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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文适用于网络运维人员和经理及管理层人员。本文对路由器中实现数据包转发路径的
不同架构方法进行了比较和对比。

随着IP网络中流量和服务需求的增长，控制分散的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支持
多业务网络，供应商必须要建立不同类型的隧道并确保最高运行效率。

运营商还需要在网络边缘提供安全保护、流量控制、网络可视性和增强型服务创建功
能，同时在网络核心实施高级策略。他们需要在硬件中实施这些特性，以便特性不影响
数据包转发性能。

如想支持多业务网络中的服务，路由器的数据平面必须执行严格的数据包分类任务。随

着多业务网络环境日益普及，策略分配和数据包过滤等基本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运营
商要求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准确分类数据包；路由表查找和过滤等分类方法涉及到数据包
中的多个字段。

这些处理需要做的非常灵活，而且必须能达到（当今）互联网混合包100Gbps线速的水
平。此外，核心及IP业务边缘对多业务网络的需求还要求数据包分类工具能够支持高级
模式搜索和复杂的表达式匹配功能。

现在的高端路由器支持两类主要的数据包分类方法。一类方法严重依赖内容可寻址存储
器（CAM）。这个解决方案之所以得到普遍使用是因为它的查找速度很快并且能够利用单
一通道调用多项服务。另一种方法强调共享内存查找算法，由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
所驱动。用户选择这个方法主要是看中它的可扩展性及部署新业务时的灵活性。1

瞻博网络采用第二种方法并基于复杂的可编程ASIC构建了多个高度灵活的、可扩展的
数据包转发引擎（PFE），从而将数据平面安装在所有的瞻博网络T系列核心路由器（T系
列）和高端的M系列多业务边缘路由平台中（M系列）——包括M120和M320——以便
提供高度安全性和细粒度的流量控制，同时以最快的线速处理几十万个过滤操作，令业
界其他供应商望尘莫及。

此外，瞻博网络PFE还是基于嵌套和链接机制来实施高级过滤策略的业界唯一转发引
擎，能够满足现代化电信运营商的需求。本文将介绍瞻博网络凭借独特的实施方法为电
信运营商创造的多个优势。

1 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具体说明，请阅读本文的“过滤技术”和“JUNOS框架中的数据包分类方法”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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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我们为什么需要高效的服务可扩展性

如想在多业务（语音、视频、数据、移动、个人和企业等）网络中提供服务，路由器的
数据平面不应局限在基于目的地址转发和源地址查找功能上。数据平面必须通过运行效
率最高的方式提供规模更大、更高级的服务隧道—如VPN或MPLS LSP。

这些要求在网络边缘及核心稍有不同。在核心网络中，防火墙过滤器通常是在路由器上
执行安全策略的诸多解决方案之一。一直以来，由于边缘路由器不具备大规模过滤能
力，因此这种做法能够行得通。此外，基于策略的路由也经常被同时用在网络核心与边
缘。这些策略能够帮助阻止恶意流量进入网络 ，不需要特别定制或长期生效。

总的来说，基于策略的规则在网络边缘更加严格。安全性、服务质量（QoS）、记账和
其他特性的过滤要求通常都更加具体，规则数量也更多，具体取决于客户应用。安装在
网络边缘或已被淘汰的POP解决方案中的路由器应能够通过扩展来满足甚至超过真实世
界的网络要求。这些路由器必须能够执行数据包计数、过滤、警管、基于策略的路由、
流量抽样和QoS等许多分类任务，执行这些任务需要调用表查找和表操作功能以便完成
字段和路由匹配工作。

例如，流量警管功能允许电信运营商分类数据包并为不同的警管门限值分配不同的数据
包流。抽样功能允许您汇聚已抽取的流量并将流信息发送给远程主机或管理站。防火墙
过滤器提供的报警功能允许您将数据包匹配过滤条件记录到系统日志文件中，然后发送
给系统日志服务器。

此外，路由器还应提供源类使用和目的地类使用（SCU/DCU）等其他有用的特性以便支
持高级计费和记账功能，允许供应商基于网络入口处和出口处传输的流量将数据包的数
量维持在一定水平。最后，基于过滤器的转发（FBF）功能能够满足供应商的公开访问
要求，基于数据包的源地址从特定的物理或逻辑接口转发数据包。

数据平面的作用

先进的路由器将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相隔离。控制平面包括路由引擎中的路由协议软
件，提供综合的控制功能。控制平面（路由引擎）与数据平面（PFE）之间是定义完备
的接口。

路由引擎（RE）

数据包转发引擎
（PFE）

综合的控制功能

RE与PFE之间的接口

移出网络的数据包进入网络的数据包

图1. 控制平面（路由引擎）和数据平面（P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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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通过路由器决定数据包转发规则。在路由器的PFE中2，您可通过两类相关联的操作
来定义服务: 识别（例如数据包中的一个或多个字段、路由前缀或L4端口的范围等）和
行动（如计数、丢弃、转发、警管或标记QoS等）。

