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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管理指南

《vShield 管理指南》将介绍如何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以及 vSphere Client 插件来安装、配置、监视

和维护 VMware® vShield™ 系统。此信息包括分步配置说明以及推荐的 佳实践。

目标读者
本手册专供要在 VMware vCenter 环境中安装或使用 vShield 的用户使用。本手册的目标读者为熟悉虚拟机技

术和虚拟数据中心操作且经验丰富的系统管理员。本手册假设您熟悉 VMware Infrastructure 5.x，包括 VMware
ESX、vCenter Server 和 vSpher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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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概述 1
VMware® vShield 是专为 VMware vCenter Server 与 VMware ESX 集成而构建的安全虚拟设备套件。vShield
是保护虚拟化数据中心免遭攻击的关键安全组件，可帮助您实现合规性所要求的目标。

本指南假设您对整个 vShield 系统具有管理员访问权限。根据分配给用户的角色、权限和许可，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的可查看资源会有所不同。如果无法查看屏幕或执行特定任务，请咨询您的 vShield 管理员。

n 关于 vShield 组件第 9 页，

vShield 包括对保护虚拟机至关重要的组件和服务。可通过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vSphere Client 插件、

命令行界面 (CLI) 和 REST API 配置 vShield。

n 迁移 vShield 组件第 11 页，

vShield Manager 和 vShield Edge 虚拟设备可根据 DRS 和 HA 策略自动或手动执行迁移。vShield Manager
必须始终运行，因此在当前 ESX 主机执行重新启动或维护模式例程时都必须迁移 vShield Manager。

n 关于 vShield 组件上的 VMware Tools 第 11 页，

每个 vShield 虚拟设备都包含 VMware Tools。请勿升级或卸载 vShield 虚拟设备附带的 VMware Tools
版本。

n vShield 通信所需的端口第 11 页，

关于 vShield 组件
vShield 包括对保护虚拟机至关重要的组件和服务。可通过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vSphere Client 插件、命令

行界面 (CLI) 和 REST API 配置 vShield。

要运行 vShield，您需要一个 vShield Manager 虚拟机以及至少一个 vShield App 或 vShield Edge 模块。

vShield Manager
vShield Manager 是 vShield 的集中式网络管理组件，可使用 vSphere Client 将其作为虚拟机从 OVA 进行安

装。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管理员可以安装、配置和维护 vShield 组件。vShield Manager 可在与

vShield App 和 vShield Edge 模块不同的 ESX 主机上运行。

vShield Manager 利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显示 vSphere Client 清单面板的副本。

有关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3 页，第 2 章“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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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dge
vShield Edge 提供网络边缘安全和网关服务，用于隔离端口组、vDS 端口组或 Cisco® Nexus 1000V 中的虚拟

机。vShield Edge 通过提供 DHCP、VPN、NAT 和负载平衡等常见网关服务将隔离的末端网络连接到共享（上
行链路）网络。vShield Edge 通常部署在 DMZ、VPN 外联网和多租户云计算环境中，vShield Edge 在这些环

境中为虚拟数据中心 (Virtual Datacenter, VDC) 提供外围安全保护。

注意   您必须获取评估或完全许可证才能使用 vShield Edge。

标准 vShield Edge 服务
（包含 vCloud Director）

n 防火墙：支持的规则包括 IP 5 元组配置（包含用于 TCP、UDP 和 ICMP
状态监测的 IP 地址和端口范围）。

n 网络地址转换：分别用于控制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以及 TCP 和 UDP
端口转换的独立控制项。

n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配置

IP 池、网关、DNS 服务器和搜索域。

n 配置 DNS 服务器，以转发来自客户端和 syslog 服务器的名称解析请求。

n 数据包要遵循的静态路由。

高级 vShield Edge 服务 n 点对点虚拟专用网络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使用标准化 IPsec
协议设置与所有主要防火墙供应商进行交互操作。

n 负载平衡：简单动态地配置虚拟 IP 地址和服务器组。

n 高可用性：确保 vShield Edge 设备在虚拟化网络上始终可用。

n SSL VPN-Plus：允许远程用户安全地连接到位于 vShield Edge 网关后面的
专用网络。

vShield Edge 支持将所有服务的 syslog 导出到远程服务器。

vShield App
vShield App 是一种内部 vNIC 级第 2 层防火墙，允许您创建不受网络拓扑限制的访问控制策略和在同一个

VLAN 中实现网络隔离。vShield App 监视 ESX 主机的所有传入和传出流量，包括同一端口组中虚拟机之间的
流量。vShield App 支持流量分析和创建基于容器的策略。容器可以是动态或静态的 vCenter 构造，例如数据

中心或在 vShield Manager 中定义的对象（如安全组、IPset 或 MACset）。vShield App 支持多租户。

vShield App 作为虚拟化管理程序模块和防火墙服务虚拟设备安装。vShield App 通过 VMsafe API 与 ESX 主
机集成，可与 DRS、vMotion、DPM 和维护模式等 VMware vSphere 平台功能协同运行。

vShield App 通过在每个虚拟网络适配器上放置一个防火墙筛选器为各个虚拟机提供防火墙保护。规则可以包

含多个源、目标和应用程序。防火墙筛选器以透明方式运行，不需要变更网络或修改 IP 地址来创建安全区域。

您可以使用 vCenter 容器（如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和 vApp）或网络对象（如端口组和 VLAN）编写访问
规则，减少防火墙规则的数量并使这些规则更易于跟踪。

应当在群集中的所有 ESX 主机上安装 vShield App 实例，这样 VMware vMotion™ 操作便可以正常运行，且

虚拟机在 ESX 主机之间迁移时仍会受到保护。默认情况下，使用 vMotion 无法移动 vShield App 虚拟设备。

流量监视功能会显示应用程序协议级别允许和阻止的网络流量。您可以使用此类信息来审核网络流量和对操作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注意   您必须获取评估或完全许可证才能使用 vShield App。

vShiel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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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ndpoint
vShield Endpoint 可将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代理处理任务转移到 VMware 合作伙伴提供的专用安全虚拟设备
上。由于安全虚拟设备（与客户机虚拟机不同）不会脱机，因此可以不断地更新防病毒签名，从而为主机上的
虚拟机提供持续保护。另外，还可以在新虚拟机（或处于脱机状态的现有虚拟机）联机时，立即使用 新防病
毒签名保护这些虚拟机。

vShield Endpoint 可作为虚拟化管理程序模块和来自第三方防病毒供应商（VMware 合作伙伴）的安全虚拟设

备安装在 ESX 主机上。

注意   您必须获取评估或完全许可证才能使用 vShield Endpoint。

vShield Data Security
可通过 vShield Data Security 查看存储在组织的虚拟化环境和云环境中的敏感数据。根据 vShield Data Security
报告的冲突，您可以确保敏感数据受到充分保护，并且能评估与周围环境中的法规是否相符。

迁移 vShield 组件
vShield Manager 和 vShield Edge 虚拟设备可根据 DRS 和 HA 策略自动或手动执行迁移。vShield Manager
必须始终运行，因此在当前 ESX 主机执行重新启动或维护模式例程时都必须迁移 vShield Manager。

每个 vShield Edge 应该连同其数据中心一起移动，从而保持安全设置和服务。

vShield App、vShield Endpoint 合作伙伴设备或 vShield Data Security 不能移至其他 ESX 主机。如果这些组

件所驻留的 ESX 主机需要执行手动维护模式操作，则必须取消选中 Move powered off and suspended virtual
machines to other hosts in the cluster 复选框，以确保这些虚拟设备不进行迁移。这些服务会在 ESX 主机联机
后重新启动。

关于 vShield 组件上的 VMware Tools
每个 vShield 虚拟设备都包含 VMware Tools。请勿升级或卸载 vShield 虚拟设备附带的 VMware Tools 版本。

vShield 通信所需的端口

vShield 要求打开以下端口：

n 要部署的 ESX 主机、vCenter Server 和 vShield 设备上的 vShield Manager 端口 443

n vShield Manager 和 vShield App 之间用于时间同步的 UDP123

n 来往于 vCenter Client 和 ESX 主机的 902/TCP 和 903/TCP

n 用于使用 REST API 调用的从 REST 客户端到 vShield Manager 的 443/TCP

n 从 80/TCP 到 443/TCP，用于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并启动与 vSphere SDK 的连接

n 22/TCP，用于 CLI 故障排除

章 1 vShield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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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基础 2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提供了专用于 vShield 的配置和数据查看选项。vShield Manager 利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显示 vSphere Client 清单面板，以此提供 vCenter 环境的完整视图。

注意   您可将 vShield Manager 注册为 vSphere Client 插件。这样便可以在 vSphere Client 内配置 vShield 组
件。请参见《vShield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的“设置 vShield Manager”。

n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第 13 页，

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vShield Manager 管理界面。

n 关于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第 13 页，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可划分成两个面板：清单面板和配置面板。从清单面板选择视图和资源，以在
配置面板中打开可用详细信息和配置选项。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vShield Manager 管理界面。

步骤

1 打开 Web 浏览器窗口并键入分配给 vShield Manager 的 IP 地址。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将在 SSL/HTTPS 会话中打开（或者打开一个安全 SSL 会话）。

2 接受安全证书。

注意   建议使用 SSL 证书对 vShield Manager 进行验证。请参见第 18 页，“添加 SSL 证书以识别 vShield
Manager Web 服务”。

此时将显示 vShield Manager 登录屏幕。

3 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 default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应首先更改默认密码，以防止未授权的使用。请参见第 33 页，“编辑用户帐户”。

4 单击 Log In。

关于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可划分成两个面板：清单面板和配置面板。从清单面板选择视图和资源，以在配置
面板中打开可用详细信息和配置选项。

单击每个清单对象时，在配置面板中即会显示该清单对象的一组特定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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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第 14 页，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层次结构模仿 vSphere Client 清单层次结构。

n vShield Manager 配置面板第 14 页，

vShield Manager 配置面板根据所选清单资源和 vShield 操作的输出显示可配置的设置。每个资源都提供
多个选项卡，每个选项卡都显示与资源相对应的信息或配置表单。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层次结构模仿 vSphere Client 清单层次结构。

资源包括根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端口组、ESX 主机和虚拟机。因此，vShield Manager 结合 vCenter
Server 清单可提供虚拟部署的完整视图。vShield Manager 和 vShield App 虚拟机不显示在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vShield Manager 设置是从清单面板顶部的 Settings & Reports 资源中配置的。

该清单面板提供多个视图：Hosts & Clusters、Networks 以及 Edges。Hosts & Clusters 视图显示清单中的数

据中心、群集、资源池和 ESX 主机。Networks 视图显示清单中的 VLAN 网络和端口组。Edges 视图显示由

vShield Edge 实例保护的端口组。Hosts & Clusters 和 Networks 视图与 vSphere Client 中相同的视图保持一致。

代表虚拟机和 vShield 组件的各图标，在 vShield Manager 和 vSphere Client 清单面板之间存在差别。自定义

图标用于显示 vShield 组件和虚拟机的区别，以及显示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虚拟机的区别。

表 2-1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上的 vShield 虚拟机图标

图标 描述

 

 

已打开电源的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虚拟机。

 

 

已打开电源的不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虚拟机。

关闭电源的虚拟机。

断开连接的受保护虚拟机。

刷新清单面板

要刷新清单面板中的资源列表，请单击 . 该刷新操作请求接收来自 vCenter Server 的 新资源信息。默认情

况下，vShield Manager 每 5 分钟请求接收一次来自 vCenter Server 的资源信息。

搜索清单面板

要搜索特定资源的清单面板，请在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顶部的字段中键入一个字符串，然后单击 .

vShield Manager 配置面板

vShield Manager 配置面板根据所选清单资源和 vShield 操作的输出显示可配置的设置。每个资源都提供多个
选项卡，每个选项卡都显示与资源相对应的信息或配置表单。

由于每个资源的用途不同，因此某些选项卡特定于某些资源。另外，某些选项卡还包含二级选项。

vShiel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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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设置 3
您可以编辑 vCenter Server、DNS 和 NTP 服务器，以及在初始登录过程中指定的查询服务器。vShield Manager
需要与 vCenter Server 和服务（例如 DNS 和 NTP）进行通信，以提供有关 VMware Infrastructure 清单的详
细信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5 页，“编辑 DNS 服务器”

n 第 16 页，“编辑 vShield Manager 日期和时间”

n 第 16 页，“编辑 Lookup Service 详细信息”

n 第 16 页，“编辑 vCenter Server”

n 第 17 页，“指定 Syslog 服务器”

n 第 17 页，“下载 vShield 的技术支持日志”

n 第 18 页，“添加 SSL 证书以识别 vShield Manager Web 服务”

n 第 19 页，“向 vShield Manager 添加 Cisco 交换机”

n 第 19 页，“使用服务和服务组”

n 第 22 页，“分组对象”

编辑 DNS 服务器
您可以更改在首次登录期间指定的 DNS 服务器。主 DNS 服务器会显示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配置] 选项卡。

3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4 单击 DNS Servers 旁的 Edit。

5 进行适当更改。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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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vShield Manager 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更改在首次登录期间指定的 NTP 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配置选项卡。

3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4 单击 NTP Server 旁的 Edit。

5 进行适当更改。

6 单击确定。

7 重新引导 vShield Manager。

编辑 Lookup Service 详细信息
您可以更改在首次登录期间指定的 Lookup Service 详细信息。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配置选项卡。

3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4 单击 Lookup Service 旁的 Edit。

5 进行适当更改。

6 单击确定。

编辑 vCenter Server
您可以更改在首次登录时将 vShield Manager 注册到的 vCenter Server。仅在更改当前 vCenter Server 的 IP 地
址时才应进行该操作。

步骤

1 如果已登录 vSphere Client，请注销。

2 登录 vShield Manager。

3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4 单击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5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6 单击 vCenter Server 旁的 Edit。

7 进行适当更改。

8 单击确定。

9 登录 vSphere Client。

10 选择 ESX 主机。

11 验证 vShield 是否显示为一个选项卡。

vShiel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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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您可以从 vSphere Client 安装和配置 vShield 组件。

指定 Syslog 服务器
如果指定 syslog 服务器，则 vShield Manager 会将所有审核日志和系统事件从 vShield Manager 发送至 syslog
服务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配置] 选项卡。

3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4 单击 Syslog Server 旁的 Edit。

5 键入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

6 （可选） 键入 syslog 服务器的端口。

如果不指定端口，则会使用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主机名的默认 UDP 端口。

7 单击确定。

下载 vShield 的技术支持日志
您可以将 vShield Manager 审核日志和系统事件从 vShield 组件下载到您的 PC。

审核日志指的是配置更改（例如防火墙配置更改）日志，而系统事件指的是 vShield Manager 运行期间在后台

发生的事件。例如，如果 vShield Manager 失去与一个 vShield App 或 vShield Edge 设备的连接，则会记录一
个系统事件。

审核日志和系统事件都通过 syslog 服务器在 Info 级别进行记录。但是，系统事件具有内部严重性，为该系统

事件发送 syslog 消息时会添加该内部严重性。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3 单击 Support。

4 在 Tech Support Log Download 下，单击相应的组件旁边的 Initiate。

一旦启动，则会生成日志并将其上载到 vShield Manager。此操作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5 准备好日志后，单击 Download 链接将该日志下载到您的 PC。

该日志已压缩，其文件扩展名为 .gz。

下一步

您可以通过在保存文件的目录中浏览查找 All Files 来使用解压缩实用程序打开该日志。

章 3 管理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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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SSL 证书以识别 vShield Manager Web 服务
您可以生成证书签名请求，使其由 CA 签名，然后将签名的 SSL 证书导入到 vShield Manager 以验证 vShield
Manager Web 服务的身份，并对发送到 vShield Manager Web 服务器的信息进行加密。作为安全方面的 佳

实践，您应该使用生成证书选项生成私钥和公钥，其中私钥应保存到 vShield Manager。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配置] 选项卡。

3 单击 SSL Certificate。

4 在 Generate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 下，通过填写以下字段完成表单：

选项 操作

Common Name 键入 vShield Manager 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VMware 建议您
输入 FQDN。

Organization Unit 输入订购该证书的公司部门。

Organization Name 输入公司的法定全称。

City Name 输入公司所在城市的全称。

State Name 输入公司所在省/市/自治区的全称。

Country Code 输入代表您所在国家/地区的两位数代码。例如，美国的代码为 US。

Key Algorithm 从 DSA 或 RSA 中选择要使用的加密算法。VMware 建议选择 RSA 以实现向
后兼容性。

Key Size 选择在选定算法中使用的加密位数。

 
5 单击 Generate。

导入 SSL 证书

可导入预先存在或 CA 签署的 SSL 证书以供 vShield Manager 使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配置] 选项卡。

3 单击 SSL Certificate。

4 在 Import Signed Certificate 下，单击 Certificate File 旁边的 Browse 查找证书文件。

5 从 Certificate Type 下拉列表中选择证书文件类型。

如果适用，在导入 CA 签名证书前导入根证书和中间证书。如果有多个中间证书，则将它们合并为单个文
件，然后导入该文件。

6 单击应用。

屏幕顶部会显示包含消息 Successfully imported certificate 的黄色栏。

7 单击 Apply Certificate。

vShield Manager 将重新启动以应用该证书。

证书将存储在 vShield Manager 中。

vShiel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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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vShield Manager 添加 Cisco 交换机
您可以向 vShield Manager 添加 Cisco 交换机并管理其实施。

前提条件

N1K 交换机必须已安装在 vCenter Server 上。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确保您处于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中。

3 单击 Networking 选项卡。

4 单击 Add Switch Provider。

5 键入交换机的名称。

6 按以下格式键入可与该交换机通信的 API 接口：https://IP_of_VSM/n1k/services/NSM。

7 键入您的 N1K 用户名和密码。

8 单击确定。

交换机会添加到交换机提供程序表中。

使用服务和服务组
服务是协议-端口组合，服务组是一组服务。

创建服务

可以创建一个服务，然后为该服务定义规则。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创建服务 a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b 单击 Settings & Reports。
c 单击 Object Library。

在数据中心范围创建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创建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创建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服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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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添加 > 服务。

4 键入用来标识该服务的名称。

5 键入对服务的描述。

6 选择要向其添加非标准端口的协议。

7 在端口中键入端口号。

8 （可选） 在全局或数据中心范围创建服务时，请选择启用继承以允许基础范围的可见性使该服务在基础范
围可用。

9 单击确定。

该服务会显示在“服务”表中。

创建服务组

您可以在全局、数据中心或 vShield Edge 级别创建服务组，然后为该服务组定义规则。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创建服务组 a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b 单击 Settings & Reports。
c 单击 Object Library。

在数据中心范围创建服务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创建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创建服务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服务选项卡。

3 选择添加 > 服务组。

4 键入用来标识服务组的名称。

5 键入对服务的描述。

6 在“成员”中，选择要添加到该组的服务或服务组。

7 （可选） 在全局或数据中心范围创建服务组时，请选择启用继承以允许基础范围的可见性使该服务组在基
础范围可用。

8 单击确定。

该自定义服务组会显示在“服务”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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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服务或服务组

您可以编辑服务和服务组。

可以在定义服务或服务组的范围对其进行编辑。例如，如果某服务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
围对其进行编辑。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编辑服务 a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b 单击 Settings & Reports。
c 单击 Object Library。

在数据中心范围编辑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编辑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编辑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服务选项卡。

3
选择自定义服务或服务组，然后单击编辑（ ) 图标。

4 进行适当更改。

5 单击确定。

删除服务或服务组

您可以删除服务或服务组。

可以在定义服务或服务组的范围将其删除。例如，如果某服务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围将
其删除。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删除服务 a 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b 单击 Settings & Reports。
c 单击 Object Library。

在数据中心范围删除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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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在端口组范围删除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删除服务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服务选项卡。

3 选择自定义服务或服务组，然后单击删除（ ) 图标。

4 单击是。

该服务或服务组将被删除。

分组对象
使用分组功能，您可以创建可指定虚拟机和网络适配器等资源的自定义容器，使之受 App Firewall 保护。定义
组后，可以将该组作为源或目标添加到防火墙规则，使之受到保护。

使用 IP 地址组

创建 IP 地址组

您可以在全局、数据中心或 vShield Edge 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然后将该组作为源或目标添加在防火墙规则中。
该规则可帮助保护物理机不受虚拟机的影响，反之亦然。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分组对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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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 IP 地址。

