器(泼妇软的VPN客户端下载)的连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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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组

注意事项：请把默认管理帐户留在admin group并且创建一个新用户帐户和用户组泼妇软奇的
。如果移动您的管理帐户向一个不同的组，您将防止自己记录到路由器。

步骤1. Web配置页的洛金。



步骤2.连接给系统配置>用户组。



步骤3.点击正图标添加一个新的用户组。

步骤4.输入一个名字对于组在Group Name字段。

我们使用ShrewSoftGroup作为我们的示例。

步骤5.出版社适用创建一个新的组。

创建用户帐户

步骤1.连接对系统配置>用户帐户。



步骤2.移下来到本地用户表并且按正图标添加一个新用户。

第 3 步：添加用户时帐户页打开。输入用户的用户名。



步骤4.输入密码在新的密码字段。重新输入同一个密码在确认密码字段。在本例中，我们使用
CiscoTest123作为密码。

Note:使用的密码这里是示例。推荐使您的密码更加复杂。



第 5 步：在组下拉列表中，请选择一个组您希望用户是。



步骤6.出版社适用创建新用户帐户。



配置IPSec配置文件

步骤1.连接对VPN > IPSec VPN > IPSec配置文件。



Note:对于关于怎样的更多解释配置IPSec配置文件，请点击链路发现条款：配置IPSec配置文
件(自动密钥模式)在RV160和RV260

步骤2.点击正图标添加新的IPSec配置文件。

步骤3.输入一个名字对于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名字字段。我们进入ShrewSoftProfile作为我们
的配置文件名字。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smb/routers/cisco-rv-series-small-business-routers/Configuring_IPSec_Profiles_Auto_Keying_Mode_on_the_RV160_and_RV260.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smb/routers/cisco-rv-series-small-business-routers/Configuring_IPSec_Profiles_Auto_Keying_Mode_on_the_RV160_and_RV260.html


步骤4.为锁上模式选择自动。

步骤5.选择IKEv1或IKEv2作为IKE版本。在本例中， IKEv1选择了。



第6.步。在阶段下我选项部分，这是什么我们为此条款配置了。

DH Group：Group2 – 1024位

加密：AES-256

认证：SHA2-256

SA寿命：28800

第 7 步：在第II阶段选项下，这是什么我们为此条款配置了。

协议选择：ESP

加密：AES-256

认证：SHA2-256

SA寿命：3600

Perfect Forward Secrecy：启用

DH Group：Group2 – 1024位



步骤8.点击适用创建您新的IPSec配置文件。

配置客户端对站点

步骤1.连接对VPN > IPSec VPN >客户端对站点。



步骤2.点击正图标添加新通道。

第 3 步：检查Enable复选框对enable (event)隧道。

步骤4.输入一个名字对于隧道在隧道名字段。



第 5 步：在IPSec配置文件下拉列表中，请选择您要使用的一个配置文件。我们选择在前面的
部分被创建的ShrewSoftProfile ：配置IPSec配置文件。

第6.步。从接口下拉列表，请选择您要使用的接口。我们使用广域网作为我们的接口连接隧道
。

第 7 步：在IKE验证方法部分下，请选择预共享密钥或认证。我们使用预共享密钥作为我们的
IKE验证方法。

Note:IKE对等体通过计算和发送包括预共享密钥数据的一种加密散列互相验证。使用其预共享
密钥，如果接受对等体能独立地创建同样哈希，知道两个对等体必须共享同一个秘密，因而验
证另一个对等体。预共享密钥不很好扩展，因为必须配置有每IPSec对等体建立一个会话其他



对等体的预共享密钥。

认证使用包含信息例如名字的一个数字认证，或者IP地址、序列号、认证的有效期和认证的持
票人的公共密钥的复制。

步骤8.进入在您要使用验证的预共享密钥。预共享密钥可以是什么您希望它是。当您配置它
，在泼妇软的VPN客户端配置的预共享密钥将必须是相同的象这里。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CiscoTest123!作为预共享密钥。

Note:被输入这里的预共享密钥是示例。推荐输入更加复杂的预共享密钥。

步骤9.选择本地标识从下拉列表。以下选项被定义如下：

•      本地广域网IP –此选项使用VPN网关的广域网络(广域网)接口的IP地址

•      IP地址–此选项允许您手工输入VPN连接的一个IP地址。您会需要在站点(办公室)输入路由
器的广域网IP地址。

•      FQDN –，当建立VPN连接时，此选项将使用路由器的完全合格的域名(FQDN)。

•      用户FQDN –此选项让您使用一个完全域名互联网的一个特定用户。

在本例中，我们选择本地广域网IP作为我们的本地标识。

Note:路由器的本地广域网IP将自动地填写。



第10.步。在远程标识下拉列表中，请选择IP地址、FQDN或者用户FQDN。然后请进入在适当
的回应从什么您选择了。在本例中，我们选择FQDN和进入的test.cisco.com。