防火墙过滤—源和目的地IP地址或端口的匹配—是最常用的识别方法，但您也可选择许
多其他方法。下表显示了OSI模型中不同层次的分类方法。3

表1. 数据包分类方法
 

图2. 高级PFE功能

路由器的数据平面能够处理从入口到出口的数据包。这个操作涉及到的组件包括PFE和
交换矩阵。PFE的高级功能见下图2。

数据包解析

字段提取

报头丢弃

入口处流量处理 服务 出口处流量处理

字段识别

行动决策

计数/警管/其他

数据包修改

报头嵌入

OSI层 应用 多字段 匹配类型（识别） 说明 

2 数据包交换 否 精准 MAC（已指定）定义转发规则 

2 CoS: 802.1p 否 精准 IP优先位设置变化队列

2.5 MPLS 否 精准 标签交换识别下一跳 

2.5 MPLS EXP 否 精准 MPLS QoS位设置变化队列

3 数据包路由 否 最长前缀 识别目的地IP网络 

3 IP选项 是 精准 匹配IP选项字段用于保证安全性 

3 无状态防火墙 是 精准/最长前缀 基于源或目的地的过滤器 

4 状态防火墙 是 前缀或范围 基于IP流的过滤器 

4 DiffServ 是 前缀或范围 ToS位设置变化队列 

4 IntServ流 是 精准 基于IP和端口地址分配优先级 

4 混合QoS 是 精准和/或范围 CoS、ToS和EXP组合 

7 负载均衡 是 精准或前缀 重新定向带有有效负荷的数据包 

7 入侵检测 是 签名扫描
如果有效负荷中带有字符串，则

重新定向数据包

2 大多数的大型路由器都提供多个PFE，可能是每个线路卡提供一个或多个PFE。
3 关于数据包中可用于瞻博网络路由器上数据包分类的所有字段的完整列表，请参见附录A：过滤器中引用的报头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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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最简单的转发操作只需要匹配一个字段即可。当然，您也可基于多个标准分
析并分类许多数据包。过滤操作—可能包括防火墙、VPN及复杂的QoS操作（如逐VLAN
或逐VPN QoS）——需要基于数据包报头中的L2-L4实施策略。其他分类模式（L7）则
基于内容；入侵检测和负载均衡需要在决定行动之前扫描数据包以查看特殊的值。

路由器数据平面的数据包分析和分类性能直接影响路由器的总体性能。例如，基于OSI
模型多个层次中的位及路由前缀和端口范围过滤将迅速筛选掉过于严格的PFE。再如，
拒绝服务（DoS）攻击防御功能可确保安全性，常需要大型过滤器列表，如使用链状操
作将无需重新设置全部的过滤条款，从而更加轻松地牵制攻击。

过滤方法

PFE主要可使用两类过滤技术。一种常见方法是使用CAM/三重CAM（TCAM）等专用分
类工具。这些存储器提供强大的性能特性。另一项主要技术使用类似算法对路由查找中
使用的数据包执行防火墙过滤器的功能。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些操作的效率和规模，
应使用专用ASIC和高级算法及数据结构。

内容驱动型查找
当您使用特殊的数据包匹配结构（如TCAM）来实施服务时，系统将通过需要鉴别身份
的服务特性来分割内存。当数据包抵达入口处的接口时，系统将对所有TCAM分段中的
数据包实施并行扫描，从而同时评估所有的服务特性。这些主动识别数据包的分段随后
将标记数据包以便进一步处理。网络处理器将按固定顺序提取分析结果并开展所需的行
动，操作人员不能修改这个工作顺序。

与所有的架构方法一样，内容驱动的快速查找方法也存在缺陷，包括只能对服务顺序和
服务组合进行有限控制—服务顺序是固定的（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实施中无一例外）并且
无法轻松组合或复用服务；您不能通过对内容驱动的数据平面进行编程来计算数据包的
数量、丢弃某些数据包并进行再计数。4 此外，这种方法在电力和成本方面也存在缺陷。

由于内容可寻址的存储器涉及到基于位的查找，因此当IP路由或L4端口范围跨域位边界
时，需要查找多项内容。跨越位边界的所有类型的汇总都存在这种现象，如使用可变长
度的子网掩码（VLSM）汇总临近网络。

通过实施CAM，您通常可在将防火墙过滤器下载到CAM之前先优化（编译）它们。这个过
程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汇编操作将使过滤器行不再与特殊或单一CAM单元相关联。