此时将打开 Add IP Addresses 窗口。

4 键入地址组名称。

5 （可选） 键入地址组描述。

6 键入要包含在组中的 IP 地址。

7 （可选） 在全局或数据中心范围创建 IP 地址组时，请选择启用继承以允许基础范围的可见性使该 IP 地址
组在基础范围可用。

8 单击确定。

编辑 IP 地址组

可以在定义 IP 地址组的范围对其进行编辑。例如，如果某 IP 地址组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围对其进行编辑。

前提条件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编辑 IP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范围编辑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编辑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编辑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分组对象选项卡。

3
选择要编辑的组，然后单击编辑 ( ) 图标。

4 在“编辑 IP 地址”对话框中，进行适当的更改。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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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IP 地址组

可以在定义 IP 地址组的范围将其删除。例如，如果某 IP 地址组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围
将其删除。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删除 IP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范围删除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删除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删除 IP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分组对象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组，然后单击删除 ( ) 图标。

使用 MAC 地址组

创建 MAC 地址组

您可以创建由一系列 MAC 地址组成的 MAC 地址组，然后将该组作为源或目标添加在 vShield App Firewall
规则中。该规则可帮助保护物理机不受虚拟机的影响，反之亦然。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级别创建 MAC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级别创建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级别创建 MAC 地址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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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 MAC 地址。

此时将打开“添加 MAC 地址”窗口。

3 键入地址组名称。

4 （可选） 键入地址组描述。

5 键入要包含在组中的 MAC 地址。

6 如果希望 MAC 地址组向下传播至选定数据中心中的对象，请选择启用继承以允许在基础范围的可见性。

7 单击确定。

编辑 MAC 地址组

可以在定义 MAC 地址组的范围对其进行编辑。例如，如果某 MAC 地址组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围对其进行编辑。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编辑 MAC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范围编辑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编辑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编辑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分组对象选项卡。

3
选择要编辑的组，然后单击编辑 ( ) 图标。

4 在“编辑 MAC 地址”对话框中，进行适当的更改。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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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MAC 地址组

可以在定义 MAC 地址组的范围将其删除。例如，如果某 MAC 地址组定义在全局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Edge
范围将其删除。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全局范围删除 MAC 地址组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Object Library。

b 确保您处于 Grouping 选项卡中。

在数据中心范围删除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范围删除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在 vShield Edge 范围删除 MAC 地址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d 单击 Edge 选项卡。

e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f 单击配置选项卡。

 
2 单击分组对象选项卡。

3 选择要编辑的组，然后单击删除 ( ) 图标。

使用安全组

创建安全组

在 vSphere Client 中，您可以在数据中心或端口组级别添加安全组。

安全组的范围仅限于创建该安全组的资源级别。例如，如果在数据中心级别创建安全组，则只有在数据中心级
别创建防火墙规则时，才可将该安全组作为源或目标进行添加。如果为该数据中心内的端口组创建规则，则不
能使用该安全组。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数据中心级别创建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级别创建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选择分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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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Add，然后选择 Security Group。

此时将打开 Add Security Group 窗口，且选定的数据中心将显示为 Scope。

3 键入此安全组的名称和描述。

4 在 Add 按钮旁的字段中单击，然后选择要包含在安全组中的资源。

5 在成员中，选择要添加到安全组的一个或多个资源。

将资源添加到安全组时，将自动添加所有关联的资源。例如，选择虚拟机后，关联的虚拟网卡将自动添加
到安全组中。

6 单击确定。

编辑安全组

可以在定义安全组的范围对其进行编辑。例如，如果某安全组定义在数据中心范围，则无法在端口组范围对其
进行编辑。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数据中心级别编辑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级别编辑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选择分组选项卡。

 
2

选择要编辑的组，然后单击编辑 ( ) 图标。

3 在“编辑安全组”对话框中，进行适当的更改。

4 单击确定。

删除安全组

可以在定义安全组的范围将其删除。例如，如果某安全组定义在数据中心范围，则无法在 vShield 端口组范围
将其删除。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数据中心级别删除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在“常规”选项卡中，选择分组选项卡。

在端口组级别删除安全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网络。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选择分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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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删除的组，然后单击删除 ( ) 图标。

vShield 管理指南

28  VMware, Inc.



用户管理 4
安全操作通常由多人管理。根据特定的逻辑分类将整个系统委派给不同的人员管理。然而，只有具有特定资源

的适当权限的用户才有权执行任务。在 Users 区域中，您可以通过授予适当的权限向用户委派此类资源管理。

vShield 支持 Single Sign On (SSO)，vShield 通过它可以从诸如 AD、NIS 和 LDAP 等其他身份服务对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管理与任何 vShield 组件的 CLI 中的用户管理都是分开的。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29 页，“配置 Single Sign On”

n 第 30 页，“管理用户权限”

n 第 30 页，“管理默认用户帐户”

n 第 31 页，“添加用户帐户”

n 第 33 页，“编辑用户帐户”

n 第 33 页，“更改用户角色”

n 第 33 页，“禁用或启用用户帐户”

n 第 34 页，“删除用户帐户”

配置 Single Sign On
将 Single Sign On 服务与 vShield 集成在一起可提高 vCenter 用户进行用户身份验证的安全性，并使 vShield
可以通过诸如 AD、NIS 和 LDAP 等其他身份服务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 Single Sign On，vShield 支持通过 REST API 调用使用来自受信任源的经过身份验证的 SAML 令牌进行

身份验证。vShield Manager 还可以获取身份验证 SAML 令牌以与其他 VMware 解决方案配合使用。

前提条件

n Single Sign On 服务必须安装在 vCenter Server 上。

n 您必须指定 NTP 服务器，使 Single Sign On 服务器上的时间与 vShield Manager 上的时间保持同步。请

参见《vShield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的“设置 vShield Manager”。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配置选项卡。

3 确保您处于 General 选项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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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Lookup Service 旁的 Edit。

5 键入具有 Lookup Service 的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

6 根据需要更改端口号。

系统将根据指定的主机和端口显示 Lookup Service URL。

7 键入 SSO 用户名和密码。

这使 vShield Manager 可以在安全令牌服务服务器上对其自身进行注册。

8 单击确定。

下一步

为该 SSO 用户分配一个角色。

管理用户权限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中，用户的角色定义允许用户对给定资源执行的操作。角色决定用户获得授权可
对给定资源执行的活动，从而确保用户只能执行完成适当操作必需的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对特定资源的域控制，
如果您的权限没有限制，还可实现系统范围的控制。

强制执行下列规则：

n 一个用户只能具有一个角色。

n 不能将角色添加到用户或从用户中移除分配的角色。但可以更改用户的分配角色。

表 4-1  vShield Manager 用户角色

权限 权限

Enterprise 管理员 vShield 操作和安全。

vShield 管理员 仅 vShield 操作：例如，安装虚拟设备、配置端口组。

安全管理员 仅 vShield 安全：例如，定义数据安全策略、创建端口组、创建 vShield 模块的报告。

审核员 只读。

角色范围确定特定用户可以查看的资源。以下范围适用于 vShield 用户。

表 4-2  vShield Manager 用户范围

范围 描述

无限制 可以访问整个 vShield 系统

将访问范围限制为以下选定端口
组

可以访问指定的数据中心或端口组

Enterprise 管理员和 vShield 管理员角色只能分配给 vCenter 用户，其访问范围是全局（无限制）。

管理默认用户帐户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包含一个本地用户帐户，此帐户具有对所有资源的访问权限。您不能编辑此用户的

权限或删除此用户。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default。

请在初始登录到 vShield Manager 时更改此帐户的密码。请参见第 33 页，“编辑用户帐户”。

vShield 管理指南

30  VMware, Inc.



添加用户帐户
可以为 vShield 创建新的本地用户，或将角色分配给 vCenter 用户。

创建新的本地用户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单击添加。

此时将打开 Assign Role 窗口。

4 单击 Create a new user local to vShield。

5 键入 Email 地址。

6 键入 Login ID。

此用户名用于登录到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不能使用此用户名和关联的密码访问 vShield App 或
vShield Manager CLI。

7 键入用户的 Full Name 进行标识。

8 键入用于登录的 Password。

9 在 Retype Password 字段中再次键入该密码。

10 单击下一步。

11 为用户选择角色，然后单击 Next。有关可用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0 页，“管理用户权限”。

12 为用户选择范围，然后单击 Finish。

用户帐户将在 Users 表中显示。

将角色分配给 vCenter 用户

将角色分配给 SSO 用户时，vCenter 通过在 SSO 服务器上配置的身份服务对该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如果 SSO
服务器未配置或不可用，则用户在本地进行身份验证或基于 vCenter 配置通过 Active Directory 进行身份验证。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单击添加。

此时将打开 Assign Role 窗口。

4 单击 Select vCenter user。

5 键入用户的 vCenter User 名称。

注意   如果 vCenter 用户来自域（例如 SSO 用户），则必须输入完全限定的 Windows 域路径。这将允许

默认 vShield Manager 用户（管理员）以及 SSO 默认用户（管理员）登录 vShield Manager。此用户名用

于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不能用于访问 vShield App 或 vShield Manager CLI。

6 单击下一步。

7 为用户选择角色，然后单击 Next。有关可用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0 页，“管理用户权限”。

8 为用户选择范围，然后单击 Finish。

用户帐户将在 Users 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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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基于组的角色分配

组织创建用户组以进行适当的用户管理。与 Single Sign On (SSO) 集成后，vShield Manager 可以获得用户所

属的组的详细信息。无需将角色分配给属于相同组的各个用户，vShield Manager 可以将角色分配给组。我们

来浏览一些方案以帮助了解 vShield Manager 如何分配角色。

示例：方案 1

组选项 值

名称 G1

分配的角色 审核员（只读）

资源 全局根

用户选项 值

名称 John

属于组 G1

分配的角色 无

John 属于组 G1，该组已被分配审核员角色。John 继承了组角色和资源权限。

示例：方案 2

组选项 值

名称 G1

分配的角色 审核员（只读）

资源 全局根

组选项 值

名称 G2

分配的角色 安全管理员（读和写）

资源 Datacenter1

用户选项 值

名称 Joseph

属于组 G1、G2

分配的角色 无

Joseph 属于组 G1 和 G2，并且继承了审核员和安全管理员角色的组合权限。例如，John 拥有以下权限：

n 对 Datacenter1 的读、写（安全管理员角色）权限

n 对全局根的只读（审核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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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方案 3

组选项 值

名称 G1

分配的角色 企业管理员

资源 全局根

用户选项 值

名称 Bob

属于组 G1

分配的角色 安全管理员（读和写）

资源 Datacenter1

Bob 已被分配安全管理员角色，因此他未继承组角色权限。Bob 拥有以下权限

n 对 Datacenter1 及其子资源的读、写（安全管理员角色）权限

n Datacenter1 上的企业管理员角色

编辑用户帐户
可以编辑用户帐户来更改角色或范围。但不能编辑 admin 帐户。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选择要编辑的用户。

4 单击编辑。

5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6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更改用户角色
可以为除 admin 用户之外的所有用户更改角色分配。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选择要为其更改角色的用户

4 单击 Change Role。

5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6 单击 Finish 保存更改。

禁用或启用用户帐户
可以禁用某个用户帐户，以阻止该用户登录 vShield Manager。但不能禁用 admin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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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选择用户帐户。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n 单击 Actions > Disable selected user(s) 以禁用用户帐户。

n 单击 Actions > Enable selected user(s) 以启用用户帐户。

删除用户帐户
您可以删除创建的任何用户帐户，但不能删除 admin 帐户。已删除用户的审核记录会保留在数据库中，并可以
在审核日志报告中进行引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sers 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

4 单击 Delete。

5 单击确定确认删除。

如果删除 vCenter 用户帐户，则仅删除 vShield Manager 的角色分配。不会删除 vCenter 上的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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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系统软件 5
vShield 软件需要定期更新以保持系统性能。使用 Updates 选项卡选项，您可以安装并跟踪系统更新。

n 查看当前系统软件第 35 页，

可以查看当前安装的 vShield 组件软件版本或验证是否在进行更新。

n 上载更新第 35 页，

vShield 更新可按脱机更新的形式提供。某一更新可用时，您可以将该更新下载到您的 PC，并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上传该更新。

查看当前系统软件
可以查看当前安装的 vShield 组件软件版本或验证是否在进行更新。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pdates 选项卡。

3 单击 Update Status。

上载更新
vShield 更新可按脱机更新的形式提供。某一更新可用时，您可以将该更新下载到您的 PC，并使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上传该更新。

上载更新后，先更新 vShield Manager，然后更新每个 vShield Zones 或 vShield App 实例。如果需要重新引

导 vShield Manager 或者 vShield Zones 或 App，Update Status 屏幕会提示您重新引导该组件。在必须重新

引导 vShield Manager 和所有 vShield Zones 或 App 实例的情况下，必须先重新引导 vShield Manager，然后

重新引导每个 vShield Zones 或 App。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Updates 选项卡。

3 单击 Upload Upgrade Bundle。

4 单击 Browse 查找更新。

5 找到文件后，单击 Upload File。

6 单击 Update Status，然后单击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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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 Confirm Install 确认安装更新。

此屏幕中显示两个表。在安装期间，您可以查看顶部的表了解当前更新的说明、开始时间、成功状态和进

程状态。查看底部的表了解每个 vShield App 的更新状态。当 后一个 vShield App 的状态显示为 Finished
时，所有 vShield App 都已升级。

8 重新引导 vShield Manager 后，单击 Update Status 选项卡。

9 如果出现提示，单击 Reboot Manager。

10 单击 Finish Install 完成系统更新。

11 单击 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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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vShield Manager 数据 6
您可以备份和还原 vShield Manager 数据，其中可包含系统配置、事件和审核日志表。配置表包含在每个备份

中。但是，您可以排除系统和审核日志事件。保存备份的位置必须是 vShield Manager 可以访问的远程位置。

可根据调度执行备份或按需执行备份。

n 按需备份 vShield Manager 数据第 37 页，

您随时可通过执行按需备份对 vShield Manager 数据进行备份。

n 调度 vShield Manager 数据的备份第 38 页，

在任何给定时间只能调度一种备份类型的参数。无法调度仅包含配置的备份与完整数据备份同时运行。

n 还原备份第 38 页，

您只能在全新部署的 vShield Manager 设备上还原备份。

按需备份 vShield Manager 数据
您随时可通过执行按需备份对 vShield Manager 数据进行备份。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3 单击 Backups。

4 （可选） 如果不希望备份系统事件表，请选中 Exclude System Events 复选框。

5 （可选） 如果不希望备份审核日志表，请选中 Exclude Audit Logs 复选框。

6 键入将保存备份的系统的 Host IP Address。

7 键入备份系统的 Host Name。

8 键入登录到备份系统所需的 User Name。

9 键入与备份系统的用户名关联的 Password。

10 在 Backup Directory 字段中，键入用于存储备份的绝对路径。

11 在 Filename Prefix 中键入一个文本字符串。

此文本将被预置到备份文件名中，以便在备份系统中识别这些备份文件。例如，如果键入 ppdb，则生成的

备份的名称为 ppdbHH_MM_SS_DayDDMonYYYY。

12 输入 Pass Phrase 以确保备份文件安全。

13 从 Transfer Protocol 下拉菜单中，选择 SFTP 或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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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单击 Backup。

在完成备份后，该备份将显示在此表单下方的表中。

15 单击 Save Settings 保存配置。

调度 vShield Manager 数据的备份
在任何给定时间只能调度一种备份类型的参数。无法调度仅包含配置的备份与完整数据备份同时运行。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3 单击 Backups。

4 从 Scheduled Backups 下拉菜单中，选择 On。

5 从 Backup Frequency 下拉菜单中，选择 Hourly、Daily 或 Weekly。

系统将根据所选的频率禁用 Day of Week、Hour of Day 和 Minute 下拉菜单。例如，如果您选择 Daily，
则将禁用 Day of Week 下拉菜单，因为此字段不适用于每天频率。

6 （可选） 如果不希望备份系统事件表，请选中 Exclude System Events 复选框。

7 （可选） 如果不希望备份审核日志表，请选中 Exclude Audit Log 复选框。

8 键入将保存备份的系统的 Host IP Address。

9 （可选） 键入备份系统的 Host Name。

10 键入登录到备份系统所需的 User Name。

11 键入与备份系统的用户名关联的 Password。

12 在 Backup Directory 字段中，键入用于存储备份的绝对路径。

13 在 Filename Prefix 中键入一个文本字符串。

此文本将被预置到每个备份文件名中，以便在备份系统中识别这些备份文件。例如，如果键入 ppdb，则生

成的备份的名称为 ppdbHH_MM_SS_DayDDMonYYYY。

14 根据目标支持的内容，从 Transfer Protocol 下拉菜单中选择 SFTP 或 FTP。

15 单击 Save Settings。

还原备份
您只能在全新部署的 vShield Manager 设备上还原备份。

要还原可用备份，Backups 屏幕中的 Host IP Address、User Name、Password 和 Backup Directory 字段就
必须包含用于识别要恢复的备份的位置的值。如果备份文件包含系统事件数据和审核日志数据，则还将还原这
些数据。

重要事项   在还原备份文件前，请对您的当前数据进行备份。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3 单击 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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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View Backups，查看已保存到备份服务器的所有可用备份。

5 选中与要还原的备份对应的复选框。

6 单击 Restore。

7 单击 OK 确认。

章 6 备份 vShield Manager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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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事件和审核日志 7
系统事件指与 vShield 操作有关的事件。生成事件的目的是详细记录每个操作事件，例如 vShield App 重新引

导或 vShield App 和 vShield Manager 之间的通信中断。这些事件可能与基本操作（信息事件）或重要错误
（重要事件）相关。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41 页，“查看系统事件报告”

n 第 41 页，“vShield Manager 虚拟设备事件”

n 第 42 页，“vShield App 事件”

n 第 43 页，“关于 Syslog 格式”

n 第 43 页，“查看审核日志”

查看系统事件报告
vShield Manager 会将系统事件汇总到报告中。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ystem Events 选项卡。

3 要对事件进行排序，请单击相应列标题旁边的  或  。

vShield Manager 虚拟设备事件

以下事件特定于 vShield Manager 虚拟设备。

表 7-1  vShield Manager 虚拟设备事件

 关闭电源 打开电源 界面关闭 界面启动

本地 CLI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GUI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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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vShield Manager 虚拟设备事件

 CPU 内存 存储器

本地 CLI 运行 show process monitor 命
令。

运行 show system memory 命令。 运行 show filesystem 命令。

GUI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vShield App 事件

以下事件特定于 vShield App 虚拟设备。

表 7-3  vShield App 事件

 关闭电源 打开电源 界面关闭 界面启动

本地 CLI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Syslog 不适用 请参见第 43 页，
“关于 Syslog 格
式”。

e1000:mgmt:e1000_watchd
og_task:NIC Link is
Up/Down 100 Mbps Full
Duplex.有关在 syslog 服务器
上运行脚本的信息，请搜索
NIC Link is。

e1000:mgmt:e1000_watchdo
g_task:NIC Link is
Up/Down 100 Mbps Full
Duplex.有关在 syslog 服务器上
运行脚本的信息，请搜索
NIC Link is。

GUI 系统事件日志中
的“检测信号故
障”事件。请参见
第 41 页，“查看系
统事件报告”。

请参见第 148 页，
“查看 vShield App
的当前系统状态”。

请参见第 148 页，“查看
vShield App 的当前系统状
态”。

请参见第 148 页，“查看
vShield App 的当前系统状态”。

表 7-4  vShield App 设备状态事件

 CPU 内存 存储器
由于 DoS、不活动或者数据超时
导致的会话重置

本地 CLI 运行 show process
monitor 命令。

运行 show system
memory 命令。

运行 show
filesystem 命令。

运行 show log follow 命令。

Syslog 不适用 不适用 请参见第 43 页，“关于 Syslog
格式”。

GUI 1 从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
中选择安装有
vShield App 的主
机。

2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中，单

击  （位于
vShield App 虚拟
机的旁边）。

1 从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
中选择安装有
vShield App 的主
机。

2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中，单

击  （位于
vShield App 虚拟
机的旁边）。

1 从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
中选择安装有
vShield App 的主
机。

2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中，单

击  （位于
vShield App 虚拟
机的旁边）。

1 从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
板中选择安装有 vShield
App 的主机。

2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中，单击  （位
于 vShield App 虚拟机的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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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yslog 格式
是否与 SPOCK 的格式相同？

syslog 中记录的系统事件消息的结构如下。

syslog header (timestamp + hostname + sysmgr/)