第11.步。检查扩展认证复选框对enable (event)。这将提供在他们的证件将要求异地用户锁上
在是前授权访问到VPN认证的一个另外的级别。

如果允许扩展认证，请点击正图标添加用户组。选择组从您要使用扩展认证的下拉列表。我们
选择ShrewSoftGroup作为组。

步骤12。在客户端LAN的池范围，请输入可以分配到启动IP和末端IP字段的一VPN客户端IP地
址的范围。这需要是与站点地址不交迭的地址池。

我们进入10.2.1.1作为我们的启动IP和10.2.1.254作为我们的末端IP。

第13步。(可选)请点击先进Settings选项。



步骤14。(可选)这里您能指定远程终点IP地址。在此指南，因为末端客户端的IP地址不是固定
的，我们将使用动态IP。

您能也指定哪些内部资源将是可用的在本地组设置下。

如果选择其中任一，所有内部资源将是可用的。

您能也选择使用内部DNS和WINS服务器。对于那您需要指定他们在模式配置下。

您也有充分使用的可能性或分割隧道和分割DNS。

移下来到另外的设置。检查积极模式复选框对enable (event)积极模式。积极模式是，当SA
IKE的协商是被压缩的到与发起者时将通过的所有SA所需的数据的三个信息包。协商是更加快
速的，但是他们有交换身份的弱点在明文。

Note:主要模式的其他信息与积极模式，请参见：主要模式与积极模式

在本例中，我们启动积极模式。

第15步。(可选)请检查压缩(支持IP有效负载压缩协议(IPComp))对enable (event)的复选框建议
压缩的路由器，当开始连接。这是减少IP数据包的大小的协议。如果回应者拒绝此建议，则路
由器不实现压缩。当路由器是回应者时，接受压缩，即使压缩不是启用的。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security-documents/main-mode-vs-aggressive-mode/ta-p/3123382


我们留给压缩被不选定。

第16步。点击适用添加新通道。

第17步。点击闪动Save图标在Web配置页的上面。

第18步。配置管理页打开。在复制/保存配置部分，请确定Source字段有运行的配置，并且目
的区域有启动配置。然后请按适用。所有配置是可变的和没有保留在重新启动之间的路由器当
前使用在运行配置文件。复制对启动配置文件的运行配置文件将保留您的在重新启动之间的配
置。



配置泼妇软奇VPN客户端

如果未下载泼妇软的VPN客户端，请感到自由下载客户端通过单击在此链路：Windows的泼
妇软的VPN客户端。我们使用标准版。如果已经下载了泼妇软的VPN客户端，请感到自由进
行在第一步上。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一般选项

步骤1.打开泼妇VPN接入管理器并且点击添加添加新配置文件。

VPN站点配置窗口出现。

https://www.shrew.net/download/vpn
https://www.shrew.net/download/vpn


Step 2.在一般选项下的远端主机部分，请输入您设法连接网络的公共主机名字或IP地址。在
本例中，我们将输入RV160/RV260的广域网IP地址在站点的设置连接。

Note:切记端口号设置对DEFAULT值500。为了使工作的VPN，隧道使用应该设置允许
ISAKMP数据流转发在防火墙的UDP端口500。

第 3 步：在自动配置下拉列表中，请选择一个选项。可用的选项被定义如下：

•      失效–禁用所有自动客户端配置

•      艾克设置下拉式–准许设置请求从计算机由客户端。在计算机的下拉式方法的支持下，请求
返回客户端支持设置的列表。

•      艾克设置推进–给予计算机机会为客户端提供设置通过配置流程。在计算机的推进方法的支
持下，请求返回客户端支持设置的列表。



•      在Ipsec-的DHCP给予客户端机会通过在IPsec的DHCP要求设置从计算机。

在本例中，我们选择ike设置下拉式。

第 4 步：在本地主机部分，请选择使用一个虚拟适配器和分配的地址在适配器模式下拉列表
并且自动地检查获得复选框。可用的选项被定义如下：

•      请使用一个虚拟适配器和分配的地址–允许客户端以特定地址使用虚拟适配器作为来源其
IPsec通信。

•      请使用一个虚拟适配器和随机的地址–允许客户端以一个随机的地址使用虚拟适配器作为来
源其IPsec通信。

•      请使用一个现有的适配器和当前地址–允许客户端以其当前地址只使用其存在，物理适配器
作为来源其IPsec通信。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客户端选项