鉴于此，供应商将无法根据防火墙过滤器的规定给数据包计数。此外，非临近匹配（跨

域位边界所致）需要为单一匹配操作分配多个CAM单元。这个过程名为“CAM爆炸”，演

示起来非常简单。5 因此，这些范围匹配过滤器将会过早地耗尽CAM空间，导致配置或转

发失败。

4 详见“通过服务控制提高运行效率”章节。
5 关于TCAM合并算法的局限性，请参见供应商提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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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供应商都采用混合架构，通过内存搜索实施路由查找并在TCAM中对服务
进行编程。这个架构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不要求查找引擎必须足够快速地运转才能并
行处理路由和服务。基于TCAM的服务方法最大的缺陷在于缺少内存式架构中固有的灵
活性和可编程性（下文讨论）。第二个缺陷在于TCAM芯片功耗极高，与能源效率日益得
到重视的大趋势相悖。公司在规划高能效网络时，通常不会选择TCAM。

ASIC驱动型内存搜索

另一种数据包分类方法采用更方便的内存架构（如SRAM），从保持信息的ASIC驱动这一
内存并使用高级数据结构搜索内存。根据身份识别标准，这种方法基于特殊条件匹配内
存，然后再采取行动。6

要想实现灵活性，您必须明智地选择在硬件中实施哪些功能（在ASIC的生命周期中永远
不能改动）以及使用微码实施哪些功能。微码是一种机制，允许ASIC提供所需的灵活
性，将基于硬件的路由器寿命延长多年。7 将大量硬件与少数几个微码组合在一起能够创
造巨大的灵活性。

有趣的是，从成本的角度看，内存驱动的无状态服务的数据包查找成本远远高于理论
值，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行的选项。瞻博网络Internet Processor II是全世界第一个能够以
20 G以上线速运行灵活服务的ASIC产品，随后的瞻博网络产品在构建时都将围绕着这个
方法论。

ASIC提供固定功能和微码。

6 一直以来，内存搜索算法都因为在通用CPU上相对比较容易实施而成为路由查找的首选算法。意识到需要大幅度加快查找速度后，瞻博网络
率先在M40路由器及相关IP处理器上部署了基于ASIC的线速路由搜索技术。随后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基于PFE的服务领域，构成了类似路由查
找例行程序的服务程序。

7 许多瞻博网络客户早在10年就部署了路由器，以便通过瞻博网络提供最大升级空间的产品构建下一代网络。瞻博网络是全面支持构建最昂贵
的硬件部件（PIC）的唯一供应商，从1998年开始不断通过新平台推出高级特性集。

固定功能

微码
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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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的核心芯片组可由大量的ASIC组成。瞻博网络采用基于最先进硅技术的最高密度的
芯片开发硬件。8 瞻博网络对高度集成硅的使用可以帮助客户降低成本、增强性能、提高
可靠性并降低功耗。

M系列、MX系列和T系列路由器中使用的PFE采用核心芯片组技术而构建，由多个芯
片、控制这些芯片的嵌入式软件以及嵌入式软件与核心芯片组之间的接口组成。此类系
统包括4个主要组件：PIC、PFE、交换矩阵及一个或多个路由引擎。

图3. 路由系统和PFE的位置：M320和T系列

PIC
PIC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PFE
PIC
PIC

PFE

PIC
PIC

PFE
PIC
PIC

PFE

PIC
PIC

PFE
PIC
PIC

PFE

交换矩阵

路由引擎
内部局域网

托管PIC的FPC中实施PFE时基于大量的高级数据结构，其中最简单的主要数据结构包括
树查找、表查找和过滤器。目前，查找速度方面，没有任何其他供应商的设备能够与瞻
博网络的算法相比。9

基于面向二进制数字匹配的设备的树查找名为基数树。基数树可以是二进制数字的图形
表示法，例如由路由前缀和端口范围组成。下图显示的基数树以192.168.0.0/16作为开
端，然后扩展三个级别至八个子网，使用/19前缀实施更长匹配。10

图4. 以192.168.0.0/16作为开端并扩展到/19的基数树

8 例如，现在最先进的技术是90纳米。但我们预计，随着与网络构建相关的硅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将把硬件的精密度进一步提升到65纳米并将
继续改进设计工艺。

9 请注意，50Gbps的T系列PFE是目前市场上技术最先进、最灵活、效率最高的PFE。
10 欲知详情，请参见《JNCIA: Juniper Networks Certified Internet Associate Study Guide》，作者：Joseph M. Soricelli等, Sybex,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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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计允许您构建极为复杂的可控服务链。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您可基于指针从树中的
特定节点操纵一系列端口或路由。下图突出显示了比192.168.0.0/16更具体的所有路由。