Timestamp (from the service) 

Name/value pairs 

Name and value separated by delimiter '::'(double colons) 

Each name/value pair separated by delimiter ';;' (double semi-colons) 

系统事件的字段和类型包含以下信息。

Event ID ::32 bit unsigned integer  

Timestamp ::32 bit unsigned integer  

Application Name ::string  

Application Submodule ::string  

Application Profile ::string  

Event Code ::integer (possible values: 10007 10016 10043 20019)  

Severity ::string (possible values:INFORMATION LOW MEDIUM HIGH CRITICAL)  

Message :: 

查看审核日志
Audit Logs 选项卡提供了由所有 vShield Manager 用户执行的操作的视图。vShield Manager 会将审核日志数
据保留一年，之后将丢弃该数据。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Audit Logs 选项卡。

3 要查看某一审核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单击 Operation 列中的文本。如果该审核日志有详细信息，则可以单

击 Operation 列中该日志所对应的文本。

4 在 Audit Log Change Details 中，选择 Changed Rows 可以仅显示在执行该操作后值已发生更改的属性。

章 7 系统事件和审核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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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LAN 虚拟线路管理 8
在大型云部署中，虚拟网络中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逻辑隔离。例如，一个三层应用程序可能包含多个要求在虚

拟机之间使用逻辑隔离网络的虚拟机。诸如 VLAN（通过 12 位 VLAN 标识符实现 4096 个 LAN 分段）等传统

网络隔离技术可能无法为这些部署提供足够的分段。此外，基于 VLAN 的网络绑定到物理结构，其移动性受到
限制。

vShield VXLAN 虚拟线路是可扩展的平面第 2 层网络分段。该功能使您可以在任何可用的群集上部署应用程序
并在更广泛的直径内传输虚拟机，从而带来网络灵活性。基础技术称为 Virtual eXtensible LAN（即

VXLAN），可定义 24 位 LAN 分段标识符，在云部署级别提供分段。VXLAN 虚拟线路使您可以通过不同子
网中可重复的单元来扩展云部署。虚拟机的交叉群集放置有助于完全利用网络资源，且无需任何物理重新接线。

因此，VXLAN 虚拟线路可提供应用程序级别的隔离。

图 8-1  VXLAN 虚拟线路概览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网络

虚拟线路

虚拟机 虚拟机

VXLAN
Distributed

Switch

您必须是安全管理员才能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46 页，“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网络”

n 第 47 页，“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

n 第 49 页，“将虚拟机连接到 VXLAN 虚拟线路”

n 第 50 页，“测试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

n 第 51 页，“查看 VXLAN 虚拟线路的 Flow Monitoring 数据”

n 第 51 页，“对 VXLAN 虚拟线路使用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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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第 51 页，“避免 VXLAN 虚拟线路上出现欺骗行为”

n 第 51 页，“编辑网络范围”

n 第 53 页，“编辑 VXLAN 虚拟线路”

n 第 53 页，“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方案示例”

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网络
您必须通过指定传输 VLAN 和启用 IP 多播来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网络。这些准备步骤仅需完成一次，然

后可以创建多个 VXLAN 虚拟线路。

前提条件

检查以下对照表来准备在网络中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

n 确保您拥有以下软件版本

n VMware vCenter Server 5.1 或更高版本

n 每个服务器上为 VMware ESX 5.1 或更高版本

n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5.1 或更高版本

n 物理基础架构 MTU 必须至少比虚拟机 vNIC 的 MTU 大 50 字节

n 从您的网络管理员那里和分段 ID 池中获取多播地址范围

n 在 vCenter Server 运行时设置中为每个 vCenter Server 设置受管 IP 地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Center
Server 和主机管理》。

n 验证 DHCP 在 VXLAN 传输 VLAN 上是否可用

n 对于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必须启用 5 元组哈希分布

将群集与 Distributed Switch 相关联

必须将要加入虚拟化网络的每个群集映射到 vDS。将群集映射到交换机时，会为 VXLAN 虚拟线路启用该群集
中的每个主机。

前提条件

VMware 建议您在指定的网络范围内使用一致的交换机类型（供应商等）和版本。交换机类型不一致会导致

VXLAN 虚拟线路中出现未定义行为。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确保您处于准备选项卡中。

5 在“连接”中，单击编辑。

此时会显示为 VXLAN 网络准备基础架构对话框。

6 选择要加入虚拟网络的群集。

7 对于每个选定的群集，键入用于 VXLAN 传输的 VLAN。

有关检索 VXLAN 的 VLAN ID 的信息，请参见《vSphere 网络》文档。

vShiel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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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下一步。

9 在“指定传输属性”中，为每个虚拟 Distributed Switch 键入 大传输单元 (MTU)。MTU 是在一个数据

包分为更小的数据包之前可在其中传输的 大数据量。VXLAN 流量帧由于封装原因在大小上稍微大些，

因此每个交换机的 MTU 必须设置为 1550 或更大值。

10 单击完成。

您现在已集中计算资源，并且准备好按需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

将分段 ID 池和多播地址范围分配给 vShield Manager
您必须指定分段 ID 池来隔离网络流量，并指定多播地址范围来帮助在网络中传播流量，以避免单个多播地址
过载。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确保您处于准备选项卡中。

5 单击分段 ID 选项卡。

6 单击编辑。

此时将打开“编辑设置”对话框。

7 键入分段 ID 的范围。例如 5000-5200。

8 键入地址范围。例如 224.1.1.50-224.1.1.60。

9 单击确定。

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

前提条件

您的网络已为 VXLAN 虚拟线路做好准备。

添加网络范围

网络范围是您的虚拟化网络跨越的计算直径，并且可能包含多个 VXLAN 虚拟线路。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范围选项卡。

5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网络范围”对话框。

6 键入网络范围的名称。

7 键入网络范围的描述。

章 8 VXLAN 虚拟线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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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要添加到网络范围的群集。

9 单击确定。

添加 VXLAN 虚拟线路

准备好 VXLAN 结构后，可以添加 VXLAN 虚拟线路。VXLAN 虚拟线路提供必要的网络连接抽象，以便虚拟

机的 vNIC 始终使用 VXLAN 虚拟线路建立外部连接。

前提条件

1 您的网络已为 VXLAN 虚拟线路做好准备。

2 您已经添加了网络范围。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单击添加图标。

6 键入 VXLAN 虚拟线路的名称。

7 键入 VXLAN 虚拟线路的描述。

8 选择要在其中创建虚拟化网络的网络范围。“范围详细信息”面板会显示属于选定网络范围的群集，以及
可供在该范围内部署的服务。

9 单击确定。

下一步

在“名称”列中单击 VXLAN 虚拟线路可查看虚拟线路详细信息。

将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到 vShield Edge
将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到 vShield Edge 接口可隔离该 VXLAN 虚拟线路并提供网络边缘安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选择要连接到 vShield Edge 的 VXLAN 虚拟线路。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并选择连接到 Edge。

7 选择要将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到的 vShield Edge。

8 单击选择。

9 在“重定向到选定的 Edge”对话框中，单击继续。

10 在“编辑 Edge 接口”对话框中，键入 vShield Edge 接口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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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内部或上行链路指明其是内部接口还是上行链路接口。

VXLAN 虚拟线路通常连接到内部接口。

12 VXLAN 虚拟线路名称会显示在已连接到区域中。

13 选择接口的连接状态。

14 如果您要将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到的 vShield Edge 选择了“手动 HA 配置”，请以 CIDR 格式指定两

个管理 IP 地址。

15 根据需要编辑默认 MTU。

16 单击确定。

在 VXLAN 虚拟线路上部署服务

您可以在 VXLAN 虚拟线路上部署第三方服务。

前提条件

有关将服务添加到 vShield Manager 的信息，请参见第 141 页，“插入网络服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在其上部署服务的虚拟线路。

6 在可用服务面板中，单击启用服务。

7 在“向该网络应用服务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应用的服务和服务配置文件。

8 单击应用。

将虚拟机连接到 VXLAN 虚拟线路
可以将虚拟机与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这样可使您轻松识别 vCenter 清单中属于虚拟线路的端口组。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编辑的 VXLAN 虚拟线路。

6 单击虚拟机选项卡。

7 单击添加（ ) 图标。

8
在“将虚拟网卡连接到此网络”对话框的“搜索”字段中，键入虚拟机名称并单击 .

此时会显示虚拟机的所有虚拟网卡。

9 选择要连接的虚拟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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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下一步。

11 检查选定的虚拟网卡。

12 单击完成。

测试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
可以对 VXLAN 虚拟线路执行 ping 或广播测试，以检查其连接以及物理基础架构对 VXLAN 的检测。

执行 Ping 测试

可以先从源主机对目标主机执行 ping，然后再发送单播数据包。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测试的 VXLAN 虚拟线路。

6 单击主机选项卡。

7 选择一个主机。

8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然后选择测试连接。

此时将打开“测试网络主机之间的连接”对话框。在步骤 7 中选择的主机将显示在“源主机”字段中。选
择浏览可选择其他源主机。

9 选择测试数据包的大小。

VXLAN 标准大小为 1550 个字节（无碎片）（应与物理基础架构 MTU 匹配）。在这一大小设置下，vShield
可以检查连接并验证基础架构是否已为 VXLAN 流量做好准备。

小数据包大小允许存在碎片。在这一大小设置下，vShield 只能检查连接，但不能检查基础架构是否已
为更大的帧做好准备。

10 在目标面板中，单击浏览主机。

11 在“选择主机”对话框中，选择目标主机。

12 单击选择。

13 单击开始测试。

此时将显示主机对主机的 ping 测试结果。

执行广播测试

可以执行广播测试来解析 MAC 地址。某一主机将向同一网络段内的所有其他设备发送广播消息。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测试的虚拟线路。

6 单击主机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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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一个主机。

8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然后选择测试连接。

9 在“测试网络主机之间的连接”对话框中，单击广播

在步骤 7 中选择的主机将显示在“源主机”字段中。选择浏览可选择其他源主机。

10 选择测试数据包的大小。

VXLAN 标准大小为 1550 个字节（无碎片）（应与物理基础架构 MTU 匹配）。在这一大小设置下，vShield
可以检查连接并验证基础架构是否已为 VXLAN 流量做好准备。

小数据包大小允许存在碎片。在这一大小设置下，vShield 可以检查基础架构连接，但不能检查基础架
构是否已为更大的帧做好准备。

11 单击开始测试。

此时将显示广播测试结果。

查看 VXLAN 虚拟线路的 Flow Monitoring 数据
Flow Monitoring 是一个流量分析工具，可供您详细了解 VXLAN 虚拟线路上通过 vShield App 的流量。Flow
Monitoring 输出定义哪些计算机正通过哪些应用程序交换数据。此数据中包括会话数、数据包数和每个会话传
输的字节数。会话详细信息包括源、目标、会话方向、应用程序和正在使用的端口。可以使用会话详细信息来
创建防火墙的允许或阻止规则。

您可将 Flow Monitoring 作为取证工具来检测恶意服务和检查出站会话。Flow Monitoring 数据的有效期为两周。

只有在 VXLAN 虚拟线路群集中的主机上安装了 vShield App 后，才会提供 Flow Monitoring 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51 页，第 12 章“vShield App Flow Monitoring”。

对 VXLAN 虚拟线路使用防火墙规则
vShield App 通过实施访问策略为您的 VXLAN 虚拟线路提供防火墙保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57 页，第 13 章“vShield App Firewall 管理”。

避免 VXLAN 虚拟线路上出现欺骗行为
与 vCenter Server 同步后，vShield Manager 会从每个虚拟机上的 VMware Tools 中收集所有 vCenter 客户虚

拟机的 IP 地址。vShield 不信任由虚拟机上的 VMware Tools 提供的所有 IP 地址。如果虚拟机被攻击，则 IP
地址可能被假冒，恶意传输信息可能会绕过防火墙策略。

使用 SpoofGuard，您可以授权 VMware Tools 报告的 IP 地址，并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这些地址以防止欺骗。

SpoofGuard 本身还信任从 VMX 文件和 vSphere SDK 收集的虚拟机的 MAC 地址。通过从 App Firewall 规则

单独操作，可使用 SpoofGuard 阻止已确认为虚假的通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3 页，“使用 SpoofGuard”。

编辑网络范围
可以编辑、扩展或缩减网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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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编辑网络范围

可以查看选定网络范围的 VXLAN 虚拟线路、群集以及可用的服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范围选项卡。

此时会显示选定数据中心的所有网络范围。

5 在名称列中，单击网络范围。

“摘要”选项卡将显示以下信息。请单击相应部分中的编辑进行更改。

n “属性”部分将显示该网络范围的名称和描述以及基于该网络范围的 VXLAN 虚拟线路的数目。

n “网络范围”部分将显示该网络范围内的群集以及这些群集是否已为虚拟化网络做好准备（例如，这些

群集是否已映射到 vDS）。

n “可用服务”部分将显示该网络范围可用的服务。

扩大网络范围

可以向网络范围中添加群集。这将延伸所有现有的 VXLAN 虚拟线路，以便用于新添加的群集。

前提条件

必须已准备好要添加到网络范围中的群集。请参见第 46 页，“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范围选项卡。

此时会显示选定数据中心的所有网络范围。

5 在名称列中，单击某个网络范围。

6 在范围详细信息中，单击扩展。

此时将打开“向网络范围中添加群集（扩展）”对话框。

7 选择要添加到网络范围的群集。

8 单击确定。

缩小网络范围

可以从网络范围中删除群集。现有 VXLAN 虚拟线路可缩短以适应缩小后的范围。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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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范围选项卡。

此时会显示选定数据中心的所有网络范围。

5 在名称列中，单击网络范围。

6 在范围详细信息中，单击缩小。

此时将打开“从网络范围中删除群集（缩小）”对话框。

7 选择要从网络范围中删除的群集。

8 单击确定。

编辑 VXLAN 虚拟线路
可以编辑 VXLAN 虚拟线路的名称和描述。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编辑的 VXLAN 虚拟线路。

6 单击编辑。

7 进行所需更改。

8 单击确定。

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方案示例
此方案的情形如下：公司 ACME Enterprise 在数据中心 (ACME_Datacenter) 的两个群集上有多个 ESX 主机。

工程部门（位于端口组 PG-Engineering 上）和财务部门（位于端口组 PG-Finance 上）都在 Cluster1 上。营销

部门 (PG-Marketing) 在 Cluster2 上。两个群集都由单个 vCenter Server 5.1 管理。

图 8-2  实施 VXLAN 虚拟线路前的 ACME Enterprise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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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1 上的 ACME 计算空间不足，而 Cluster2 未充分利用。ACME 网络管理员要求 John 管理员（ACME
的虚拟化管理员）找出能够将工程部门扩展到 Cluster2 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使同属于工程部门的虚拟机位于

两个群集中，并且能够彼此通信。这将通过延伸 ACME 的 L2 层，使 ACME 能够利用两个群集的计算容量。

如果 John 管理员使用传统方法解决此问题，他需要以特殊方式连接单独的 VLAN 以便使两个群集处于同一 L2
域中。这可能需要 ACME 购买新的物理设备以分离流量，并可能导致诸如 VLAN 散乱、网络循环以及系统和
管理开销等问题。

John 管理员记得在 VMworld 2011 上看过 VXLAN 虚拟线路演示，决定评估 vShield 5.1 版本。他认为通过跨

dvSwitch1 和 dvSwitch2 构建 VXLAN 虚拟线路可以延伸 ACME 的 L2 层。

图 8-3  ACME Enterprise 实施 VXLAN 虚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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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管理员跨两个群集构建 VXLAN 虚拟线路后，他可以使用 vMotion 跨 VDS 迁移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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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VXLAN 虚拟线路上的 v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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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逐步了解一下 John 管理员在 ACME Enterprise 上构建 VXLAN 虚拟线路所遵循的步骤。

John 管理员将群集与 Distributed Switch 相关联

John 管理员必须将要加入虚拟化网络的每个群集映射到 vDS。将群集映射到交换机时，将为 VXLAN 虚拟线
路启用群集中的每个主机。

前提条件

1 John 管理员从 ACME vShield Manager 管理员和 ACME 网络管理员分别获取分段 ID 池 (4097 - 5010) 和
多播地址范围（224.0.0.0 到 239.255.255.255）。

2 John 管理员为 vCenter Server 设置受管 IP 地址。

a 选择 Administration > vCenter Server Settings > Runtime Settings。

b 在 vCenter Server Managed IP 中，键入 10.115.198.165。

c 单击确定。

3 John 管理员可确保 DHCP 服务器在 VXLAN 传输 VLAN 上可用。

4 John 管理员验证 dvSwitch1 和 dvSwitch2 的版本是否相同以及是否来源于同一供应商。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 ACME_Datacenter。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确保您处于准备选项卡中。

5 在“连接”中，单击编辑。

6 在“为 VXLAN 网络连接准备基础架构”对话框中，选择 Cluster1 加入 VXLAN 虚拟线路。

7 为 dvSwitch1 键入 10 以用作 ACME VXLAN 传输 VLAN。

8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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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指定传输属性”中，将 1600 作为 dvSwitch1 的 大传输单元 (MTU)。

MTU 是在一个数据包分为更小的数据包之前可在其中传输的 大数据量。John 管理员知道 VXLAN 虚拟

线路流量帧由于封装原因在大小上稍微大些，因此每个交换机的 MTU 必须设置为 1550 或更大值。

10 重复步骤 5 到步骤 7，然后选择 Cluster2 加入 VXLAN 虚拟线路。

11 在“指定传输属性”中，为 dvSwitch2 键入 20。

12 将 1600 作为 dvSwitch2 的 大传输单元 (MTU)。

13 单击完成。

John 管理员将 Cluster1 和 Cluster2 映射到相应的交换机后，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这些群集中的主机：

1 将 VXLAN 内核模块和 vmknic 添加到 Cluster1 和 Cluster2 中的每个主机。

2 在与 VXLAN 虚拟线路关联的 vDS 上将创建特定的 dvPortGroup 并将其与 vmknic 相连接。

John 管理员为 vShield Manager 分配分段 ID 池和多播地址范围

John 管理员必须指定接收到的分段 ID 池来隔离 ABC 公司的网络流量，并指定多播地址范围来帮助在网络中
传播流量，以避免单个多播地址过载。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 ABC_Datacenter。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确保您处于准备选项卡中。

5 单击分段 ID 选项卡。

6 单击编辑。

此时将打开“编辑设置”对话框。

7 在“分段 ID 池”中，键入 500-510。

8 在“多播地址”中，键入 224.1.1.50-224.1.1.60。

9 单击确定。

John 管理员添加网络范围

支持 VXLAN 虚拟线路的物理网络称为网络范围。网络范围是虚拟化网络跨越的计算直径。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 ABC_Datacenter。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范围选项卡。

5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网络范围”对话框。

6 在“名称”中，键入 ACME Scope。

7 在“描述”中，键入 Scope containing ACME's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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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要添加到网络范围的 Cluster1 和 Cluster2。

9 单击确定。

John 管理员添加 VXLAN 虚拟线路

John 管理员准备好 VXLAN 虚拟线路结构后，可以添加 VXLAN 虚拟线路。VXLAN 虚拟线路提供必要的网络
连接抽象，以便 VXLAN 虚拟线路的 vNIC 始终使用 VXLAN 虚拟线路建立外部连接。

前提条件

1 已为 VXLAN 虚拟线路准备好 ACME 的网络。

2 John 管理员已添加了网络范围。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在清单面板中选择 ABC_Datacenter。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网络选项卡。

5 单击添加图标。

6 在“名称”中，键入 ACME virtual wire。

7 在“描述”中，键入 Virtual wire for extending ACME Engineering network to Cluster2。

8 在网络范围中，选择 ACME 范围。

9 检查范围详细信息。

10 单击确定。

vShield 可创建 VXLAN 虚拟线路，从而在 dvSwitch1 和 dvSwitch2 之间建立 L2 连接（通过 VXLAN）。

下一步

John 管理员现在可将 ACME 生产虚拟机连接到 VXLAN 虚拟线路，并将 VXLAN 虚拟线路连接到 vShield Edge。

章 8 VXLAN 虚拟线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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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dge 管理 9
vShield Edge 提供网络边缘安全和网关服务，用于隔离端口组、vDS 端口组或 Cisco® Nexus 1000V 中的虚拟

机。vShield Edge 通过提供 DHCP、VPN、NAT 和负载平衡等常见网关服务将隔离的末端网络连接到共享（上
行链路）网络。vShield Edge 通常部署在 DMZ、VPN 外联网和多租户云计算环境中，vShield Edge 在这些环