步骤1.点击客户端选项。在NAT横越下拉列表中，请选择您在NAT横越的RV160/RV260配置
的同一个设置。可用的网络地址穿越(NATT)菜单选项被定义如下：

•      失效–不会使用NATT协议扩展。

•      启用–只将使用NATT协议扩展，如果VPN网关指示发现在协商和NAT期间的技术支持。

•      强制草稿–将使用NATT协议扩展的起草版，不论VPN网关指示发现在协商或NAT期间的技
术支持。

•      强制RFC –将使用NATT协议的RFC版本，不论VPN网关指示发现在协商或NAT期间的技术
支持。

•      强制Cisco UDP –强制VPN客户端的UDP封装没有NAT。

在本文中，我们为NAT横越选择enable (event)并且留下NAT横越端口和保活信息包费率作为
DEFAULT值。



Step 2.在IKE分段下拉列表中，请选择功能失效、Enable (event)或者强制。选项被定义如下
：

•      功能失效–不会使用IKE分段协议扩展。

•      Enable (event) – IKE分段协议扩展，如果VPN网关在协商中，指示技术支持只将使用。

•      强制– IKE分段协议扩展，不论VPN网关在协商中，指示技术支持将使用。

我们为IKE分段选择了功能失效。

第 3 步：检查Enable (event)对端死机检测复选框对enable (event)对端死机检测协议。如果此
选项是启用的，只将使用，如果路由器支持它。当一端不再能回应时，这允许客户端和路由器
检查隧道的状态发现。默认情况下此选项被启用。



在本例中，我们留给对端死机检测被检查。

第 4 步：检查Enable (event) ISAKMP故障通知复选框对enable (event) ISAKMP从VPN客户
端IPsec守护程序的故障通知。默认情况下启用该接口。

在本例中，我们留给ISAKMP故障通知被检查。

步骤5.不选定Enable (event)客户端登录横幅禁用。在隧道用路由器后，设立这将显示登录标
识。路由器必须支持处理Exchange以及配置转发登录标识到客户端。默认情况下此值被启用
。

我们不选定客户端登录横幅。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名字转换选项

步骤1.，如果希望到enable (event) DNS，请点击名字转换选项，并且检查Enable (event)
DNS复选框。如果特定DNS设置没有对于您的站点配置是必需的，请不选定Enable (event)
DNS复选框。

如果Enable (event) DNS被检查，并且配置您的远程网关支持配置Exchange，网关能自动地
提供DNS设置。否则，请验证获得复选框自动地被不选定和手工输入一个有效DNS服务器地
址。

在本例中， Enable (event) DNS被不选定。

Step 2.请检查Enable (event) WINS复选框，如果想要对enable (event) Windows互联网名称
服务器(WINS)。如果配置您的远程网关支持配置Exchange，网关能自动地提供WINS设置。



否则，请验证获得复选框自动地被不选定和手工输入一个有效WINS服务器地址。

Note:通过提供WINS配置信息，客户端能解析WINS名字使用位于远程专用网络的服务器。使
用一个统一命名惯例路径名字时，当尝试访问远程Windows网络资源这是有用。WINS服务器
将典型地属于Windows域控制器或桑巴服务器。

在本例中， Enable (event) WINS被不选定。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Authentication选项

步骤1.点击Authentication选项，并且选择相互在认证方法下拉列表的PSK + Xauth。可用的选
项被定义如下：

•      混合RSA + Xauth –客户端凭证不是需要的。客户端将验证网关。证件将是以PEM或
PKCS12证书文件的形式或关键文件键入。

•      混合GRP + Xauth –客户端凭证不是需要的。客户端将验证网关。以PEM或PKCS12证书文
件和一个共有的秘密字符串的形式，证件将是。

•      相互RSA + Xauth –客户端和网关验证的两个需要证件。证件将是以PEM或PKCS12证书文
件或关键的形式类型。

•      相互PSK + Xauth –客户端和网关验证的两个需要证件。以一个共有的秘密字符串的形式
，证件将是。

•      相互RSA –客户端和网关验证的两个需要证件。证件将是以PEM或PKCS12证书文件或关键
的形式类型。

•      相互PSK –客户端和网关验证的两个需要证件。以一个共有的秘密字符串的形式，证件将是
。



Step 2.在本地Identity选项，请选择证明类型然后输入适当的字符串在空字段。以下选项被定
义如下：

•      其中任一–它在远程Identity选项只被认可。客户端将接收任何ID类型和值。当绕过一部分的
IKE第1阶段证明进程，应该小心地使用这。

•      全限定域名–以DNS域字符串的形式，此选项，您必须提供FQDN字符串。例如，
“cisco.com”是可接受值。如果使用，客户端只会允许此选项选择PSK认证模式。