图5. 定位一系列路由（或端口）

192.168.0.0/16

由于易识别性，您几乎无需任何处理能力便可将多个身份识别操作步骤与多个行动相关
联。例如，您可在瞻博网络路由器中极为轻松地实施下面这个结构。

Identification -> action -> further identification -> action-2

瞻博网络路由器提供这种灵活性是因为该产品能够以任何顺序将不同方法链接在一起—
树查找、表查找和过滤器。产品使用嵌入式软件来编程并控制每个版本的瞻博网络
JUNOS™软件所支持的数据包处理方法的基本结构和顺序。嵌入式软件允许工程人员向
链状结构中添加方法、从链状结构中删除方法并以任何顺序执行这些方法的任意组合，
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数据包。

这种能力将使供应商轻松受益。他们只需将现有系统升级到全新版本的JUNOS软件，瞻
博网络基于硬件的转发引擎便会立刻开始支持全新软件特性。

此外，瞻博网络产品还通过数据包分类语法和结构以及代表高级编程语言的组合功能来
进一步提高灵活性。这种语言中的信息流基于身份识别/行动对，支持篇幅极长的行动列
表。以下仅为部分列表：

• 流量警管和多字段分类

• 数据包计数，用于DoS牵制或记账

• 数据包抽样，用于离线分析或合法拦截

• 丢弃数据包以便牵制攻击，或者对数据包实施限速

• 链接不同的转发表（转发表）

• 链接不同的MPLS VPN（虚拟路由和转发实例或VRF）

• 重新定向至镜像端口或服务引擎

这种灵活性使网络运营商能够从路由器入口到出口严格控制数据包的分类和处理，还提
供可扩展性、轻松匹配和轻松计数等其他优势。我们将在下个章节进行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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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软件策略框架中的数据包分类方法

JUNOS软件策略框架用于控制进出路由器的数据包。策略框架带两个相关组件：

• 路由策略：允许供应商控制路由协议与路由表以及路由表与转发表之间的路由信息

• 防火墙过滤策略：允许供应商控制穿过路由器进入网络目的地的数据包以及路由器
收发的数据包

路由器策略和防火墙过滤策略的功能极为相似，具体的设计选择取决于路由协议和路由
表管理任务（由控制平面上的路由引擎负责）以及影响在路由器上收发接口之间传输的
数据包的任务（由数据平面上的PFE负责）。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使用短语防火墙过滤策略是为了强调防火墙过滤实际上是一个策
略，基本功能与路由策略极为相似。防火墙过滤条件11是分类技术，包括基于策略的规
则并可用于单个数据包匹配。防火墙过滤条件由身份识别（匹配）和基于识别结果采用
的行动共同组成。

JUNOS软件的防火墙过滤功能具备两大独有特性：

• 能够支持多个匹配标准以及依据条件采取行动；其他任何供应商的产品都不提供嵌
套和链状过滤功能（见下文） 

• 高可扩展性；内容驱动的实施方法大幅度减少了瞻博网络路由器支持的防火墙过滤
条件，但不会降低性能

下图显示了瞻博网络PFE如何保存多个表和过滤器，您可灵活访问所有的表和过滤器以便
逐个接口地查找所需应用。这里显示的三个主要方法分别是树查找、表查找和过滤器。

图6. 瞻博网络的过滤和转发引擎

Interface

入站接口表

0
1

行动

过滤“Ketchup”
过滤“Mustard”
过滤“Mayo”

出站接口过滤器

下一跳：出站接口“X”

IP转发表
“Y”
“Z”
“W”

2
3
4

协议

协议表

MPLS

行动

入站接口过滤器

IP

可同时设置计数器、
调度器和警管器来跟踪并
响应过滤器匹配机制

向出站逻辑和物
理接口发送通知

接到入站接口
发送的数据包

查找密钥

过滤“KFC”

过滤“BK”
过滤“McDonalds”

当数据包抵达特殊接口时，输入接口的表查找方法将确定接口是否有效。倘若是有效接
口，将向树查找方法发送通知以便在转发表中执行最长匹配前缀查找任务。基于路由查找
返回的信息，系统可能会对基于数据包通知执行输出过滤任务。输出过滤器接到数据包通
知后，将把通知发送到输出接口的数据包传输队列中。

11 其他网络设备供应商可将此结构作为一个访问控制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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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当然只是举例说明。在实际情况中，您需要面对非常多的表、不同的数据结构和算
法、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调用参考服务。但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将多个功能块链
接在一起（路由查找、表查找和过滤等）。

例如，您可通过入站协议表将IP流量定向至第二个入站接口表。操作人员能够为每个接口
配置不同的“下一个行动”，可以是实施过滤，也可以是直接向IP转发表（FIB）发送数据
包。12 下一个行动还可以是直接将数据包重新定向至特殊接口。查找完成后，您可配置过
滤器并将过滤器应用到特殊的出站接口上，以便在向出站接口发送通知之前过滤目的地是
特殊下一跳的流量。您可将计数器配置成跟踪每个过滤器的匹配数量。