境中为虚拟数据中心 (Virtual Datacenter, VDC) 提供外围安全保护。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60 页，“查看 vShield Edge 的状态”

n 第 60 页，“配置 vShield Edge 设置”

n 第 60 页，“管理设备”

n 第 62 页，“使用接口”

n 第 64 页，“使用证书”

n 第 67 页，“管理 vShield Edge 防火墙”

n 第 72 页，“管理 NAT 规则”

n 第 74 页，“使用静态路由”

n 第 75 页，“管理 DHCP 服务”

n 第 77 页，“管理 VPN 服务”

n 第 131 页，“管理负载平衡器服务”

n 第 136 页，“关于高可用性”

n 第 137 页，“配置 DNS 服务器”

n 第 137 页，“配置远程 Syslog 服务器”

n 第 138 页，“更改 CLI 凭据”

n 第 138 页，“将 vShield Edge 升级到大型或超大型”

n 第 138 页，“下载 vShield Edge 的技术支持日志”

n 第 139 页，“将 vShield Edge 与 vShield Manager 同步”

n 第 139 页，“重新部署 vShield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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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vShield Edge 的状态
状态页将显示流过所选 vShield Edge 的接口的流量图以及防火墙与负载平衡器服务的连接统计信息。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 vShield Edge 实例可查看状态。

6 单击状态选项卡。

配置 vShield Edge 设置
“设置”页面上将显示选定 vShield Edge 的详细信息。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单击配置选项卡。

6 单击设置链接。

此时会显示 vShield Edge 详细信息、针对 vShield Edge 配置的服务以及 HA 和 DNS 配置。

下一步

单击更改修改所需配置。

管理设备
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设备。vShield Edge 实例将一直保持脱机状态，直到至少向其添加一个设备。

添加设备

在部署前必须向 vShield Edge 至少添加一个设备。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单击配置选项卡。

6 单击设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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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Edge Appliances 中，单击 Add（ ) 图标。

8 在“添加 Edge 设备”对话框中，选择设备的群集或资源池和数据存储。

9 （可选） 选择设备将添加到的主机。

10 （可选） 选择设备将添加到的 vCenter 文件夹。

11 单击添加。

更改设备

可以更改 vShield Edge 设备。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单击配置选项卡。

6 单击设置链接。

7 在 Edge 设备中，选择要更改的设备。

8
单击编辑 ( ) 图标。

9 在“编辑 Edge 设备”对话框中，进行适当的更改。

10 单击 Save。

删除设备

可以删除 vShield Edge 设备。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单击配置选项卡。

6 单击设置链接。

7 在 Edge 设备中，选择要删除的设备。

8 单击删除（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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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接口
可以将 vShield Edge 安装到数据中心中，并添加 多十个内部或上行链路接口。在部署 vShield Edge 之前，
它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内部接口。

添加接口

您可以将多达十个内部和上行链路接口添加到 vShield Edge 实例。您必须至少添加一个内部接口才能使 HA 工
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接口链接。

8 单击添加（ ) 图标。

9 在“添加 Edge 接口”对话框中，键入接口的名称。

10 选择 Internal 或 Uplink 指明其是内部还是外部接口。

11 选择该接口应连接到的端口组或 VXLAN 虚拟线路。

a 单击连接到字段旁边的选择。

b 根据要连接到接口的对象，单击虚拟线路、标准端口组或分布式端口组选项卡。

c 选择相应的虚拟线路或端口组。

d 单击选择。

12 选择接口的连接状态。

13 在配置子网中，单击添加（ ）图标，以便为接口添加子网。

一个接口可以具有多个非重叠的子网。

14 在添加子网中，单击添加（ ）图标以添加 IP 地址。

如果输入多个 IP 地址，则可以选择主 IP 地址。一个接口可以具有一个主 IP 地址和多个辅助 IP 地址。

vShield Edge 会将主 IP 地址视为用于本地生成的流量的源地址。

必须将 IP 地址添加到接口，才能在所有功能配置中使用该地址。

15 为接口键入子网掩码，然后单击保存。

16 根据需要更改默认 MTU。

17 在 Options 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选项 描述

Enable Proxy ARP 支持在不同的接口之间重叠网络转发。

Send ICMP Redirect 将路由信息传输给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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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键入防护参数，然后单击 Add。

19 重复步骤 8 到步骤 18，以添加其他接口。

更改接口设置

可以更改某个接口连接到的端口组或虚拟线路，以及更新接口的 IP 地址。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5 单击配置选项卡。

6 单击接口。

7
单击编辑 ( ) 图标。

8 进行所需更改。

9 单击 Save。

删除接口

可以删除 vShield Edge 接口。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接口链接。

8 选择要删除的接口。

9 单击删除（ ）图标

启用接口

必须为 vShield Edge 启用接口才能隔离该接口（端口组或 VXLAN 虚拟线路）内的虚拟机。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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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接口链接。

8 选择要启用的接口。

9 单击启用 ( ) 图标。

禁用接口

可以禁用接口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接口链接

8 选择要禁用的接口。

9 单击禁用图标。

使用证书
vShield Edge 支持自签名证书、由证书颁发机构 (CA) 签名的证书以及由 CA 生成并签名的证书。

配置 CA 签名证书

您可以生成 CSR 并使其获得 CA 签名。如果在全局级别生成 CSR，则该 CSR 可用于清单中的所有 vShield Edge。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选项 描述

生成全局证书 a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b 单击 SSL 证书选项卡。

生成用于 vShield Edge 的证书 a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b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c 单击 Edges 链接。

d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e 单击配置选项卡。

f 单击证书链接。

g 单击操作，然后选择生成 CSR。
 

2 键入组织单位和名称。

3 键入组织的地点、街道、省/市/自治区和国家/地区。

4 为主机之间的通信选择加密算法。

请注意，SSL VPN-Plus 仅支持 RSA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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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需要编辑默认密钥大小。

6 对于全局证书，键入证书描述。

7 单击生成（在全局级别）或确定（在 vShield Edge 级别）。

此时生成 CSR 并显示在“证书”列表中。

8 请求在线证书颁发机构为此 CSR 签名。

9 导入签名证书。

选项 描述

在全局级别导入签名证书 a 在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的“SSL 证书”选项卡中，单击  （位于
导入签名证书的旁边）。

b 单击浏览并选择 CSR 文件。

c 选择证书类型。

d 单击应用。

生成用于 vShield Edge 的证书 a 复制签名证书的内容。

b 在证书选项卡中，单击操作并选择导入证书。

c 在“导入 CSR”对话框中，粘贴签名证书的内容。

d 单击确定。

 
此时 CA 签名证书将显示在证书列表中。

添加 CA 证书

通过添加 CA 证书，您可以成为公司的临时 CA。然后，您就有权签署自己的证书。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证书链接。

8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 CA 证书。

9 将证书内容复制并粘贴到“证书内容”文本框中。

10 键入 CA 证书的描述。

11 单击确定。

此时您即可签署自己的证书。

配置自签名证书

可以创建、安装和管理自签名服务器证书。

前提条件

确认您具有 CA 证书，以便签署自己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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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证书链接。

8 按照以下步骤生成 CSR。

a 单击生成 CSR ( ) 图标。

b 在公用名称中，键入 vShield Manager 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

c 键入组织名称和单位。

d 键入组织的地点、街道、省/市/自治区和国家/地区。

e 为主机之间的通信选择加密算法。

请注意，SSL VPN-Plus 仅支持 RSA 证书。VMware 建议选择 RSA 以实现向后兼容性。

f 根据需要编辑默认密钥大小。

g 键入证书描述。

h 单击确定。

此时生成 CSR 并显示在“证书”列表中。

9 验证是否已选中生成的证书。

10
单击自签名证书 ( ) 图标。

11 键入自签名证书的有效天数。

12 单击确定。

使用客户端证书

您可以通过 CAI 命令或 REST 调用创建客户端证书。随后，您可以将此证书分发给您的远程用户，要求他们将

证书安装在其 Web 浏览器上。

实施客户端证书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保存每个远程用户各自的引用客户端证书，并将该证书与远程用户提供
的客户端证书进行对照检查。为防止某位用户以后未经授权连接服务器，您可以将其引用证书从安全服务器的
客户端证书列表中删除。删除证书后即可拒绝来自该用户的连接请求。

添加证书吊销列表

证书吊销列表 (CRL) 是订阅者及其状态的列表，由 Microsoft 提供并签名。

该列表包含以下各项：

n 已吊销证书以及吊销原因

n 证书颁发日期

n 颁发证书的实体

n 下一个版本的计划日期

vShield 管理指南

66  VMware, Inc.



当潜在用户尝试访问服务器时，服务器会根据针对该特定用户的 CRL 条目允许或拒绝访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证书链接。

8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证书。

9 复制并粘贴列表。

10 （可选） 键入描述。

11 单击确定。

管理 vShield Edge 防火墙
vShield Edge 可为入站和出站会话提供防火墙保护。默认防火墙策略会阻止所有入站流量，并允许所有出站流
量。

除了默认防火墙策略，您还可以配置一组允许或阻止在特定源和目标之间来回传送流量会话的规则。您可以为

每个 vShield Edge 实例分别管理默认防火墙策略和防火墙规则集。

添加 vShield Edge 防火墙规则

可以为来自或流向 vShield Edge 接口或 IP 地址组的流量添加 vShield Edge 防火墙规则。

您可以添加多个 vShield Edge 接口和/或 IP 地址组作为防火墙规则的源和目标。

图 9-1  防火墙规则，用于从 vShield Edge 接口流向 HTTP 服务器的流量

图 9-2  防火墙规则，用于从 vShield Edge 的所有内部接口（连接到内部接口的端口组上的子网）流向 HTTP
服务器的流量

注意   如果选择内部作为源，则配置其他内部接口时将自动更新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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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允许通过 SSH 流向内部网络中的 m/c 的流量的防火墙规则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7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项 描述

在防火墙表中的特定位置添加规则 a 选择某个规则。

b
在“编号”列中，单击  并选择在上方添加或在下方添加。

任何一个允许的新规则将添加到选定规则的下方。如果系统定义的规则是防
火墙表中的唯一规则，则新规则将添加到默认规则的上方。

通过复制规则来添加规则 a 选择某个规则。

b
单击“复制”( ) 图标。

c 选择某个规则。

d
在“编号”列中，单击  并选择在上方粘贴或在下方粘贴。

在防火墙表中的任意位置添加规则 a 单击添加（ ) 图标。

任何一个允许的新规则将添加到选定规则的下方。如果系统定义的规则是防
火墙表中的唯一规则，则新规则将添加到默认规则的上方。

 
新规则在默认情况下启用。

8 指向新规则的名称单元，并单击 .

9 键入新规则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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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向新规则的源单元，并单击 .

a 选择 VnicGroup 或 IPAddresses。

VnicGroup 将显示 vShield Edge (vse)、内部（表示所有内部接口）、外部（表示所有上行链路接

口），以及 vShield Edge 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接口。IPAddresses 将显示所有 IP 地址组。

b 选择一个或多个接口或 IP 地址组。

如果选择 vse，则此规则将应用于 vShield Edge 生成的流量。如果选择内部或外部，则此规则将应用

于来自所选 vShield Edge 实例的任何内部或上行链路接口的流量。当配置其他接口时，此规则将自动
更新。

如果选择 IPAddresses，则可以创建新的 IP 地址组。创建新组后，它将自动添加到源列。有关创建

IPAddress 的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创建 IP 地址组”。

通过单击  （位于高级选项旁边），可以指定源端口。VMware 建议您从版本 5.1 起尽量不要指定源

端口。但您可以为协议-端口组合创建服务。请参见第 19 页，“创建服务”。

c 单击确定。

11 指向新规则的目标单元，并单击 .

a 选择 VnicGroup 或 IPAddresses。

VnicGroup 将显示 vShield Edge (vse)、内部（表示所有内部接口）、外部（表示所有上行链路接

口），以及 vShield Edge 的所有内部和上行链路接口。IPAddresses 将显示所有 IP 地址组。

b 选择一个或多个接口或 IP 地址组。

如果选择 vse，则此规则将应用于 vShield Edge 生成的流量。如果选择内部或外部，则此规则将应用

于流向所选 vShield Edge 实例的任何内部或上行链路接口的流量。如果向 vShield Edge 实例添加接
口，则此规则将自动应用于新的接口。

如果选择 IPAddresses，则可以创建新的 IP 地址组。创建新组后，它将自动添加到目标列。有关创

建 IPAddress 的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创建 IP 地址组”。

c 单击确定。

12 指向新规则的服务单元，然后单击 .

选择一种服务。要创建新服务，请单击新建。创建新服务后，它将自动添加到“服务”列。有关创建新服

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9 页，“创建服务”。

注意   vShield Edge 仅支持 L3 协议定义的服务。

13 指向新规则的操作单元，然后单击 .

a 单击拒绝阻止来自或流向指定源和目标的流量。

b 单击记录以记录匹配此规则的所有会话。

启用日志记录功能可能会影响性能。

c 根据需要键入备注。

d 单击  （位于高级选项旁边）。

e 要将此规则应用于转换后的 IP 地址和 NAT 规则的服务，请为匹配选择转换后的 IP。

f 单击启用规则方向，然后选择入站或出站。VMware 不建议为防火墙规则指定方向。

g 单击确定。

14 单击发布更改将新规则推送到 vShield Edge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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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n 禁用规则，方法是单击  （位于编号列中规则编号的旁边）。

n

单击  显示规则表中的其他列，然后选择相应的列。

列名称 显示的信息

规则标记 系统生成的每个规则的唯一 ID

记录 此规则的流量是否被记录

统计
单击  会显示受此规则影响的流量（会话数、流量包和大小）

备注 规则的备注

n 通过在“搜索”字段中键入文本来搜索规则。

更改默认防火墙规则

默认防火墙设置应用于与任何用户定义的防火墙规则均不匹配的流量。默认防火墙策略会阻止所有入站流量。
您可以更改默认操作和日志记录设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为其更改默认防火墙策略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7 选择默认规则，此规则是防火墙表中的 后一个规则。

8
指向新规则的操作单元，然后单击 .

a 单击接受允许来自或流向指定源和目标的流量。

b 单击记录以记录匹配此规则的所有会话。

启用日志记录功能可能会影响性能。

c 根据需要键入备注。

d 单击确定。

9 单击 Publish Changes。

更改 vShield Edge 防火墙规则

可以更改用户定义的防火墙规则。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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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击要更改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7 选择要更改的规则。

注意   您无法更改自动生成的规则或默认规则。

8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9 单击 Publish Changes。

更改 vShield Edge 防火墙规则的优先级

可以更改用户定义的防火墙规则的顺序，以自定义流过 vShield Edge 的流量。例如，假设您有一条允许负载平

衡器流量的规则。现在，您可以添加一条规则以拒绝来自特定 IP 地址组的负载平衡器流量，并将此规则置于

LB 允许流量规则的上方。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编辑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7 选择要为其更改优先级的规则。

注意   您不能更改自动生成的规则或默认规则的优先级。

8
单击上移 ( ) 或下移 ( ) 图标。

9 单击确定。

10 单击 Publish Changes。

删除 vShield Edge 防火墙规则

可以删除用户定义的防火墙规则。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删除其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防火墙选项卡。

7 选择要删除的规则。

注意   您无法删除自动生成的规则或默认规则。

8 单击删除（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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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NAT 规则
vShield Edge 提供网络地址转换 (NAT) 服务来将公共地址分配给专用网络内的计算机或计算机组。出于经济和
安全目的，使用该技术可限制组织或公司必须使用的公共 IP 地址数。您必须配置 NAT 规则以访问在使用专用
地址的虚拟机上运行的服务。

NAT 服务配置分为源 NAT (SNAT) 和目标 NAT (DNAT) 规则。

添加 SNAT 规则

可以创建源 NAT (SNAT) 规则将专用内部 IP 地址转换为公共 IP 地址以用于出站流量。

前提条件

转换后的（公共）IP 地址必须已添加到您要在其上添加规则的 vShield Edge 接口。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为其添加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 NAT 选项卡。

7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添加 SNAT 规则。

8 选择要添加规则的接口。

9 采用以下格式之一键入原始的源 IP 地址。

格式化 示例

IP 地址 192.168.10.1

IP 地址范围 192.168.10.1-192.168.10.10

IP 地址/子网 192.168.10.1/24

任意

 
10 采用以下格式之一键入转换后的（公共）源 IP 地址。

格式化 示例

IP 地址 192.168.10.1

IP 地址范围 192.168.10.1-192.168.10.10

IP 地址/子网 192.168.10.1/24

任意

 
11 选择已启用以启用该规则。

12 单击启用日志记录以记录地址转换。

13 单击添加保存该规则。

14 单击 Publish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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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DNAT 规则

可创建目标 (DNAT) 规则将公共 IP 地址映射到专用的内部 IP 地址。

前提条件

原始（公共）IP 地址必须已添加到您要在其上添加规则的 vShield Edge 接口。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为其添加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 NAT 选项卡。

7 单击添加（ ）图标，并选择添加 DNAT 规则。

8 选择要应用 DNAT 规则的接口。

9 采用以下格式之一键入原始（公共）IP 地址。

格式化 示例

IP 地址 192.168.10.1

IP 地址范围 192.168.10.1-192.168.10.10

IP 地址/子网 192.168.10.1/24

任意

 
10 键入协议。

11 键入原始端口或端口范围。

格式化 示例

端口号 80

端口范围 80-85

任意

 
12 采用以下格式之一键入转换后的 IP 地址。

格式化 示例

IP 地址 192.168.10.1

IP 地址范围 192.168.10.1-192.168.10.10

IP 地址/子网 192.168.10.1/24

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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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键入转换后的端口或端口范围。

格式化 示例

端口号 80

端口范围 80-85

任意

 
14 选择已启用以启用该规则。

15 选择启用日志记录以记录地址转换。

16 单击添加保存该规则。

使用静态路由
可以设置默认网关并添加数据包要遵循的静态路由。

设置默认网关

添加静态路由前，必须将 vShield Edge 上行链路接口指派为默认网关。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静态路由选项卡。

8 在默认网关中，单击编辑。

9 选择一个接口，从该接口可以访问朝向目标网络的下一跃点。

10 根据需要编辑网关 IP。

11 单击 Save。

添加静态路由

可以添加数据包要遵循的静态路由。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静态路由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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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添加（ ）图标。

9 选择要添加静态路由的接口。

10 采用 CIDR 表示法键入网络。

11 键入 Next Hop 的 IP 地址。

12 对于 MTU，编辑数据包的 大传输值（如果需要）。

该 MTU 不能高于 vShield Edge 接口上设置的 MTU。

13 单击添加。

14 单击 Publish Changes。

管理 DHCP 服务
vShield Edge 支持 IP 地址池和一对一的静态 IP 地址分配。静态 IP 地址绑定基于请求客户端的由 vCenter 管理

的对象 ID 和接口 ID。

vShield Edge DHCP 服务遵循以下准则：

n 侦听 vShield Edge 内部接口以发现 DHCP。

n 将 vShield Edge 上内部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所有客户端的默认网关地址，并将内部接口的广播和子网掩码
值用于容器网络。

在下列情形下，您必须在客户端虚拟机上重新启动 DHCP 服务：

n 您更改或删除了一个 DHCP 池、默认网关或 DNS 服务器。

n 您更改了 vShield Edge 实例的内部 IP 地址。

添加 DHCP IP 池
DHCP 服务需要一个 IP 地址池。IP 池是网络中连续的 IP 地址范围。通过该池可将 IP 地址分配给未绑定任何

地址的受 vShield Edge 保护的虚拟机。IP 池的范围不得互相交叉，因此一个 IP 地址只能属于一个 IP 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添加 DHCP 池的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DHCP 选项卡。

7 在“DHCP 池”面板中，单击添加 ( ) 图标。

8 配置池。

选项 操作

自动配置 DNS 为 DHCP 绑定选择使用 DNS 服务配置。

租约永不过期 选择将地址永久绑定到虚拟机的 MAC 地址。如果选择此选项，将会禁用租
约时间。

起始 IP 键入池的起始 IP 地址。

结束 IP 键入池的结束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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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域名 键入 DNS 服务器的域名。此选项为可选选项。

主名称服务器 如果未选择自动配置 DNS，请键入 DNS 服务的主名称服务器。您必须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于进行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此选项为可选选项。