•      用户全限定域名–以user@domain字符串的形式，您必须提供用户FQDN字符串。例如，
“dave@cisco.com”是可接受值。如果使用，客户端只会允许此选项选择PSK认证模式。

•      IP地址–当IP地址选择时，默认情况下使用一个被发现的本地主机地址复选框自动地被检查
。这意味着将自动地确定值。如果希望使用地址除用于的适配器地址之外与客户端网关，沟通
请不选定复选框。然后，请进入在具体地址字符串。如果使用，客户端只将允许此选项选择
PSK认证模式。

•      关键标识–当此选项选择时，您必须提供标识字符串。

在本例中，我们选择全限定域名和进入的test.cisco.com在FQDN字符串字段。



步骤3.点击远程Identity选项并且选择证明类型。选项包括：其中任一，全限定域名、用户全限
定域名、IP地址或者关键标识。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其中任一作为我们的证明类型。

步骤4.点击证件选项并且输入您在RV160/RV260配置的同一预共享密钥。

我们输入CiscoTest123!在预共用的关键字段。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阶段1选项

步骤1.点击阶段1选项。配置以下参数有您为RV160/RV260配置的同样设置。

在泼妇软奇的参数应该匹配您在阶段1选择的RV160/RV260配置。在本文中，在泼妇软奇的参
数将设置如下：

•      Exchange键入：积极

•      DH Exchange ：第2组

•      加密算法：aes

•      密码电报注解长度：256

•      Hash算法：sha2-256

•      关键生活时间限制：28800

•      关键生活数据限制：0



第2.步(可选)，如果您的网关在第1阶段协商中提供Cisco兼容的厂商ID，检查Enable (event)检
验站兼容的厂商ID复选框。如果门不提供Cisco兼容的厂商ID或，如果是不确定的，请留给复
选框被不选定。我们留给复选框被不选定。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第2阶段选项

步骤1.点击第2阶段选项。配置以下参数有您为RV160/RV260配置的同样设置。

参数应该匹配在第2阶段的RV160/260配置如下：

•      转换算法：ESP aes

•      转换密钥长度：256



•      HMAC算法：sha2-256

•      PFS Exchange ：第2组

•      压缩算法：失效

•      关键生活时间限制：3600

•      关键生活数据限制：0

步骤2.按保存按钮在页底端保存您的配置。

泼妇软的VPN客户端：连接



第 1 步：在VPN接入管理器中，请选择您创建了的VPN配置文件。然后请按连接。

Note:如果要给VPN配置文件改名，用鼠标右键单击对此和选择请改名。一部分的在配置文件
的IP地址被弄脏保护该网络。

Step 2.Connect窗口的VPN出现。输入在创建的用户帐户部分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请按
连接。

第 3 步：在按以后请连接，配置信息通过到IKE守护程序与请求沟通一起。连接状态的不同的
消息在输出窗口显示。如果连接成功，您将收到说的消息， “网络已配置设备”，并且“请建立
隧道启用”。连接按钮将变成断开按钮。



VPN连接故障检修提示

如果说的收到错误信息， “协商超时出现”， “请建立隧道失效”和“从关键守护程序分开”。您也
许要将您的在您的路由器的配置仔细检查，并且确定他们的泼妇软的VPN客户端配比。

如果收到说的错误信息， “该用户的验证错误”然后意味着您输入该用户名的错误的密码。将用
户凭证仔细检查并且切记正确地配置并且被输入。



验证

步骤1.点击在Connect窗口的VPN的Network选项。在此选项，您应该能查看连接的当前网络
统计数据。在隧道部分下，您应该看到连接作为状态。

Step 2.在您的路由器上，请连接对状态和统计数据> VPN状态。在Status页的VPN中，请移下
来到客户端到站点VPN Status部分。在此部分，您能查看所有客户端对站点连接。点击眼睛
图标查看更多详细资料。



步骤3.连接对您的在您的工具栏的搜索棒并且搜索Prompt命令。

Note:下面以下的指令在操作系统的Windows 10使用。这可能根据您使用的操作系统变化。

步骤4.键入命令，不用报价， “ping [private IP address of the router]”，但是输入专用IP地址
而不是词。您应该能顺利连接路由器的专用IP地址。

在本例中，我们输入ping 10.2.0.96。10.2.0.96是我们的路由器的专用IP地址。



结论

您应该用RV160或RV260顺利地当前连接您的泼妇软的VPN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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