您无需为不同接口复制每个过滤器。您可将它们一次性地保存在内存中，然后多次应用于
选定接口或一系列接口。过滤器的应用可采用不同顺序，具体取决于外部规定的条件。这
个特性能够减少您需要在路由器上配置和处理的对象数量，采用内容驱动式PFE架构的竞
争产品不提供该特性。

通过服务控制提高运行效率
如想轻松了解可编程PFE方法存在哪些优势，您可查看基于内容进行查找的路由器的典型
配置。这些路由器通常单独定义多项服务并基于TCAM分割对目标逐一应用这些服务。

下面的例子定义了基于TCAM提供服务的路由器接口上的过滤、警管、抽样和策略路由。

12 另一个有力例证是瞻博网络PFE架构特有的转发表过滤功能。

!
!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interface XX
ip address 192.2.1.1 255.255.255.0
route-map Rmap
service-policy QoS_Policy_In input
ip access-list 100 in
ip sampling-policy Sample
!
! Route Map
!
route-map Rmap permit 10
match acl 101
set ip next-hop 10.0.0.1
!
! Class Map
!
class-map match-all Class1
match access-group 102
!
! Policy Map
!
policy-map QoS_Policy_In
class Class1
police 10000000 4470 447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
! Clas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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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个例子中的所有服务都使用过滤器来分类数据包，但它们并不构成临近策略，而
是无序地处理抵达接口的数据包。例如，您在采取警管行动之前或之后都不可能决定抽
样或策略路由能否发挥作用。

您也不可能计算通过每个服务关口的数据包的数量。这是因为（其他供应商解决方案采
用的）非临近服务策略不允许自由组合并重复采取行动。为了按既定顺序对数据包实施
多项行动（即警管、标记、过滤和抽样），所有行动都需要显式的、单独的、不可复用的
配置。从操作的角度看，这是行不通的。

您可在结构化语言中非常轻松地编程和控制上述的伪配置（JUNOS软件），这个环境允许
您在一个服务链中显式定义数据包流和行动。

!
class-map match-all Class2
match access-group 103
!
! Sampling
!
sampling-policy Sample
class Class2
!
! Access Lists (Equivalent to Firewall Filter Terms)
!
access-list 100 deny udp 192.161.41.49 0.0.0.0 any access-list 100 permit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192.73.81.0 0.0.0.255 any access-list 101 deny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2 permit ip 192.73.0.0 0.0.255.255 any access-list 102 deny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3 permit ip any any
!

filter Input
term Reject-traffic

from {
address {

192.161.41.49/32;
}

protocol udp;
}
then {

count deleted-counter1;
discard;

}
}
term Policy-routing {

from {
address {

192.73.81/24;
}

}
then {

count policy-forwarded-counter2;
routing-instance isp1-route-table;

}
}
term Police {

from {

!
class-map match-all Class2
match access-group 103
!
! Sampling
!
sampling-policy Sample
class Class2
!
! Access Lists (Equivalent to Firewall Filter Terms)
!
access-list 100 deny udp 192.161.41.49 0.0.0.0 any access-list 100 permit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192.73.81.0 0.0.0.255 any access-list 101 deny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2 permit ip 192.73.0.0 0.0.255.255 any access-list 102 deny ip
any any
access-list 103 permit ip any any
!

filter Input
term Reject-traffic

from {
address {

192.161.41.49/32;
}

protocol udp;
}
then {

count deleted-counter1;
discard;

}
}
term Policy-routing {

from {
address {

192.73.81/24;
}

}
then {

count policy-forwarded-counter2;
routing-instance isp1-route-table;

}
}
term Police {

f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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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软件在单一链状结构中配置服务的能力允许您非常严格地控制数据包。例如，在
“策略路由”条件下向行动块中添加“接受”表示您明确规定不对此类流量实施限速。
否则将实施限速。

您可通过任何位字段或标签（即目的地类使用或接口组）为路由器定义内部使用的数据
包匹配条件。您可对所有字段实施范围匹配并对单一字段应用多个匹配条件。

同样，匹配条件可以是PFE能够处理的并且允许随意复用的任何内容。这种配置模式不
仅能够提高灵活性，还能减少因服务间互动而造成的复杂编程错误。 

可扩展性：过滤器容量
可扩展性是M系列和T系列路由器的另一个领先优势。从根本上说，可扩展性与PFE处理
数据包的能力密不可分。除安全特性外，过滤还涉及到组播、IP路由（表查找和出站接
口分配）、边缘汇聚及标签分配和交换等。