辅助名称服务器 如果未选择自动配置 DNS，请键入 DNS 服务的辅助名称服务器。您必须输
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于进行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此选项为可选选
项。

Default Gateway 键入默认网关地址。如果未指定默认网关 IP 地址，则会将 vShield Edge 实
例的内部接口作为默认网关。此选项为可选选项。

租约时间 选择是以默认时间（1 天）将地址租给客户端，还是键入一个值（以秒为单
位）。如果选择了租约永不过期，则将无法指定租约时间。此选项为可选选项。

 
9 单击添加。

下一步

验证是否已启用 DHCP 服务。必须将“DHCP 池”面板上方的 DHCP 服务状态设置为“已启用”。

添加 DHCP 静态绑定

如果虚拟机上有正在运行的服务，并且您不希望更改 IP 地址，则可将 IP 地址绑定到虚拟机的 MAC 地址。绑

定的 IP 地址不得与 IP 池重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编辑规则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 DHCP 选项卡。

7 在“DHCP 绑定”面板中，单击添加 ( ) 图标。

8 配置绑定。

选项 操作

自动配置 DNS 为 DHCP 绑定选择使用 DNS 服务配置。

租约永不过期 选择将地址永久绑定到虚拟机的 MAC 地址。

接口 选择要绑定的 vShield Edge 接口。

虚拟机名称 选择要绑定的虚拟机。

虚拟机虚拟网卡索引 选择要绑定到 IP 地址的虚拟机网卡。

主机名称 键入 DHCP 客户端虚拟机的主机名称。

IP Address 键入要与选定虚拟机的 MAC 地址绑定的地址。

域名 键入 DNS 服务器的域名。

主名称服务器 如果未选择自动配置 DNS，请键入 DNS 服务的主名称服务器。您必须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于进行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

辅助名称服务器 如果未选择自动配置 DNS，请键入 DNS 服务的辅助名称服务器。您必须输
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用于进行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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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Default Gateway 键入默认网关地址。如果未指定默认网关 IP 地址，则会将 vShield Edge 实
例的内部接口作为默认网关。

租约时间 如果未选择租约永不过期，请选择是以默认时间（1 天）将地址租给客户端，
还是键入一个值（以秒为单位）。

 
9 单击添加。

10 单击 Publish Changes。

下一步

验证是否已启用 DHCP 服务。必须将“DHCP 池”面板上方的 DHCP 服务状态设置为“已启用”。

管理 VPN 服务
vShield Edge 模块支持 vShield Edge 实例和远程站点之间的点对点 IPSec VPN。vShield Edge 模块还支持 SSL
VPN-Plus，以允许远程用户访问专用的企业应用程序。

1 IPSec VPN 概述第 77 页，

vShield Edge 模块支持在 vShield Edge 实例与远程站点之间实施点对点 IPSec VPN。

2 SSL VPN-Plus 概述第 100 页，

使用 SSL VPN-Plus，远程用户可以安全地连接到 vShield Edge 网关背后的专用网络。远程用户可以在专
用网络内访问服务器和应用程序。

IPSec VPN 概述

vShield Edge 模块支持在 vShield Edge 实例与远程站点之间实施点对点 IPSec VPN。

vShield Edge 支持在 vShield Edge 实例与远程 VPN 路由器之间使用证书身份验证、预共享密钥模式、IP 单播

通信以及非动态路由协议。在每个远程 VPN 路由器后面，您可以将多个子网配置为通过 IPSec 通道连接到位

于 vShield Edge 后面的内部网络。这些子网和位于 vShield Edge 后面的内部网络的地址范围不能重叠。

您可在 NAT 设备后面部署 vShield Edge 代理。在此部署中，NAT 设备会将 vShield Edge 实例的 VPN 地址

转换为面向 Internet 的公开访问地址。远程 VPN 路由器可使用该公开地址访问 vShield Edge 实例。

您也可以将远程 VPN 路由器置于 NAT 设备的后面。您必须同时提供 VPN 本地地址和 VPN 网关 ID 以设置通

道。在通道两端，需要对 VPN 地址执行静态一对一 NAT。

您可以在多达 10 个站点中 多使用 64 个通道。

配置 IPSec VPN 服务

可以在本地子网与对等子网之间设置一个 vShield Edge 通道。

1 配置 IPSec VPN 参数第 77 页，

要提供 IPSec VPN 服务，您必须在 vShield Edge 上至少配置一个外部 IP 地址。

2 启用 IPSec VPN 服务第 79 页，

必须启用 IPSec VPN 服务，以便流量从本地子网流向对等子网。

配置 IPSec VPN 参数

要提供 IPSec VPN 服务，您必须在 vShield Edge 上至少配置一个外部 IP 地址。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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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7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会打开“添加 IPSec VPN”对话框。

8 键入 IPSec VPN 的名称。

9 在本地 ID 中键入 vShield Edge 实例的 IP 地址。这将成为远程站点上的对等 ID。

10 键入本地端点的 IP 地址。

如果您使用预共享密钥将一个 IP 地址添加到 IP 通道上，则本地 ID 和本地端点 IP 可能会相同。

11 采用 CIDR 格式键入站点之间的共享子网。使用逗号分隔符键入多个子网。

12 键入“对等 ID”以唯一标识对等站点。对于使用证书身份验证的对等站点，此 ID 必须是对等站点证书中

的公用名称。对于 PSK 对等站点，此 ID 可以是任何字符串。VMware 建议您使用 VPN 的公用 IP 地址

或 VPN 服务的 FQDN 作为对等 ID。

13 在“对等端点”中键入对等站点的 IP 地址。如果将其留空，则 vShield Edge 会等待对等设备请求连接。

14 采用 CIDR 格式键入对等子网的内部 IP 地址。使用逗号分隔符键入多个子网。

15 选择“加密算法”。

16 在“身份验证方法”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选项 描述

PSK (Pre Shared Key) 表示在 vShield Edge 和对等站点之间共享的密钥用于身份验证。密钥可以是
字符串， 大长度为 128 字节。

Certificate 表示在全局级别定义的证书用于身份验证。

 
17 如果匿名站点将连接至 VPN 服务，则键入共享密钥。

18 单击显示共享密钥，在对等站点上显示该密钥。

19 在“Diffie-Hellman (DH) 组”中，选择允许对等站点和 vShield Edge 通过不安全通信通道建立共享密钥
的加密方案。

20 根据需要编辑默认 MTU。

21 选择启用或禁用“完全向前保密 (PFS)”阈值。在 IPsec 协商中，完全向前保密 (PFS) 可确保每个新加密密
钥都与之前的任何密钥无关。

22 单击确定。

vShield Edge 创建从本地子网到对等子网的通道。

下一步

启用 IPSec VP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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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IPSec VPN 服务

必须启用 IPSec VPN 服务，以便流量从本地子网流向对等子网。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8 在“IPSec VPN 服务状态”中，单击启用。

下一步

单击启用日志记录，以记录在本地子网和对等子网之间流动的流量。

编辑 IPSec VPN 服务

可以编辑 IPSec VPN 服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8 选择要编辑的 IPSec 服务。

9
单击编辑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编辑 IPSec VPN”对话框。

10 进行适当编辑。

11 单击确定。

删除 IPSec 服务

可以删除 IPSec 服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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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8 选择要删除的 IPSec 服务。

9 单击删除（ ) 图标。

所选的 IPSec 服务将被删除。

启用 IPSec 服务

必须启用 IPSec 服务，以便流量在本地子网和对等子网之间流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8 选择要启用的 IPSec 服务。

9 单击启用 ( ) 图标。

所选服务将启用。

禁用 IPSec 服务

可以禁用 IPSec 服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8 选择要禁用的 IPSec 服务。

9
单击禁用 ( ) 图标。

所选服务将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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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dge VPN 配置示例

此方案包含 vShield Edge 与另一端的 Cisco 或 WatchGuard VPN 之间的基本点对点 IPSEC VPN 连接的配置
示例。

对于此方案，vShield Edge 会将内部网络 192.168.5.0/24 连接到 Internet。vShield Edge 接口将按如下方式进
行配置：

n 上行链路接口：10.115.199.103

n 内部接口：192.168.5.1

远程网关会将 172.16.0.0/16 内部网络连接到 Internet。远程网关接口将按如下方式进行配置：

n 上行链路接口：10.24.120.90/24

n 内部接口：172.16.0.1/16

图 9-4  连接到远程 VPN 网关的 vShield Edge

Internet

192.168.5.1

192.168.5.0/24

10.115.199.103 10.24.120.90 172.16.0.1

172.15.0.0/16

vShield Edge

注意   对于从 vShield Edge 到 vShield Edge IPSEC 的通道，可以通过将第二个 vShield Edge 设置为远程网关
来使用同一个方案。

术语

IPSec 是开放式标准的框架。在 vShield Edge 日志以及可用于对 IPSEC VPN 进行故障排除的其他 VPN 设备的
日志中包括许多技术术语。

您可能会遇到以下标准：

n ISAKMP（Internet 安全关联和密钥管理协议）是一个由 RFC 2408 定义的协议，用于在 Internet 环境中建

立安全关联 (SA) 和加密密钥。ISAKMP 仅为身份验证和密钥交换提供一个框架，在设计中与密钥交换无关。

n Oakley 是一个密钥协商协议，该协议允许已通过身份验证的一方采用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算法在不
安全连接中交换密钥材料。

n IKE（Internet 密钥交换）是 ISAKMP 框架和 Oakley 的组合。vShield Edge 可提供 IKEv2。

n Diffie-Hellman (DH) 密钥交换是一个加密协议，该协议允许彼此未事先了解的两方通过不安全通信通道共
同建立一个共享密钥。VSE 支持 DH 组 2（1024 位）和组 5（1536 位）。

IKE 阶段 1 和阶段 2

IKE 是用于排列已通过身份验证的安全通信的标准方法。

阶段 1 参数

阶段 1 设置对等站点的双向身份验证，协商加密参数，并创建会话密钥。vShield Edge 使用的阶段 1 参数如下：

n 主模式

n TripleDES/AES [可配置]

n SHA-1

n MODP 组 2（1024 位）

n 预共享密钥 [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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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A 生命周期为 28800 秒（8 个小时），未重新加密千字节

n ISAKMP 激进模式已禁用

阶段 2 参数

IKE 阶段 2 通过创建要供 IPSec 使用的加密材料来协商 IPSec 通道（通过将 IKE 阶段 1 密钥用作基准或执行新

密钥交换）。vShield Edge 支持的 IKE 阶段 2 参数如下：

n TripleDES/AES [将与阶段 1 设置相匹配]

n SHA-1

n ESP 通道模式

n MODP 组 2（1024 位）

n 用于重新加密的完全向前保密

n SA 生命周期为 3600 秒（1 个小时），未重新加密千字节

n 用于两个使用 IPv4 子网的网络之间所有 IP 协议和所有端口的选择器

事务模式示例

vShield Edge 支持阶段 1 的“主模式”和阶段 2 的“快速模式”。

vShield Edge 建议使用需要 PSK、3DES/AES128、sha1 和 DH Group 2/5 的策略。对等站点必须接受该策略；
否则，协商阶段将失败。

阶段 1：主模式事务

此示例显示从 vShield Edge 启动的阶段 1 协商到 Cisco 设备的交换。

以下事务按顺序发生在处于主模式状态下的 vShield Edge 和 Cisco VPN 设备之间。

1 vShield Edge 到 Cisco

n 建议：加密 3des-cbc、sha、psk、group5(group2)

n DPD 已启用

2 Cisco 到 vShield Edge

n 包含 Cisco 选择的建议

n 如果 Cisco 设备不接受 vShield Edge 在第一步中发送的任何参数，则 Cisco 设备将发送带有标记

NO_PROPOSAL_CHOSEN 的消息并终止协商。

3 vShield Edge 到 Cisco

n DH 密钥和当前值

4 Cisco 到 vShield Edge

n DH 密钥和当前值

5 vShield Edge 到 Cisco（已加密）

n 包括 ID (PSK)

6 Cisco 到 vShield Edge（已加密）

n 包括 ID (PSK)

n 如果 Cisco 设备发现 PSK 不匹配，则 Cisco 设备将发送带有标记 INVALID_ID_INFORMATION 的
消息，阶段 1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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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快速模式事务

以下事务按顺序发生在处于快速模式状态下的 vShield Edge 和 Cisco VPN 设备之间。

1 vShield Edge 到 Cisco

：vShield Edge 建议针对对等站点使用阶段 2 策略。例如：

Aug 26 12:16:09 weiqing-desktop 

pluto[5789]:

"s1-c1" #2:initiating Quick Mode

PSK+ENCRYPT+TUNNEL+PFS+UP+IKEv2ALLOW 

{using isakmp#1 msgid:d20849ac 

proposal=3DES(3)_192-SHA1(2)_160 

pfsgroup=OAKLEY_GROUP_MODP1024}

2 Cisco 到 vShield Edge

如果 Cisco 设备未发现任何与建议相匹配的策略，它将发送回 NO_PROPOSAL_CHOSEN。否则，Cisco
设备将发送已选择的一组参数。

3 vShield Edge 到 Cisco

为方便调试，可以在 vShield Edge 上打开 IPSec 日志记录，并在 Cisco 上启用加密调试 (debug crypto
isakmp <level>)。

配置 IPSec VPN 服务示例

必须配置 VPN 参数，然后才能启用 IPSEC 服务。

步骤

1 配置 vShield Edge VPN 参数示例第 83 页，

要提供 IPSec VPN 服务，您必须在 vShield Edge 上至少配置一个外部 IP 地址。

2 启用 IPSec VPN 服务示例第 84 页，

必须启用 IPSec VPN 服务，以便流量从本地子网流向对等子网。

配置 vShield Edge VPN 参数示例

要提供 IPSec VPN 服务，您必须在 vShield Edge 上至少配置一个外部 IP 地址。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7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会打开“添加 IPSec VPN”对话框。

8 键入 IPSec VPN 的名称。

9 在本地 ID 中键入 vShield Edge 实例的 IP 地址。这将成为远程站点上的对等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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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键入本地端点的 IP 地址。

如果您使用预共享密钥将一个 IP 地址添加到 IP 通道上，则本地 ID 和本地端点 IP 可能会相同。

11 采用 CIDR 格式键入站点之间的共享子网。使用逗号分隔符键入多个子网。

12 键入“对等 ID”以唯一标识对等站点。对于使用证书身份验证的对等站点，此 ID 必须是对等站点证书中

的公用名称。对于 PSK 对等站点，此 ID 可以是任何字符串。VMware 建议您使用 VPN 的公用 IP 地址

或 VPN 服务的 FQDN 作为对等 ID。

13 在“对等端点”中键入对等站点的 IP 地址。如果将其留空，则 vShield Edge 会等待对等设备请求连接。

14 采用 CIDR 格式键入对等子网的内部 IP 地址。使用逗号分隔符键入多个子网。

15 选择“加密算法”。

16 在“身份验证方法”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选项 描述

PSK (Pre Shared Key) 表示在 vShield Edge 和对等站点之间共享的密钥用于身份验证。密钥可以是
字符串， 大长度为 128 字节。

Certificate 表示在全局级别定义的证书用于身份验证。

 
17 如果匿名站点将连接至 VPN 服务，则键入共享密钥。

18 单击显示共享密钥，在对等站点上显示该密钥。

19 在“Diffie-Hellman (DH) 组”中，选择允许对等站点和 vShield Edge 通过不安全通信通道建立共享密钥
的加密方案。

20 根据需要更改 MTU 阈值。

21 选择启用或禁用“完全向前保密 (PFS)”阈值。在 IPsec 协商中，完全向前保密 (PFS) 可确保每个新加密密
钥都与之前的任何密钥无关。

22 单击确定。

vShield Edge 创建从本地子网到对等子网的通道。

下一步

启用 IPSec VPN 服务。

启用 IPSec VPN 服务示例

必须启用 IPSec VPN 服务，以便流量从本地子网流向对等子网。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确保您处于“IPSec VPN”选项卡中。

7 在“IPSec VPN 服务状态”中，单击启用。

下一步

单击启用日志记录，以记录在本地子网和对等子网之间流动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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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sco 2821 集成服务路由器

以下介绍了使用 Cisco IOS 执行的配置。

步骤

1 配置界面和默认路由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ip address 10.24.120.90 255.255.252.0

duplex auto

speed auto

crypto map MYVP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ip address 172.16.0.1 255.255.0.0

duplex auto

speed auto

!

ip route 0.0.0.0 0.0.0.0 10.24.123.253

2 配置 IKE 策略

Router# config term

Router(config)# crypto isakmp policy 1

Router(config-isakmp)# encryption 3des

Router(config-isakmp)# group 2

Router(config-isakmp)# hash sha

Router(config-isakmp)# lifetime 28800

Router(config-isakmp)#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Router(config-isakmp)# exit

3 将每个对等设备与其预共享密钥进行匹配

Router# config term

Router(config)# crypto isakmp key vshield 

address 10.115.199.103

Router(config-isakmp)# exit

4 定义 IPSEC 转换

Router# config term

Router(config)#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myset esp-3des esp-sha-hmac

Router(config-isakmp)# exit

5 创建 IPSEC 访问列表

Router# config term

Enter configuration commands, one per line.  

End with CNTL/Z.

Router(config)# 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172.16.0.0 0.0.255.255 192.168.5.0 0.0.0.255

Router(config)#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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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策略与加密映射绑定并对其进行标记

在以下示例中，该加密映射标记为 MYVPN

Router# config term

Router(config)# crypto map MYVPN 1 

ipsec-isakmp

% NOTE:This new crypto map will remain 

disabled until a peer and a valid 

access list have been configured.

Router(config-crypto-map)# set transform-set 

myset

Router(config-crypto-map)# set pfs group1

Router(config-crypto-map)# set peer 

      10.115.199.103

Router(config-crypto-map)# match address 101

Router(config-crypto-map)# exit

示例：示例配置

router2821#show running-config output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1263 bytes

!

version 12.4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hostname router2821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card type command needed for slot 0

! card type command needed for slot 1

enable password cisco

!

no aaa new-model

!

resource policy

!

ip subnet-zero

!

ip cef

!no ip dhcp use vrf connected

!

!

no ip ips deny-action ips-interface

!

crypto isakmp policy 1

encr 3des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group 2

crypto isakmp key vshield address 10.115.199.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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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myset esp-3des 

esp-sha-hmac

!

crypto map MYVPN 1 ipsec-isakmp

set peer 10.115.199.103

set transform-set myset

set pfs group1

match address 1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ip address 10.24.120.90 255.255.252.0

duplex auto

speed auto

crypto map MYVP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ip address 172.16.0.1 255.255.0.0

duplex auto

speed auto

!

ip classless

ip route 0.0.0.0 0.0.0.0 10.24.123.253

!

ip http server

no ip http secure-server

!

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172.16.0.0 

       0.0.255.255 192.168.5.0 0.0.0.255

!

control-plane

!

line con 0

line aux 0

line vty 0 4

password cisco

login

line vty 5 15

password cisco

login

!

scheduler allocate 20000 1000

!

end

使用 Cisco ASA 5510

使用以下输出配置 Cisco ASA 5510。

ciscoasa# show running-config output

: Saved

:

ASA Version 8.2(1)18

!

hostname ciscoasa

enable password 2KFQnbNIdI.2KYOU encrypted

passwd 2KFQnbNIdI.2KYOU encry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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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

interface Ethernet0/0

nameif untrusted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24.120.90 255.255.252.0

!

interface Ethernet0/1

nameif trusted

security-level 90

ip address 172.16.0.1 255.255.0.0

!

interface Ethernet0/2

shutdown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Ethernet0/3

shutdown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Management0/0

shutdown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

boot system disk0:/asa821-18-k8.bin

ftp mode passive

access-list ACL1 extended permit ip 172.16.0.0 255.255.0.0 

      192.168.5.0 255.255.255.0

access-list ACL1 extended permit ip 192.168.5.0 255.255.255.0 

      172.16.0.0 255.255.0.0

access-list 101 exten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ager lines 24

mtu untrusted 1500

mtu trusted 1500

no failover

icmp unreachable rate-limit 1 burst-size 1

icmp permit any untrusted

icmp permit any trusted

no asdm history enable

arp timeout 14400

access-group 101 in interface untrusted

access-group 101 out interface untrusted

access-group 101 in interface trusted

access-group 101 out interface trusted

route untrusted 10.115.0.0 255.255.0.0 10.24.123.253 1

route untrusted 192.168.5.0 255.255.255.0 10.115.199.103 1

timeout xlate 3:00:00

timeout conn 1:00:00 half-closed 0:10:00 

udp 0:02:00 icmp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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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sunrpc 0:10:00 h323 0:05:00 h225 1:00:00 mgcp 0:05:00 

mgcp-pat 0:05:00

timeout sip 0:30:00 sip_media 0:02:00 sip-invite 0:03:00 

sip-disconnect 0:02:00

timeout sip-provisional-media 0:02:00 uauth 0:05:00 absolute

timeout tcp-proxy-reassembly 0:01:00

dynamic-access-policy-record DfltAccessPolicy

no snmp-server location

no snmp-server contact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MYSET esp-3des esp-sha-hmac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lifetime seconds 28800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lifetime kilobytes 4608000

crypto map MYVPN 1 match address ACL1

crypto map MYVPN 1 set pfs

crypto map MYVPN 1 set peer 10.115.199.103

crypto map MYVPN 1 set transform-set MYSET

crypto map MYVPN interface untrusted

crypto isakmp enable untrusted

crypto isakmp policy 1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3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telnet 10.0.0.0 255.0.0.0 untrusted

telnet timeout 5

ssh timeout 5

console timeout 0

no threat-detection basic-threat

no threat-detection statistics access-list

no threat-detection statistics tcp-intercept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f3UhLvUj1QsXsuK7 encrypted

tunnel-group 10.115.199.103 type ipsec-l2l

tunnel-group 10.115.199.103 ipsec-attributes

pre-shared-key *

!

!

prompt hostname context

Cryptochecksum:29c3cc49460831ff6c070671098085a9

: end

配置 WatchGuard Firebox X500

可以将 WatchGuard Firebox X500 配置为远程网关。

注意   有关详细步骤，请参见 WatchGuard Firebox 文档。

步骤

1 在 Firebox System Manager 中，选择 Tools > Policy Manager >。

2 在 Policy Manager 中，选择 Network > Configuration。

3 配置此界面并单击 OK。

4 （可选） 选择 Network > Routes 以配置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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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Network > Branch Office VPN > Manual IPSec 以配置远程网关。

6 在 IPSec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单击 Gateways 以配置 IPSEC 远程网关。

7 在 IPSec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单击 Tunnels 以配置通道。

8 在 IPSec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单击 Add 以添加路由策略。

9 单击 Close。

10 确认该通道已打开。

vShield Edge 配置故障排除示例

使用此处的信息可帮助您解决设置中的协商问题。

成功协商（阶段 1 和阶段 2）

以下示例显示了 vShield Edge 和 Cisco 设备之间一次成功协商的结果。

vShield Edge

在 vShield Edge 命令行界面中（ipsec auto -status，即 show service ipsec 命令的一部分）：

000 #2: "s1-c1":500 STATE_QUICK_I2 (sent QI2, IPsec SA established); 

EVENT_SA_REPLACE in 2430s; newest IPSEC; eroute owner; isakmp#1; idle; 

import:admin initiate

000 #2: "s1-c1" esp.f5f6877d@10.20.131.62 esp.7aaf335f@10.20.129.80 

tun.0@10.20.131.62 tun.0@10.20.129.80 ref=0 refhim=4294901761

000 #1: "s1-c1":500 STATE_MAIN_I4 (ISAKMP SA established); EVENT_SA_REPLACE in 

27623s; newest ISAKMP; lastdpd=0s(seq in:0 out:0); idle; 

import:admin initiate

Cisco

ciscoasa# show crypto isakmp sa detail

Active SA: 1

Rekey SA:0 (A tunnel will report 1 Active and 1 Rekey SA during rekey)

Total IKE SA: 1

IKE Peer: 10.20.129.80

Type :L2L        Role    :responder 

Rekey :no        State   :MM_ACTIVE

Encrypt :3des    Hash    :SHA       

Auth :preshared  Lifetime: 28800

Lifetime Remaining: 28379

阶段 1 策略不匹配

下面列出了阶段 1 策略不匹配错误日志。

vShield Edge

vShield Edge 在 STATE_MAIN_I1 状态下挂起。在 /var/log/messages 中查找显示对等站点返回包

含“NO_PROPOSAL_CHOSEN”集的 IKE 消息的信息。

000 #1: "s1-c1":500 STATE_MAIN_I1 (sent MI1, 

expecting MR1); EVENT_RETRANSMIT in 7s; nodpd; idle; 

import:admin initiate

000 #1: pending Phase 2 for "s1-c1" replacing #0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 got payload 0x800(ISAKMP_NEXT_N) needed:0x0 opt:0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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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 ***parse ISAKMP Notification Payload: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    next payload type:ISAKMP_NEXT_NONE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length: 96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    DOI:ISAKMP_DOI_IPSEC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protocol ID: 0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SPI size: 0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    Notify Message Type:NO_PROPOSAL_CHOSEN

Aug 26 12:31:25 weiqing-desktop pluto[6569]:

"s1-c1" #1:ignoring informational payload, 

type NO_PROPOSAL_CHOSEN msgid=00000000

Cisco

如果已启用调试加密，则会打印错误消息以显示未接受任何建议。

ciscoasa# Aug 26 18:17:27 [IKEv1]: 

IP = 10.20.129.80, IKE_DECODE RECEIVED 

Message (msgid=0) with payloads :HDR + SA (1)

+ VENDOR (13) + VENDOR (13) + NONE (0) total length : 148

Aug 26 18:17:27 [IKEv1 DEBUG]:IP = 10.20.129.80, 

processing SA payload

Aug 26 18:17:27 [IKEv1]:Phase 1 failure:Mismatched attribute 

types for class Group Description:Rcv'd:Group 5  

Cfg'd:Group 2

Aug 26 18:17:27 [IKEv1]:Phase 1 failure:Mismatched attribute 

types for class Group Description:Rcv'd:Group 5  

Cfg'd:Group 2

Aug 26 18:17:27 [IKEv1]:IP = 10.20.129.80, IKE_DECODE SENDING 

Message (msgid=0) with payloads :HDR + NOTIFY (11)

+ NONE (0) total length : 124

Aug 26 18:17:27 [IKEv1 DEBUG]:IP = 10.20.129.80, 

All SA proposals found unacceptable

Aug 26 18:17:27 [IKEv1]:IP = 10.20.129.80, Error processing 

payload:Payload ID: 1

Aug 26 18:17:27 [IKEv1 DEBUG]:IP = 10.20.129.80, IKE MM Responder

FSM error history (struct &0xd8355a60)  <state>, <event>:  

MM_DONE, EV_ERROR-->MM_START, EV_RCV_MSG-->MM_START, 

EV_START_MM-->MM_START, EV_START_MM-->MM_START, 

EV_START_MM-->MM_START, EV_START_MM-->MM_START, 

EV_START_MM-->MM_START, EV_START_MM

Aug 26 18:17:27 [IKEv1 DEBUG]:IP = 10.20.129.80, IKE SA 

MM:9e0e4511 terminating:flags 0x01000002, refcnt 0, 

tuncnt 0

Aug 26 18:17:27 [IKEv1 DEBUG]:IP = 10.20.129.80, sending 

delete/delete with reason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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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 不匹配

下面列出了阶段 2 策略不匹配错误日志。

vShield Edge

vShield Edge 在 STATE_QUICK_I1 状态下挂起。日志消息显示对等站点发送了一条 NO_PROPOSAL_CHOSEN
消息。

000 #2: "s1-c1":500 STATE_QUICK_I1 (sent QI1, expecting 

QR1); EVENT_RETRANSMIT in 11s; lastdpd=-1s(seq in:0 out:0); 

idle; import:admin initiate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got payload 

0x800(ISAKMP_NEXT_N) needed:0x0 opt:0x0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parse 

ISAKMP Notification Payload: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next payload 

type:ISAKMP_NEXT_NONE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length: 32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    DOI:ISAKMP_DOI_IPSEC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protocol ID: 3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SPI size: 16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    Notify Message 

Type:NO_PROPOSAL_CHOSEN

Aug 26 12:33:54 weiqing-desktop pluto[6933]:"s1-c1" #3: 

ignoring informational payload, type NO_PROPOSAL_CHOSEN 

msgid=00000000

Cisco

调试消息显示阶段 1 已完成，但阶段 2 因为策略协商失败而失败。

Aug 26 16:03:49 [IKEv1]: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PHASE 1 COMPLETED

Aug 26 16:03:49 [IKEv1]:IP = 10.20.129.80, Keep-alive type 

for this connection:DPD

Aug 26 16:03:49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Starting P1 rekey timer:21600 seconds

Aug 26 16:03:49 [IKEv1]:IP = 10.20.129.80, IKE_DECODE RECEIVED 

Message (msgid=b2cdcb13) with payloads :HDR + HASH (8) 

+ SA (1) + NONCE (10) + KE (4) + ID (5) + ID (5) + NONE (0) 

total length : 288

.

.

.

Aug 26 16:03:49 [IKEv1]: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Session is being torn down.Reason:Phase 2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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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S 不匹配

下面列出了 PFS 不匹配错误日志

vShield Edge

PFS 协商为阶段 2 的一部分。如果 PFS 不匹配，则该行为类似于第 92 页，“阶段 2 不匹配”中所述的失败案例。

000 #4: "s1-c1":500 STATE_QUICK_I1 (sent QI1, expecting 

QR1); EVENT_RETRANSMIT in 8s; lastdpd=-1s(seq in:0 out:0); 

idle; import:admin initiate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got payload 0x800

(ISAKMP_NEXT_N) needed:0x0 opt:0x0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 ***parse ISAKMP Notification Payload: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next payload 

type:ISAKMP_NEXT_NONE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length: 32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    DOI:ISAKMP_DOI_IPSEC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protocol ID: 3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SPI size: 16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Notify Message 

Type:NO_PROPOSAL_CHOSEN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s1-c1" #1:ignoring 

informational payload, type NO_PROPOSAL_CHOSEN 

msgid=00000000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info:fa 16 b3 e5 

91 a9 b0 02  a3 30 e1 d9  6e 5a 13 d4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info:93 e5 e4 d7

Aug 26 12:35:52 weiqing-desktop pluto[7312]: 

| processing informational NO_PROPOSAL_CHOSEN (14)

Cisco

<BS>Aug 26 19:00:26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sending delete/delete with 

reason message

Aug 26 19:00:26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constructing blank hash payload

Aug 26 19:00:26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constructing blank hash payload

Aug 26 19:00:26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constructing IKE delete payload

Aug 26 19:00:26 [IKEv1 DEBUG]: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constructing qm hash payload

Aug 26 19:00:26 [IKEv1]:IP = 10.20.129.80, IKE_DECODE SENDING 

Message (msgid=19eb1e59) with payloads :HDR + HASH (8) 

+ DELETE (12) + NONE (0) total length : 80

Aug 26 19:00:26 [IKEv1]:Group = 10.20.129.80, IP = 10.20.129.80, 

Session is being torn down.Reason:Phase 2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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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K 不匹配

下面列出了 PSK 不匹配错误日志

vShield Edge

在阶段 1 的 后一轮中协商 PSK。如果 PSK 协商失败，vShield Edge 状态为 STATE_MAIN_I4。对等站点将

发送包含 INVALID_ID_INFORMATION 的消息。

Aug 26 11:55:55 weiqing-desktop pluto[3855]: 

"s1-c1" #1:transition from state STATE_MAIN_I3 to 

state STATE_MAIN_I4

Aug 26 11:55:55 weiqing-desktop pluto[3855]:"s1-c1" #1: 

STATE_MAIN_I4:ISAKMP SA established 

{auth=OAKLEY_PRESHARED_KEY 

cipher=oakley_3des_cbc_192 prf=oakley_sha group=modp1024}

Aug 26 11:55:55 weiqing-desktop pluto[3855]:"s1-c1" #1:Dead Peer 

Detection (RFC 3706):enabled

Aug 26 11:55:55 weiqing-desktop pluto[3855]:"s1-c1" #2: 

initiating Quick Mode PSK+ENCRYPT+TUNNEL+PFS+UP+IKEv2ALLOW 

{using isakmp#1 msgid:e8add10e proposal=3DES(3)_192-SHA1(2)_160 

pfsgroup=OAKLEY_GROUP_MODP1024}

Aug 26 11:55:55 weiqing-desktop pluto[3855]:"s1-c1" #1: 

ignoring informational payload, type INVALID_ID_INFORMATION 

msgid=00000000

Cisco

Aug 26 15:27:07 [IKEv1]:IP = 10.115.199.191, 

IKE_DECODE SENDING Message (msgid=0) with payloads :HDR 

+ KE (4) + NONCE (10) + VENDOR (13) + VENDOR (13) 

+ VENDOR (13) + VENDOR (13) + NAT-D (130) + NAT-D (130) 

+ NONE (0) total length : 304

Aug 26 15:27:07 [IKEv1]:Group = 10.115.199.191, 

IP = 10.115.199.191, Received encrypted Oakley Main Mode 

packet with invalid payloads, MessID = 0

Aug 26 15:27:07 [IKEv1]:IP = 10.115.199.191, IKE_DECODE SENDING 

Message (msgid=0) with payloads :HDR + NOTIFY (11) 

+ NONE (0) total length : 80

Aug 26 15:27:07 [IKEv1]:Group = 10.115.199.191, 

IP = 10.115.199.191, ERROR, had problems decrypting 

packet, probably due to mismatched pre-shared key.  

Aborting

成功协商的数据包捕获

下面列出了 vShield Edge 和 Cisco 设备之间成功协商的数据包捕获会话。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3    768.394800  10.20.129.80  10.20.131.62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3 (190 bytes on wire, 190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Dst: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29.80 (10.20.129.80), 

Dst: 10.20.131.62 (10.20.131.62)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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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r cookie: 0000000000000000

Next payload:Security Association (1)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0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148

Security Association payload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84

Domain of interpretation:IPSEC (1)

Situation:IDENTITY (1)

Proposal payload # 0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72

Proposal number: 0

Protocol ID:ISAKMP (1)

SPI Size: 0

Proposal transforms: 2

Transform payload # 0

Next payload:Transform (3)

Payload length: 32

Transform number: 0

Transform ID:KEY_IKE (1)

Life-Type (11):Seconds (1)

Life-Duration (12):Duration-Value (28800)

Encryption-Algorithm (1):3DES-CBC (5)

Hash-Algorithm (2):SHA (2)

Authentication-Method (3):PSK (1)

Group-Description (4):1536 bit MODP group (5)

Transform payload # 1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32

Transform number: 1

Transform ID:KEY_IKE (1)

Life-Type (11):Seconds (1)

Life-Duration (12):Duration-Value (28800)

Encryption-Algorithm (1):3DES-CBC (5)

Hash-Algorithm (2):SHA (2)

Authentication-Method (3):PSK (1)

Group-Description (4):Alternate 1024-bit MODP group (2)

Vendor ID:4F456C6A405D72544D42754D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16

Vendor ID:4F456C6A405D72544D42754D

Vendor ID:RFC 3706 Detecting Dead IKE Peers (DPD)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20

Vendor ID:RFC 3706 Detecting Dead IKE Peers (DPD)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4    768.395550  10.20.131.62  10.20.129.80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4 (146 bytes on wire, 146 bytes cap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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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II, Src: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Dst: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31.62 (10.20.131.62), 

Dst: 10.20.129.80 (10.20.129.80)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Security Association (1)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0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104

Security Association payload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52

Domain of interpretation:IPSEC (1)

Situation:IDENTITY (1)

Proposal payload # 1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40

Proposal number: 1

Protocol ID:ISAKMP (1)

SPI Size: 0

Proposal transforms: 1

Transform payload # 1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32

Transform number: 1

Transform ID:KEY_IKE (1)

Encryption-Algorithm (1):3DES-CBC (5)

Hash-Algorithm (2):SHA (2)

Group-Description (4):Alternate 1024-bit MODP group (2)

Authentication-Method (3):PSK (1)

Life-Type (11):Seconds (1)

Life-Duration (12):Duration-Value (28800)

Vendor ID:Microsoft L2TP/IPSec VPN Client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24

Vendor ID:Microsoft L2TP/IPSec VPN Client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5    768.399599  10.20.129.80  10.20.131.62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5 (222 bytes on wire, 222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Dst: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29.80 (10.20.129.80), 

Dst: 10.20.131.62 (10.20.131.62)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vShield 管理指南

96  VMware, Inc.



Next payload:Key Exchange (4)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0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180

Key Exchange payload

Next payload:Nonce (10)

Payload length: 132

Key Exchange Data (128 bytes / 1024 bits)

Nonce payload

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20

Nonce Data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6    768.401192  10.20.131.62  10.20.129.80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6 (298 bytes on wire, 298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Dst: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31.62 (10.20.131.62), 

Dst: 10.20.129.80 (10.20.129.80)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Key Exchange (4)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0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256

Key Exchange payload

Next payload:Nonce (10)

Payload length: 132

Key Exchange Data (128 bytes / 1024 bits)

Nonce payload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24

Nonce Data

Vendor ID:CISCO-UNITY-1.0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20

Vendor ID:CISCO-UNITY-1.0

Vendor ID:draft-beaulieu-ike-xauth-02.txt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12

Vendor ID:draft-beaulieu-ike-xauth-02.txt

Vendor ID:C1B7EBE18C8CBD099E89695E2CB16A4A

Next payload:Vendor ID (13)

Payload length: 20

Vendor ID:C1B7EBE18C8CBD099E89695E2CB16A4A

Vendor ID:CISCO-CONCEN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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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payload:NONE (0)

Payload length: 20

Vendor ID:CISCO-CONCENTRATOR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7    768.404990  10.20.129.80  10.20.131.62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7 (110 bytes on wire, 110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Dst: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29.80 (10.20.129.80), 

Dst: 10.20.131.62 (10.20.131.62)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Identification (5)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1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68

Encrypted payload (40 bytes)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8    768.405921  10.20.131.62  10.20.129.80  ISAKMP   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Frame 9208 (126 bytes on wire, 126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Dst: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31.62 (10.20.131.62), 

Dst: 10.20.129.80 (10.20.129.80)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Identification (5)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Identity Protection (Main Mode) (2)

Flags:0x01

Message ID:0x00000000

Length: 84

Encrypted payload (56 bytes)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09    768.409799  10.20.129.80  10.20.131.62  ISAKMP   Quick Mode

Frame 9209 (334 bytes on wire, 334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Dst: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29.80 (10.20.129.80), 

Dst: 10.20.131.62 (10.20.131.62)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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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Hash (8)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Quick Mode (32)

Flags:0x01

Message ID:0x79a63fb1

Length: 292

Encrypted payload (264 bytes)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10    768.411797  10.20.131.62  10.20.129.80  ISAKMP   Quick Mode

Frame 9210 (334 bytes on wire, 334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Dst: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31.62 (10.20.131.62), 

Dst: 10.20.129.80 (10.20.129.80)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Hash (8)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Quick Mode (32)

Flags:0x01

Message ID:0x79a63fb1

Length: 292

Encrypted payload (264 bytes)

No.     Time        Source        Destination   Protocol Info

9211    768.437057  10.20.129.80  10.20.131.62  ISAKMP   Quick Mode

Frame 9211 (94 bytes on wire, 94 bytes captured)

Ethernet II, Src:Vmware_9d:2c:dd (00:50:56:9d:2c:dd), 

Dst:Cisco_80:70:f5 (00:13:c4:80:70:f5)

Internet Protocol, Src: 10.20.129.80 (10.20.129.80), 

Dst: 10.20.131.62 (10.20.131.62)

User Datagram Protocol, Src Port:isakmp (500), Dst Port:isakmp (500)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nitiator cookie:92585D2D797E9C52

Responder cookie:34704CFC8C8DBD09

Next payload:Hash (8)

Version: 1.0

Exchange type:Quick Mode (32)

Flags:0x01

Message ID:0x79a63fb1

Length: 52

Encrypted payload (2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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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VPN-Plus 概述

使用 SSL VPN-Plus，远程用户可以安全地连接到 vShield Edge 网关背后的专用网络。远程用户可以在专用网
络内访问服务器和应用程序。

vShield Manager

管理员

企业 LAN

vShield Edge

Windows
Server

远程用户通过
Web 访问模式连接

远程用户通过 SSL 客户端连接

Internet

SSL VPN
外部

配置网络访问 SSL VPN-Plus
在网络访问模式中，远程用户可以在下载并安装 SSL 客户端之后访问专用网络。

前提条件

SSL VPN 网关要求能够从外部网络访问端口 443，而 SSL VPN 客户端要求能够从客户端系统访问 vShield Edge
网关 IP 和端口 443。