核心网络设备必须能够过滤流量并允许运营商设置过滤策略。接口支持的防火墙过滤条
件越多，运营商越能更加严格地控制穿过网络核心的流量。因此，对防火墙过滤条件的
支持情况是可扩展性的重要评估指标。

瞻博网络T系列和M系列路由器能够轻松支持几万个防火墙管理条件，同时线速转发流
量。这些配置已在大量的数据包转发引擎上得到了验证。

防火墙过滤器可能因为加重转发路径中的查找负载而增加延迟。随着过滤器数量的增
加，过滤时间将随之延长。然而，在M系列和T系列路由器中，只有非常小规模的数据包

address {
192.73/16;

}
protocol udp;

}
then {

count policed-counter3;
policer policer-1;
accept;

}
}
term Accept {

then {
accept;

}
}

}
policer policer-1 {

if-exceeding {
bandwidth-limit 10m;
burst-size-limit 1m;

}
then {

discar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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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个流都由40字节数据包组成，这在实际情况中从未出现过）才会受到数量极多
的过滤器的影响。13

通过基于TCAM的方法，您需要通过一个数据包转发对象来接受或拒绝一个IP前缀。此
外，防火墙过滤条件所能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只要存在跨越位边界的情况，您经常都
需要使用多个对象来满足一系列IP地址或TCP/UDP端口的需求。14

因此，操作人员将很快耗尽最多允许使用的防火墙过滤条件，这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
“CAM爆炸”现象。一旦硬件支持的防火墙过滤条件超限，系统将停止处理这些过滤条
件或者切换回软件转发路径。

瞻博网络过滤功能举例说明

下文将举例说明瞻博网络防火墙过滤器的独有特性。与竞争产品相比，这些特性允许路
由器处理更多服务并大幅度提高运行效率。

关于这些特性配置的具体举例说明，请参见“附录B：瞻博网络参考文献。”15

嵌套过滤器和链状过滤器概述
嵌套过滤器和链状过滤器都是瞻博网络M系列和T系列路由器的独有特性。由于能够嵌套

13 关于这个规模的流量测试结果，请与当地的销售工程师(SE)联系或者将这篇文章提交给当地的SE或竞争情报团队。
14 关于基于内容查找方法的测试案例及可扩展性缺陷的具体例示，请与当地的销售工程师（SE）联系或请当地SE阅读本文。
15 关于所有这些举例说明的详细讨论，请参见《JUNOS Software Release 9.1 Policy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Guide》。

项目

过滤器1

嵌套过滤器
(子程序)

过滤器2

调用过滤器

链接下一个过滤器
(单独的路由实例或FIB)

调用嵌套过滤器

继续链接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图7. 嵌套过滤器和链状过滤器的逻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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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过滤器，因此您可在多个位置复用这些产品。此外，您也可将过滤器特性链接在
一起，称为“转发表过滤”。图七显示了这些特性的逻辑流。

嵌套功能支持大量应用。例如，允许您在协议再分配后通过单独的过滤器来检查IP地址
前缀；拒绝未分配的（Bogon）前缀模块；在接口上的流量数量达到门限值时执行警管
（限速）（门限值因接口而异，包括逻辑或物理接口）。无论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根据
需要创建并调用单独的过滤器。

用于链接主要应用的特性成为“转发表过滤器（FTF）”。通过FTF，操作人员可以为每个
路由实例规定过滤器，如MPLS VRF、互联网和路由器的控制平面等。

嵌套：可复用的过滤器
嵌套式过滤器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大多数过滤器中创建的配置工作。您可通过通用理想
条件配置一个过滤器，并将它们应用到其他过滤器中。如想更改通用理想条件，只需更
改一个过滤器的通用条件即可，无需逐一更改所有的过滤器。

如想在过滤器中配置过滤器，请将过滤器语句放到防火墙过滤条件中：

然后将通用过滤器应用到任何地方。

将过滤器定义为通用过滤器并将其配置成两个单独的过滤器：

term term-name {
filter filter-name;

}

[edit]
firewall {

filter common-filter {
term t1 {

from {
protocol udp;
port tftp;

}
then {
log;
discard;
}

}
}
filter filter1 {

term term1 {
filter common-filter;

}
}
filter filter2 {

term term1 {
filter common-filter;
}

}
}

term term-name {
filter filter-name;

}

[edit]
firewall {

filter common-filter {
term t1 {

from {
protocol udp;
port tftp;

}
then {
log;
discard;
}

}
}
filter filter1 {

term term1 {
filter common-filter;

}
}
filter filter2 {

term term1 {
filter common-filt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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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状：转发表过滤器
链接特性用于对转发表实施过滤。这个特性成为“转发表过滤器（FTF）”。FTF能够控制
路由器接收哪些数据包并执行转发表查找任务，从而控制路由器在接口上的数据包转发
操作。所有数据包都必须穿过转发表过滤器才能进入转发表。