步骤

1 添加 IP 池第 101 页，

向远程用户分配已添加的 IP 池中的虚拟 IP 地址。

2 添加专用网络第 101 页，

添加希望远程用户可以访问的网络。

3 添加安装软件包第 102 页，

为远程用户创建 SSL VPN-Plus 客户端的安装软件包。

4 添加用户第 103 页，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远程用户。

5 添加身份验证第 104 页，

您可以添加绑定到 SSL 网关的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AD、LDAP、Radius 或 RSA），而不是添加本地
用户。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6 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第 108 页，

必须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才能在 vShield Edge 接口上启用 SSL。

7 启用 SSL VPN-Plus 服务第 109 页，

配置 SSL VPN-Plus 服务后，请启用该服务，以便远程用户开始访问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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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IP 池

向远程用户分配已添加的 IP 池中的虚拟 IP 地址。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 IP 池”对话框。

10 键入 IP 池的开始和结束 IP 地址。

11 键入 IP 池的子网掩码。

12 键入要在 vShield Edge 网关中添加路由接口的 IP 地址。

13 （可选） 键入 IP 池的描述。

14 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 IP 池。

15 （可选） 在高级面板中，键入 DNS 名称。

16 （可选） 键入辅助 DNS 名称。

17 键入特定连接的 DNS 后 ，以解析基于域的主机名。

18 键入 WINS 服务器地址。

19 单击确定。

添加专用网络

添加希望远程用户可以访问的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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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专用网络”对话框。

10 键入专用网络 IP 地址。

11 键入专用网络的子网掩码。

12 （可选） 键入网络描述。

13 指定是通过已启用 SSL VPN-Plus 的 vShield Edge 发送专用网络和 Internet 流量，还是绕过 vShield Edge
直接将其发送到专用服务器。

14 如果选择的是通过通道发送流量，请选择启用 TCP 优化来优化网速。

常规完全访问 SSL VPN 通道会借助于第二个 TCP/IP 堆栈发送 TCP/IP 数据以通过 Internet 进行加密。这

将导致应用程序层数据在两个单独的 TCP 流中被封装两次。丢失数据包（在 佳 Internet 条件下也会发

生）时，将发生性能降级影响，称为 TCP-over-TCP 危机。从本质上讲，这是由于两个 TCP 设备正在同时
更正一个 IP 数据包，这会削弱网络吞吐量，并导致连接超时。TCP 优化消除了此 TCP-over-TCP 问题，
确保提供 佳性能。

15 键入要打开以便远程用户访问企业内部服务器/计算机的端口号，例如对应 RDP 的 3389，对应 FTP 的 20/21
以及对应 http 的 80。如果要向用户授予无限制访问权限，可将端口字段留空。

16 指定要启用还是禁用专用网络。

17 单击确定。

下一步

n 添加 IP 池。

n 添加相应的防火墙规则以允许专用网络流量通过。

添加安装软件包

为远程用户创建 SSL VPN-Plus 客户端的安装软件包。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安装软件包。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安装软件包”对话框。

10 键入安装软件包的配置文件名称。

11 在网关中，键入 vShield Edge 公共接口的 IP 地址或 FQDN。

此时该 IP 地址或 FQDN 将绑定到 SSL 客户端。安装该客户端后，此 IP 地址或 FQDN 会显示在 SSL 客户
端上。

12 键入在服务器设置中为 SSL VPN-Plus 指定的端口号。请参见第 108 页，“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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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选） 要将其他 vShield Edge 上行链路接口绑定到 SSL 客户端，

a 单击添加（ ) 图标。

b 键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

c 单击确定。

14 默认情况下，会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创建安装软件包。选择 Linux 或 Mac，为 Linux 或 Mac 操作系统
创建安装软件包。

15 （可选） 输入安装软件包的描述。

16 选择启用，以便在“安装软件包”页面上显示安装软件包。

17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选项。

选项 描述

登录时启动客户端 远程用户登录至其系统时，会启动 SSL VPN 客户端。

允许记住密码 启用该选项

启用静默模式安装 隐藏远程用户的安装命令。

隐藏 SSL 客户端网络适配器 隐藏与 SSL VPN 安装软件包一起安装在远程用户计算机上的 VMware SSL
VPN-Plus 适配器。

隐藏客户端系统托盘图标 隐藏指示 VPN 连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的 SSL VPN 托盘图标。

创建桌面图标 创建图标，调用用户桌面上的 SSL 客户端。

启用静默模式操作 隐藏指示安装已完成的弹出窗口。

服务器安全证书验证 在建立安全连接前，SSL VPN 客户端会验证 SSL VPN 服务器证书。

 
18 单击确定。

下一步

为远程用户添加用户凭据

添加用户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远程用户。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用户”对话框。

10 键入用户 ID。

11 键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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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再次键入密码。

13 （可选） 键入用户的名字。

14 （可选） 键入用户的姓氏。

15 （可选） 键入用户的描述。

16 在“密码详细信息”中，选择密码永不过期，以便始终为用户保持相同的密码。

17 单击确定。

下一步

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

添加身份验证

您可以添加绑定到 SSL 网关的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AD、LDAP、Radius 或 RSA），而不是添加本地用户。
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04 页，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05 页，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06 页，

可以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
份验证。

n 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07 页，

可以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

n 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07 页，

可以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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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键入外部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AD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选择启用 SSL 以启用指定服务器上的 SSL 服务。

14 在超时期限中，键入 AD 服务器必须响应的时间段（以秒为单位）。

15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6 键入搜索库以指示要搜索的外部目录树部分。

该搜索库可能等同于组织、组或外部目录的域名 (AD)。

17 键入绑定的 DN。

绑定的 DN 是位于外部 AD 服务器上且可以在已定义的搜索库中搜索 AD 目录的用户。大多数情况下，绑

定的 DN 可以对整个目录进行搜索。绑定的 DN 的角色是使用 DN（识别名）的查询筛选器和搜索库查询

目录，从而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返回 DN 后，使用 DN 和密码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8 键入绑定的密码以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9 再次键入绑定的密码。

20 在登录属性名称中，键入与远程用户所输入的用户 ID 匹配的名称。

对于 Active Directory，登录属性名称为 sAMAccountName。

21 在搜索筛选器中，键入要限制搜索的筛选器值。

搜索筛选器的格式为 attribute operator value。

22 如果要使用此 AD 服务器作为第二级别的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23 单击确定。

添加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LDAP。

11 键入外部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LDAP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选择启用 SSL 以启用指定服务器上的 SS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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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秒为单位键入超时期间。

15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6 键入搜索库以指示要搜索的外部目录树部分。

该搜索库可能等同于组织、组或外部目录的域名 (AD)。

17 键入绑定的 DN。

绑定的 DN 是位于外部 AD 服务器上且可以在已定义的搜索库中搜索 AD 目录的用户。大多数情况下，绑

定的 DN 可以对整个目录进行搜索。绑定的 DN 的角色是使用 DN（识别名）的查询筛选器和搜索库查询

目录，从而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返回 DN 后，使用 DN 和密码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8 键入并再次键入绑定的密码，从而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9 在登录属性名称中，键入与远程用户所输入的用户 ID 匹配的名称。

对于 Active Directory，登录属性名称为 sAMAccountName。

20 在搜索筛选器中，键入要限制搜索的筛选器值。

搜索筛选器的格式为 attribute operator value。

21 如果要使用此 LDAP 服务器作为第二级别的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22 单击确定。

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RADIUS。

11 键入 RSA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以秒为单位键入超时期间。

14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5 在 RSA 安全控制台中添加身份验证代理时键入并再次键入指定的共享密钥。

16 键入用于身份验证的 NAS IP 地址。

17 键入未响应时联系 RADIUS 服务器的次数。

vShield 管理指南

106  VMware, Inc.



18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9 单击确定。

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
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RSA-ACE。

11 （可选） 键入 RSA 服务器的超时期限（以秒为单位）。

12 在配置文件中，浏览到并选择从 RSA Authentication Manager 下载的 sdconf.rec 文件。

13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4 在高级部分，键入 vShield Edge 接口的 IP 地址，通过该地址可访问 RSA 服务器。

15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6 单击确定。

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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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LOCAL。

11 要定义密码策略，请选择密码策略并指定所需的值。

12 要定义帐户锁定策略，请选中帐户锁定策略旁边的启用。

a 在重试次数中，键入远程用户在输入错误密码后可以尝试访问其帐户的次数。

b 在重试持续时间中，键入登录尝试失败后，远程用户的帐户变为锁定状态的时间段。

例如，如果指定重试次数为 5，重试持续时间为 1 分钟，那么当远程用户在 1 分钟内尝试登录 5 次均
失败后，其帐户将被锁定。

c 在锁定持续时间中，键入用户帐户将保持锁定的时间段。在此时间后，该帐户将自动解锁。

13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4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5 单击确定。

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

必须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才能在 vShield Edge 接口上启用 SSL。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Edge 选项卡。

7 单击 VPN 选项卡。

8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9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服务器设置。

10 单击更改。

此时会打开“更改服务器设置”对话框。

11 选择要在其上启用 SSL VPN-Plus 的 vShield Edge 接口。选择 ANY - 0.0.0.0，以启用选定 vShield Edge
的所有接口上的 SSL VPN-Plus。

12 根据需要编辑端口号。配置安装软件包需要此端口号。

13 选择加密方法。

14 （可选） 从“服务器证书”表中选择要添加的服务器证书。

15 单击确定。

下一步

启用 SSL VP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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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SSL VPN-Plus 服务

配置 SSL VPN-Plus 服务后，请启用该服务，以便远程用户开始访问专用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  图标。

下一步

仪表板将显示服务状态、活动 SSL VPN 会话数量、会话统计信息和数据流详细信息。

配置 Web 访问 SSL VPN-Plus
在 Web 访问模式中，远程用户可以在不下载 SSL 客户端的情况下访问专用网络。

步骤

1 创建 Web 资源第 109 页，

可以添加远程用户能够通过 Web 浏览器与之连接的 Web 访问服务器。

2 添加用户第 110 页，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远程用户。

3 添加身份验证第 111 页，

您可以添加绑定到 SSL 网关的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AD、LDAP、Radius 或 RSA），而不是添加本地
用户。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4 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第 115 页，

必须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才能在 vShield Edge 接口上启用 SSL。

5 启用 SSL VPN-Plus 服务第 115 页，

配置 SSL VPN-Plus 服务后，请启用该服务，以便远程用户开始访问专用网络。

创建 Web 资源

可以添加远程用户能够通过 Web 浏览器与之连接的 Web 访问服务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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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 Web 资源。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 Web 资源”对话框。

10 键入 Web 资源的名称。

11 键入希望远程用户访问的 Web 资源的 URL。

12 根据远程用户是要读取还是写入 Web 资源，选择 HTTP 方法。

13 键入 Web 资源的描述。当远程用户访问 Web 资源时，此描述会显示在 Web 门户上。

14 选择启用以启用 Web 资源。必须启用 Web 资源，远程用户才能对其进行访问。

下一步

添加本地用户或为外部用户添加身份验证。

添加用户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远程用户。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用户”对话框。

10 键入用户 ID。

11 键入密码。

12 再次键入密码。

13 （可选） 键入用户的名字。

14 （可选） 键入用户的姓氏。

15 （可选） 键入用户的描述。

16 在“密码详细信息”中，选择密码永不过期，以便始终为用户保持相同的密码。

17 单击确定。

下一步

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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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身份验证

您可以添加绑定到 SSL 网关的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AD、LDAP、Radius 或 RSA），而不是添加本地用户。
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11 页，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12 页，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n 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13 页，

可以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
份验证。

n 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13 页，

可以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

n 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第 114 页，

可以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AD。

11 键入外部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AD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选择启用 SSL 以启用指定服务器上的 SSL 服务。

14 在超时期限中，键入 AD 服务器必须响应的时间段（以秒为单位）。

15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6 键入搜索库以指示要搜索的外部目录树部分。

该搜索库可能等同于组织、组或外部目录的域名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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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键入绑定的 DN。

绑定的 DN 是位于外部 AD 服务器上且可以在已定义的搜索库中搜索 AD 目录的用户。大多数情况下，绑

定的 DN 可以对整个目录进行搜索。绑定的 DN 的角色是使用 DN（识别名）的查询筛选器和搜索库查询

目录，从而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返回 DN 后，使用 DN 和密码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8 键入绑定的密码以对 AD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9 再次键入绑定的密码。

20 在登录属性名称中，键入与远程用户所输入的用户 ID 匹配的名称。

对于 Active Directory，登录属性名称为 sAMAccountName。

21 在搜索筛选器中，键入要限制搜索的筛选器值。

搜索筛选器的格式为 attribute operator value。

22 如果要使用此 AD 服务器作为第二级别的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23 单击确定。

添加 LDAP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AD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LDAP。

11 键入外部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LDAP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选择启用 SSL 以启用指定服务器上的 SSL 服务。

14 以秒为单位键入超时期间。

15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6 键入搜索库以指示要搜索的外部目录树部分。

该搜索库可能等同于组织、组或外部目录的域名 (AD)。

17 键入绑定的 DN。

绑定的 DN 是位于外部 AD 服务器上且可以在已定义的搜索库中搜索 AD 目录的用户。大多数情况下，绑

定的 DN 可以对整个目录进行搜索。绑定的 DN 的角色是使用 DN（识别名）的查询筛选器和搜索库查询

目录，从而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返回 DN 后，使用 DN 和密码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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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键入并再次键入绑定的密码，从而对 LDAP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19 在登录属性名称中，键入与远程用户所输入的用户 ID 匹配的名称。

对于 Active Directory，登录属性名称为 sAMAccountName。

20 在搜索筛选器中，键入要限制搜索的筛选器值。

搜索筛选器的格式为 attribute operator value。

21 如果要使用此 LDAP 服务器作为第二级别的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22 单击确定。

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RADIUS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RADIUS。

11 键入 RSA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 键入 RADIUS 服务器的端口号。

13 以秒为单位键入超时期间。

14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5 在 RSA 安全控制台中添加身份验证代理时键入并再次键入指定的共享密钥。

16 键入用于身份验证的 NAS IP 地址。

17 键入未响应时联系 RADIUS 服务器的次数。

18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9 单击确定。

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 RSA-ACE 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
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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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RSA-ACE。

11 （可选） 键入 RSA 服务器的超时期限（以秒为单位）。

12 在配置文件中，浏览到并选择从 RSA Authentication Manager 下载的 sdconf.rec 文件。

13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4 在高级部分，键入 vShield Edge 接口的 IP 地址，通过该地址可访问 RSA 服务器。

15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6 单击确定。

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

可以添加本地身份验证服务器以绑定到 SSL 网关。将对绑定的身份验证服务器中的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身份验证。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服务器”对话框。

10 在类型中，选择 LOCAL。

11 要定义密码策略，请选择密码策略并指定所需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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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定义帐户锁定策略，请选中帐户锁定策略旁边的启用。

a 在重试次数中，键入远程用户在输入错误密码后可以尝试访问其帐户的次数。

b 在重试持续时间中，键入登录尝试失败后，远程用户的帐户变为锁定状态的时间段。

例如，如果指定重试次数为 5，重试持续时间为 1 分钟，那么当远程用户在 1 分钟内尝试登录 5 次均
失败后，其帐户将被锁定。

c 在锁定持续时间中，键入用户帐户将保持锁定的时间段。在此时间后，该帐户将自动解锁。

13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指示服务器是否处于启用状态。

14 如果要将该服务器用作二级身份验证，请选择使用此服务器进行第二身份验证。

如有需要，请选择在身份验证失败时终止会话。

15 单击确定。

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

必须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才能在 vShield Edge 接口上启用 SSL。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Edge 选项卡。

7 单击 VPN 选项卡。

8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9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服务器设置。

10 单击更改。

此时会打开“更改服务器设置”对话框。

11 选择要在其上启用 SSL VPN-Plus 的 vShield Edge 接口。选择 ANY - 0.0.0.0，以启用选定 vShield Edge
的所有接口上的 SSL VPN-Plus。

12 根据需要编辑端口号。配置安装软件包需要此端口号。

13 选择加密方法。

14 （可选） 从“服务器证书”表中选择要添加的服务器证书。

15 单击确定。

下一步

启用 SSL VPN 服务。

启用 SSL VPN-Plus 服务

配置 SSL VPN-Plus 服务后，请启用该服务，以便远程用户开始访问专用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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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  图标。

下一步

仪表板将显示服务状态、活动 SSL VPN 会话数量、会话统计信息和数据流详细信息。

使用 IP 池
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 IP 池。

添加 IP 池

向远程用户分配已添加的 IP 池中的虚拟 IP 地址。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 IP 池”对话框。

10 键入 IP 池的开始和结束 IP 地址。

11 键入 IP 池的子网掩码。

12 键入要在 vShield Edge 网关中添加路由接口的 IP 地址。

13 （可选） 键入 IP 池的描述。

14 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 IP 池。

15 （可选） 在高级面板中，键入 DNS 名称。

16 （可选） 键入辅助 DNS 名称。

17 键入特定连接的 DNS 后 ，以解析基于域的主机名。

18 键入 WINS 服务器地址。

19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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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IP 池

可以编辑 IP 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9 选择要编辑的 IP 池。

10 选择要编辑的 IP 池。

11
单击编辑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编辑 IP 池”对话框。

12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13 单击确定。

删除 IP 池

可以删除 IP 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8 选择要删除的 IP 池。

9 单击删除（ ) 图标。

所选的 IP 池将被删除。

启用 IP 池

如果要将某 IP 池中的 IP 地址分配给远程用户，您可以启用该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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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8 选择要启用的 IP 池

9 单击启用 ( ) 图标。

所选的 IP 池将启用。

禁用 IP 池

如果不希望将某个 IP 池中的 IP 地址分配给远程用户，您可以禁用该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8 选择要禁用的 IP 池。

9
单击禁用 ( ) 图标。

所选的 IP 池将禁用。

更改 IP 池的顺序

SSL VPN 根据 IP 池的顺序将 IP 地址分配给远程用户。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 IP 池。

8 选择要更改顺序的 IP 池。

9
单击上移 ( ) 或“下移”(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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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专用网络

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远程用户可访问的专用网络。

添加专用网络

添加希望远程用户可以访问的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9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专用网络”对话框。

10 键入专用网络 IP 地址。

11 键入专用网络的子网掩码。

12 （可选） 键入网络描述。

13 指定是通过已启用 SSL VPN-Plus 的 vShield Edge 发送专用网络和 Internet 流量，还是绕过 vShield Edge
直接将其发送到专用服务器。

14 如果选择的是通过通道发送流量，请选择启用 TCP 优化来优化网速。

常规完全访问 SSL VPN 通道会借助于第二个 TCP/IP 堆栈发送 TCP/IP 数据以通过 Internet 进行加密。这

将导致应用程序层数据在两个单独的 TCP 流中被封装两次。丢失数据包（在 佳 Internet 条件下也会发

生）时，将发生性能降级影响，称为 TCP-over-TCP 危机。从本质上讲，这是由于两个 TCP 设备正在同时
更正一个 IP 数据包，这会削弱网络吞吐量，并导致连接超时。TCP 优化消除了此 TCP-over-TCP 问题，
确保提供 佳性能。

15 键入要打开以便远程用户访问企业内部服务器/计算机的端口号，例如对应 RDP 的 3389，对应 FTP 的 20/21
以及对应 http 的 80。如果要向用户授予无限制访问权限，可将端口字段留空。

16 指定要启用还是禁用专用网络。

17 单击确定。

下一步

n 添加 IP 池。

n 添加相应的防火墙规则以允许专用网络流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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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专用网络

可以删除专用网络。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 选项卡。

5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9 单击要删除的网络。

10 单击删除（ ）图标

所选网络将被删除。

启用专用网络

如果启用专用网络，则远程用户可以通过 SSL VPN-Plus 对其进行访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 选项卡。

5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9 单击要启用的网络。

10 单击启用图标 ( ).