转发表过滤器允许供应商通过过滤路由实例来更好地控制网络服务。例如，供应商可对
以下各项应用不同的转发过滤器：

• 接入网络

• MPLS VPN

• IPSec VPN

• 互联网使用

• 路由器的控制平面

• DoS情况下的特殊转发表

FTF作用于路由实例（转发表）而不是接口。例如，当路由器接收到数据包时，将通过搜
索转发表来决定数据包的转发目的地—与接收数据包的VPN相关—并找到通往目的地的最
佳路径。路由器随后将通过适当接口将数据包转发至目的地。这个特性也是基于BGP牵制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的高级防御技术（draft-marques-idr-flow-spec）。

如想对VPN VRF表应用FTF，供应商首先必须创建系列地址（如IPv4和MPLS等），然后创
建过滤条件、匹配条件和行动。接下来编辑即将应用过滤器的路由实例（转发表）。

为接口组分配过滤器
使用接口组允许供应商为每个接口分配独特的计数器—对于避免DoS攻击非常有用。瞻
博网络是提供这个特性的唯一路由器供应商。

定义了接口组之后，系统将把这个接口接收的数据包标记为接口组的一部分。供应商随
后可使用接口组匹配语句来匹配这些数据包。

如想把接口定义成接口组的一部分，供应商必须使用组语句，然后创建过滤器来牵制这
个接口组。最后，供应商应该为过滤器中引用的接口组分配一个或多个接口，并应用用
于牵制接口组的过滤器。

基于过滤器的记账和DCU
瞻博网络提供大量的计费和报告特性来增强记账信息的收集能力。基于过滤器的记账功

[edit]
routing-instance routing-instance-name {

instance-type forwarding;
forwarding-options {

family family-name {
filter {

input filter-nam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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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许供应商配置定制的数据包过滤器来识别并计算用户定义的流量流。目的地类使用
（DCU）功能允许供应商基于路由策略调整记账策略并允许记账策略动态适应快速变化
的路由环境。这两个特性都在硬件中实施。

瞻博网络是提供源类使用（SCU）和DCU功能的唯一供应商。SCU和DCU使用基于类的
过滤条件，能够基于源类或目的地类来匹配数据包字段。

源类是组成一组并使用单一类名的一系列源前缀。目的地类是组成一组并使用单一类名
的一系列目的地前缀。

源类的定义方式如下：

[edit firewall filter inet filter-name term term-name]
from {
source-class class-name;
}

[edit firewall filter inet filter-name term term-name]
from {
destination-class class-name;
}

目的地类的定义方式如下：

[edit firewall filter inet filter-name term term-name]
from {
source-class class-name;
}

[edit firewall filter inet filter-name term term-name]
from {
destination-class class-name;
}

供应商可为输出防火墙过滤器规定源类或目的地类。虽然供应商也能为输入防火墙过滤器
规定源类或目的地类，但只有当防火墙过滤器被应用到输出接口时，您才能添加计数器。

由于SCU和DCU在路由查找完成后才被决定，因此，基于类的过滤器匹配条件只适用于
输出防火墙。

控制平面——环回过滤器
供应商也能对路由平台的环回接口应用一个输入或输出防火墙过滤器。这个接口用于连
接路由引擎，安装在所有的路由平台上，允许供应商过滤路由引擎接收或转发的本地数
据包。

任何报头中的任意字段
“附录A：过滤器中引用的报头字段”显示了防火墙过滤器条件中可以使用的所有字
段。其中粗体的字段是瞻博网络路由器的特有字段。例如，只有瞻博网络路由器能够过
滤转发类。

结语

许多服务都以过滤功能为构建基础，如计数器、过滤器分类器、基于策略的转发表分配
及抽样特性等。为了最大规模地支持这些服务，供应商所需的解决方案不应使用固定算
法，而是应该提供在内存中执行表搜索的灵活性。瞻博网络凭借独特的数据平面提供这
个级别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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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使用瞻博网络M系列、MX系列和T系列路由器，供应商可计算数据包的数量，以
便开展进一步的过滤、抽样、重新计数及切换到另一个VRF等行动。考虑到过滤器链接
和多条件匹配，其他供应商的平台不可能支持如此有序而顺畅的行动。对其他供应商来
说，由于必须合并TCAM对象而导致无法逐一匹配防火墙过滤条件，因此，即便是实现
重复计数这样的基本构造也存在问题。相比之下，M120、M320和T系列路由器却能严
格按顺序广泛提供服务并控制服务。

对于任何可行的网络实施来说，瞻博网络内存搜索算法的可扩展性都远远领先于简单的
表查找方法。基于TCAM的服务在灵活性、可编程性及经济高效的可扩展性等方面均存
在局限性。

瞻博网络硬件技术部通过设计高性能ASIC克服了这些局限性。这些ASIC支持足够快的查
找速度以便线速处理路由和服务并提供巨大的灵活性—一般来说，瞻博网络每代IP数据
包处理器的速度至少都是竞争对手的2倍。

附录A：过滤器中引用的报头字段

下表显示了您可以在过滤器中引用的报头字段。粗体显示的字段只适用于JUNOS软件
（不出现在任何其他供应商的OS中）。

表2. 过滤器中引用的报头字段

address 匹配IP源或目的地地址 
ah-spi 匹配IPSec AH SPI的值 
ah-spi-except 不匹配IPSec AH SPI的值 
apply-groups 继承配置数据的组 
apply-groups-except 不继承配置数据的组 
destination-address 匹配IP目的地地址 
destination-class 匹配目的地类 
destination-class-except 不匹配目的地类 
destination-port 匹配TCP/UDP目的地端口 
destination-port-except 不匹配TCP/UDP目的地端口

destination-prefix-list 在指定列表中匹配IP目的地前缀 
dscp 匹配差分服务(DiffServ)代码点 
dscp-except 不匹配差分服务(DiffServ)代码点

esp-spi 匹配IPSec ESP SPI的值 
esp-spi-except 不匹配IPSec ESP SPI的值

first-fragment 当数据包是第一个片段时进行匹配 
forwarding-class 匹配转发类

forwarding-class-except 不匹配转发类 
fragment-flags 匹配片段标记 
fragment-offset 匹配片段偏移 
fragment-offset-except 不匹配片段偏移 
icmp-code 匹配ICMP消息代码 
icmp-code-except 不匹配ICMP消息代码

icmp-type 匹配ICMP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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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瞻博网络参考文献

下面的解决方案简介和白皮书提供了本文所描述的特性和功能的具体信息。此外，下面这些
解决方案简介和白皮书中还讨论了瞻博网络在多业务边缘市场的显著优势-包括以太网。

书籍
《JNCIA: Juniper Networks Certified Internet Associate Study Guide》, 作者Joseph M. 
Soricelli等，Sybex,2003年。

《JUNOS Cookbook: Time-Saving Techniques for JUNOS Software Configuration》, 作
者Aviva Garrett, O’Reilly, 2006年。

文献
《JUNOS™ Software Release 9.1 Policy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Guide》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software/junos/junos91/swconfig-policy/swconfig-policy.pdf

icmp-type-except 不匹配ICMP消息类型

interface 匹配接口名

interface-group 匹配接口组

interface-group-except 不匹配接口组

interface-set 匹配组中的接口 
ip-options 匹配IP选项 
ip-options-except 不匹配IP选项 
is-fragment 当数据包是一个片段时进行匹配

packet-length 匹配数据包长度

packet-length-except 不匹配数据包长度

port 匹配TCP/UDP源或目的地端口 
port-except 不匹配TCP/UDP源或目的地端口

precedence 匹配IP优先值 
precedence-except 不匹配IP优先值

prefix-list 在指定列表中匹配IP的源或目的地前缀 
protocol 匹配IP协议类型 
protocol-except 不匹配IP协议类型

source-address 匹配IP源地址 
source-class 匹配源类 
source-class-except 不匹配源类 
source-port 匹配TCP/UDP源端口 
source-port-except 不匹配TCP/UDP源端口

source-prefix-list 在指定列表中匹配IP源前缀 
tcp-established 匹配既定TCP连接的数据包 
tcp-flags 匹配TCP标记 
tcp-initial 匹配TCP连接的最初数据包

ttl type 匹配IPv4 TTL，用于通用的TTL安全机制（RFC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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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Filter-based Forwarding》
简要介绍路由器如何通过过滤器来差分接口上的流量流，以便将它们发送给适当的路由
实例。
http://www.juniper.net/solutions/literature/white_papers/552003.pdf

《Integrating Ethernet in Carrier Class Networks》
概述瞻博网络路由器中与以太网相关的特性，尤其是IQ2以太网服务引擎(ESE)PIC、
I-Chip数据包转发ASIC及M120多业务边缘路由器。
http://www.juniper.net/solutions/literature/white_papers/200198.pdf

《Securing Service Provider Networks》
此白皮书介绍了用于保护基础设施或提供可管理安全服务的高级安全技术。
www.juniper.net/solutions/literature/white_papers/200180.pdf

关于瞻博网络

瞻博网络是高性能网络领域中的领导者。瞻博网络提供高性能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在
单一网络中创建一个具有响应性的和受信赖的环境，从而加速服务和应用的部署，并推
动高性能的业务进行。欲知详情，请访问www.juni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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