所选网络将启用。

禁用专用网络

如果禁用专用网络，则远程用户将无法通过 SSL VPN-Plus 访问它。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 Edge 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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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8 单击要禁用的网络。

9
单击禁用 ( ) 图标。

所选网络将被禁用。

更改专用网络顺序

通过 SSL VPN-Plus，远程用户可以按照专用网络在 Private Networks 面板中显示的顺序对其进行访问。

如果针对某个专用网络选择 Enable TCP Optimization，则某些应用程序（如处于 Active 模式下的 FTP）可能

无法在该子网内正常工作。要添加在 Active 模式下配置的 FTP 服务器，必须在禁用 TCP 优化的情况下为该

FTP 服务器添加其他专用网络。此外，必须启用活动的 TCP 专用网络，并且必须置于子网专用网络之上。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双击 vShield Edge 网关。

5 单击 VPN 选项卡。

6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7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专用网络。

8
单击更改顺序（ ）图标

此时将打开“更改顺序”对话框。

9 选择要更改顺序的网络。

10
单击上移 ( ) 或下移 ( ) 图标。

11 单击确定。

使用安装软件包

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 SSL 客户端的安装软件包。

添加安装软件包

为远程用户创建 SSL VPN-Plus 客户端的安装软件包。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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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安装软件包。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安装软件包”对话框。

10 键入安装软件包的配置文件名称。

11 在网关中，键入 vShield Edge 公共接口的 IP 地址或 FQDN。

此时该 IP 地址或 FQDN 将绑定到 SSL 客户端。安装该客户端后，此 IP 地址或 FQDN 会显示在 SSL 客户
端上。

12 键入在服务器设置中为 SSL VPN-Plus 指定的端口号。请参见第 108 页，“添加 SSL VPN-Plus 服务器设置”。

13 （可选） 要将其他 vShield Edge 上行链路接口绑定到 SSL 客户端，

a 单击添加（ ) 图标。

b 键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

c 单击确定。

14 默认情况下，会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创建安装软件包。选择 Linux 或 Mac，为 Linux 或 Mac 操作系统
创建安装软件包。

15 （可选） 输入安装软件包的描述。

16 选择启用，以便在“安装软件包”页面上显示安装软件包。

17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选项。

选项 描述

登录时启动客户端 远程用户登录至其系统时，会启动 SSL VPN 客户端。

允许记住密码 启用该选项

启用静默模式安装 隐藏远程用户的安装命令。

隐藏 SSL 客户端网络适配器 隐藏与 SSL VPN 安装软件包一起安装在远程用户计算机上的 VMware SSL
VPN-Plus 适配器。

隐藏客户端系统托盘图标 隐藏指示 VPN 连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的 SSL VPN 托盘图标。

创建桌面图标 创建图标，调用用户桌面上的 SSL 客户端。

启用静默模式操作 隐藏指示安装已完成的弹出窗口。

服务器安全证书验证 在建立安全连接前，SSL VPN 客户端会验证 SSL VPN 服务器证书。

 
18 单击确定。

下一步

为远程用户添加用户凭据

编辑安装软件包

可以编辑安装软件包。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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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安装软件包。

9 选择要编辑的安装软件包。

10
单击“编辑”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编辑安装软件包”对话框。

11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12 单击确定。

删除安装软件包

可以删除安装软件包。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安装软件包。

9 选择要删除的安装软件包。

10 单击删除（ ) 图标。

所选的 IP 池将被删除。

使用用户

可以从本地数据库添加、编辑或删除用户。

添加用户

向本地数据库添加远程用户。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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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用户”对话框。

10 键入用户 ID。

11 键入密码。

12 再次键入密码。

13 （可选） 键入用户的名字。

14 （可选） 键入用户的姓氏。

15 （可选） 键入用户的描述。

16 在“密码详细信息”中，选择密码永不过期，以便始终为用户保持相同的密码。

17 单击确定。

下一步

添加 SSL VPN 服务器设置。

编辑用户

可以编辑用户的详细信息（用户 ID 除外）。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单击编辑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编辑用户”对话框。

10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11 单击确定。

删除用户

可以删除用户。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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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

10 单击删除（ ) 图标。

所选用户将被删除。

更改用户的密码

可以更改用户的密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在配置面板中，单击用户。

9 单击更改密码图标。

此时将打开“更改密码”对话框。

10 键入新密码。

11 再次键入新密码。

12 单击“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以便用户下次登录到系统时更改密码。

13 单击确定。

编辑客户端配置

可以更改远程用户登录到 SSL VPN 时 SSL VPN 客户端通道响应的方式。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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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客户端配置。

此时将打开“更改客户端配置”对话框。

9 选择通道模式。

在拆分通道模式中，只有 VPN 会流过 vShield Edge 网关。在全通道模式中，vShield Edge 网关将变为远

程用户的默认网关，并且所有流量（VPN、本地和 Internet）都将流过此网关。

10 如果已选择了全通道模式：

a 请选择排除本地子网以便排除本地流量，使其不流过 VPN 通道。

b 为远程用户系统的默认网关键入 IP 地址。

11 如果要使远程用户在断开连接后自动重新连接到 SSL VPN 客户端，请选择启用自动重新连接。

12 如果要在远程用户登录到计算机时立即显示 SSL 客户端登录屏幕，请选择登录时启动。

13 当客户端存在可用升级时，请选择客户端升级通知以通知远程用户。远程用户随后可以选择安装升级。

14 单击确定。

使用登录和注销脚本

可以将登录或注销脚本绑定到 vShield Edge 网关。

添加脚本

可以添加多个登录和注销脚本。例如，可以将启动 Internet Explorer 的登录脚本与 gmail.com 绑定。当远程用

户登录到 SSL 客户端时，Internet Explorer 即可打开 gmail.com。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添加登录-注销脚本”对话框。

10 在脚本中，单击浏览，然后选择希望绑定到 vShield Edge 网关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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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脚本的类型。

选项 描述

登录 当远程用户登录到 SSL VPN 时，执行脚本操作。

注销 当远程用户注销 SSL VPN 时，执行脚本操作。

二者 当远程用户登录和注销 SSL VPN 时，执行脚本操作。

 
12 键入脚本描述。

13 选择已启用启用脚本。

14 单击确定。

编辑脚本

可以编辑绑定到 vShield Edge 网关的登录或注销脚本的类型、描述和状态。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选择脚本。

10
单击编辑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编辑登录-注销脚本”对话框。

11 进行适当更改。

12 单击确定。

删除脚本

可以删除登录或注销脚本。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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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脚本。

10 单击删除（ ) 图标。

启用脚本

必须启用脚本才能使脚本运行。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选择脚本。

10 单击启用 ( ) 图标。

禁用脚本

可以禁用登录/注销脚本。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选择脚本。

10
单击禁用 ( ) 图标。

刷新脚本

添加或删除脚本后，您可以刷新“登录/注销脚本”页面。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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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选择脚本。

10
单击“刷新”( ) 图标。

更改脚本的顺序

可以更改脚本的顺序。例如，假设您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将打开 gmail.com 的登录脚本放置在打开 yahoo.com
的登录脚本之上，则当远程用户登录到 SSL VPN 时，gmail.com 会显示在 yahoo.com 之前。如果现在互换登

录脚本的顺序，则 yahoo.com 将显示在 gmail.com 之前。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登录/注销脚本。

9
单击更改顺序（ ）图标

此时将打开“更改顺序”对话框。

10 选择要更改顺序的脚本。

11
单击上移 ( ) 或下移 ( ) 图标。

12 单击确定。

SSL VPN-Plus 日志

SSL VPN-Plus 网关日志将发送到在 vShield Edge 设备上配置的 syslog 服务器。SSL VPN-Plus 客户端日志将
存储在远程用户计算机的以下目录中：%PROGRAMFILES%/VMWARE/SSL VPN Client/。

编辑常规设置

可以编辑默认的 VPN 设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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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常规设置。

此时会打开“更改常规设置”对话框。

9 进行所需的选择。

选择 收件人

禁止使用相同用户名进行多次登录 仅允许远程用户使用一个用户名登录一次。

启用压缩 启用基于 TCP 的智能数据压缩并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启用日志记录 保留通过 SSL VPN 网关的流量日志。

强制虚拟键盘 仅允许远程用户通过虚拟键盘输入 Web 或客户端登录信息。

虚拟键盘的随机按键 使虚拟键盘按键具有随机性。

启用强制超时 指定的超时期限结束后断开远程用户的连接。键入超时期限（以分钟为单位）。

会话闲置超时 如果在指定期限内用户会话中没有活动，则在该期限结束后结束用户会话。

用户通知 键入远程用户登录后要向其显示的消息。

启用公共 URL 访问 允许远程用户访问管理员未配置（并且在 Web 门户上未列出）的任何站点。

 
10 单击确定。

编辑 Web 门户设计

可以编辑绑定到 SSL VPN 客户端的客户端横幅。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 VPN 选项卡。

7 单击 SSL VPN-Plus 选项卡。

8 单击门户自定义。

此时将打开“更改 Web 门户设计”对话框。

9 键入门户标题。

10 键入远程用户的公司名称。

11 在徽标中，单击更改，然后为远程用户的徽标选择映像文件。

12 在颜色中，单击要为其更改颜色的已编号项目旁边的颜色框，然后选择所需的颜色。

1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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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负载平衡器服务
vShield Edge 可为 TCP、HTTP 和 HTTPS 流量提供负载平衡。借助负载平衡（ 高到第 7 层），Web 应用程
序可进行自动调整。

将外部或公共 IP 地址映射到一组内部服务器以进行负载平衡。负载平衡器可接受外部 IP 地址上的 TCP、HTTP
或 HTTPS 请求，并确定要使用的内部服务器。端口 8090 是 TCP 的默认侦听端口，端口 80 是 HTTP 的默认端

口，端口 443 是 HTTPS 的默认端口。

配置负载平衡器服务

可以创建一个后端服务器池，并指定该池所支持的服务。随后，您可以在服务器池后面为负载平衡器服务关联
两台或多台虚拟机。

步骤

1 添加服务器池第 131 页，

可以添加服务器池，以灵活高效地管理和共享后端服务器。池可管理健康状况检查监控和负载平衡器分
配方法。

2 添加虚拟服务器第 133 页，

将 vShield Edge 内部或上行链路接口作为虚拟服务器进行添加。

添加服务器池

可以添加服务器池，以灵活高效地管理和共享后端服务器。池可管理健康状况检查监控和负载平衡器分配方法。

步骤

1 打开添加池向导第 131 页，

打开添加池向导，启动添加负载平衡器池的过程。

2 为负载平衡器池命名第 132 页，

为负载平衡器池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

3 为池选择和配置服务第 132 页，

您可以选择和配置该池支持的服务。

4 定义运行状况检查参数第 132 页，

健康状况检查将检查服务器池中的所有服务器是否都处于活动状态并正在应答查询。

5 添加服务器第 133 页，

向池中添加后端服务器。

6 检查设置和添加池第 133 页，

在添加服务器池之前，请检查您输入的设置。

打开添加池向导

打开添加池向导，启动添加负载平衡器池的过程。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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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池选项卡中。

8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会打开添加池向导。

为负载平衡器池命名

为负载平衡器池提供描述性名称和可选描述。

步骤

1 在添加池向导的 Name 和 Description 页面，键入负载平衡器池的名称。

2 （可选） 键入池描述。

3 单击下一步。

为池选择和配置服务

您可以选择和配置该池支持的服务。

步骤

1 在添加池向导的 Services 页面中，对要支持的每个服务单击 Enable。

2 为每个启用的服务选择一种平衡方法。

选项 描述

IP_HASH 根据每个数据包的源和目标 IP 地址哈希选择服务器。

LEAST_CONN 根据服务器上已存在的连接数将客户端请求发布到多个服务器。新连接会被
发送到连接数 少的服务器。

ROUND_ROBIN 根据每个服务器分配到的权重，依次使用各服务器。当服务器的处理时间保
持均 分布时，这是 顺畅、 公平的算法。

URI URI 左侧部分（问号之前）由运行中的服务器的总权重进行哈希和除法计算。
结果将指定接收请求的服务器。这样可以确保只要没有服务器上移或下移，
URI 将始终定向到同一服务器。

 
3 （可选） 如有必要，请为每个启用的服务更改默认端口。

4 对要为池启用的其他服务重复步骤 1 到步骤 3。

5 单击下一步。

定义运行状况检查参数

健康状况检查将检查服务器池中的所有服务器是否都处于活动状态并正在应答查询。

vShield Edge 支持三种健康状况检查模式。

选项 描述

TCP TCP 连接检查。

HTTP 使用 GET/默认方法来检测服务器状态。只有响应 2xx 和 3xx 才是有效的。其他响应（包括没有响应）均指示服务
器出现故障。

SSL 使用 SSLv3 客户端问候消息测试服务器。仅当响应包含服务器问候消息时才将服务器视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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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添加池向导的 Health Check 页面中，为该池即将支持的每个服务更改监控端口（如果需要）。

健康状况检查监控端口也用作服务端口。

2 为每个服务选择运行状况检查模式。

3 下表列出了健康状况检查参数。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默认值。

参数 描述

时间间隔 Ping 服务器的时间间隔。

超时时间 必须在此时间内接收到来自服务器的响应。

健康状况阈值 在声明服务器运行之前连续成功执行健康状况检查的次数。

异常阈值 在声明服务器停止运行之前连续执行健康状况检查都失败的次数。

4 对于 HTTP，键入 HTTP ping 请求中引用的 URI。

5 单击下一步。

添加服务器

向池中添加后端服务器。

步骤

1 在添加池向导的 Members 页面中，单击 Add ( ) 图标。

2 键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

3 键入权重以指示该后端服务器将对其服务的请求的数量所占的比率。

4 更改服务器的默认端口和监控端口（如果需要）。

5 单击添加。

6 重复步骤 1 到步骤 5，以添加其他服务器。

7 单击下一步。

检查设置和添加池

在添加服务器池之前，请检查您输入的设置。

步骤

1 在添加池向导的 Ready to Complete 页面中，查看服务器池的设置。

2 单击 Previous 可修改设置。

3 单击 Finish 可接受设置并添加池。

4 单击 Publish Changes，使池配置生效。

添加虚拟服务器

将 vShield Edge 内部或上行链路接口作为虚拟服务器进行添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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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单击虚拟服务器选项卡。

8 单击添加（ ) 图标。

9 键入虚拟服务器的名称。

10 （可选） 键入虚拟服务器的描述。

11 键入 vShield Edge 接口的 IP 地址。

12 选择要与虚拟服务器相关联的池。

此时将显示选定的池所支持的服务。

13 在服务中，对每个将受到支持的服务单击启用。

14 根据需要，更改“端口”、“保持方法”、“Cookie 名称”和“Cookie 模式”的默认值。

15 单击已启用以启用虚拟服务器。

16 单击启用日志记录。

编辑服务器池

可以编辑服务器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池”选项卡中。

8 选择要编辑的池。

9
单击编辑 ( ) 图标。

10 进行适当更改，然后单击完成。

删除服务器池

可以删除服务器池。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vShield 管理指南

134  VMware, Inc.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确保您处于“池”选项卡中。

8 选择要编辑的池。

9 单击删除（ ) 图标。

10 进行适当更改，然后单击完成。

编辑虚拟服务器

可以编辑虚拟服务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单击虚拟服务器选项卡。

8 选择要编辑的虚拟服务器。

9
单击编辑 ( ) 图标。

10 进行适当更改，然后单击完成。

删除虚拟服务器

可以删除虚拟服务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负载平衡器选项卡。

7 单击虚拟服务器选项卡。

8 选择要删除的虚拟服务器。

9 单击删除（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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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 (HA) 可确保 vShield Edge 设备在虚拟化网络上始终可用。可在安装 vShield Edge 的过程中，或者在

已安装的 vShield Edge 实例上启用 HA。

有状态高可用性

主 vShield Edge 设备处于活动状态，辅助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所有 vShield Edge 服务均在活动设备上运行。
主设备会维护备用设备的检测信号，并通过内部接口发送服务更新。

如果未在指定的时间内（默认值为 6 秒）收到主设备的检测信号，则主设备会被声明为已停止运行。备用设备

进入活动状态，接管主设备的界面配置，然后启动在主设备上运行的 vShield Edge 服务。发生切换时，会在

Settings & Reports 的 System Events 选项卡中显示一个系统事件。负载平衡器和 VPN 服务需重新建立与

vShield Edge 的 TCP 连接，所以将出现短时间的服务中断。虚拟线路连接和防火墙会话在主设备和备用设备
之间进行同步，所以切换期间不会出现服务中断。

如果 vShield Edge 设备出现故障并报告错误状态，则为了恢复出现故障的设备，HA 将对该设备执行强制同

步。恢复后，该设备具备当前活动设备的配置，并保持待机状态。如果 vShield Edge 设备已停止运行，您必须
删除该设备，并添加新设备。

vShield Edge 为备用设备复制主设备的配置，或您可以手动添加两个设备。VMware 建议您在单独的资源池和
数据存储上创建主设备和辅助设备。如果将主设备和辅助设备创建在同一数据存储上，则数据存储必须在群集

的所有主机间共享，以便将 HA 设备对部署在不同的 ESX 主机上。如果数据存储为本地存储器，则两个虚拟机
均部署在同一主机上。

vShield Edge 确保，即使您使用了 DRS 和 vMotion，两个 HA vShield Edge 虚拟机也不会在同一 ESX 主机上

（除非您手动使用 vMotion 将它们迁移到同一主机）。两个虚拟机都在 vCenter 上部署，与您配置的设备处于

同一资源池和数据存储中。系统会为 vShield Edge HA 中的 HA 虚拟机分配本地链接 IP，以便它们彼此进行

通信。您可以指定用于替代本地链接的管理 IP 地址。

如果配置了 syslog 服务器，则活动设备上的日志将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vSphere High Availability
vShield Edge HA 与 vSphere HA 兼容。如果运行 vShield Edge 实例的主机停止运行，则 vShield Edge 会在

备用主机上重新启动，从而确保 vShield Edge HA 对仍可以再进行一次故障切换。

如果未利用 vSphere HA，则处于活动状态的备用 vShield Edge HA 对在一次故障切换后仍将处于活动状态。

但是，如果在还原第二个 HA 对之前再次出现故障切换，则将危及 vShield Edge 的可用性。

有关 vSphere HA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Sphere 可用性》。

更改 HA 配置

可以更改在安装 vShield Edge 时指定的 HA 配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为其指定 syslog 服务器的 vShield Edge。

6 单击配置选项卡。

7 单击设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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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HA 配置面板中，单击更改。

9 在“更改 HA 配置”对话框中，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10 单击确定。

配置 DNS 服务器
可以对外部 DNS 服务器进行配置，以便 vShield Edge 向其转发来自客户端的名称解析请求。 vShield Edge 会
将客户端应用请求转发给 DNS 服务器，进而完全解析网络名称并缓存服务器发送的响应。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一个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状态选项卡。

7 在 DNS 配置面板中，单击更改。

8 单击启用 DNS 服务以启用 DNS 服务。

9 键入两台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 在需要时更改默认高速缓存大小。

11 单击启用日志记录以记录 DNS 流量。

生成的日志会被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12 选择日志级别。

13 单击确定。

配置远程 Syslog 服务器
您可以配置一个或两个远程 syslog 服务器。从 vShield Edge 设备流出的与防火墙事件相关的 vShield Edge 事
件和日志将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双击要为其指定 syslog 服务器的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状态选项卡。

7 在详细信息面板中，单击 Syslog 服务器旁的更改。

8 键入两个远程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

9 单击添加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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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CLI 凭据
可以编辑用于登录命令行界面 (CLI) 的凭据。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选择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并选择更改 CLI 凭据。

7 进行适当编辑。

8 单击确定。

将 vShield Edge 升级到大型或超大型
如果已安装紧凑型 vShield Edge 实例，则可以将其升级为大型或超大型 vShield Edge 实例。

前提条件

n 紧凑型 vShield Edge 实例需要 256 MB 内存和 200 MB 磁盘空间。

n 大型 vShield Edge 实例需要 1 GB 内存和 256 MB 磁盘空间。

n 超大型 vShield Edge 实例需要 8 GB 内存和 256 MB 磁盘空间。对于包含数百万个并发会话且正在使用负

载平衡器服务的环境来说，建议使用超大型 vShield Edge 实例。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选择紧凑型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然后选择升级到大型或升级到超大型。

此时将升级 vShield Edge 实例。

下载 vShield Edge 的技术支持日志
可以为每个 vShield Edge 实例下载技术支持日志。如果已为 vShield Edge 实例启用高可用性，则将从两个

vShield Edge 虚拟机下载技术支持日志。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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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Edge 选项卡。

5 选择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并选择下载技术支持日志。

7 生成技术支持日志后，单击下载。

8 在“选择下载位置”对话框中，浏览至要保存该日志文件的目录。

9 单击 Save。

10 单击关闭。

将 vShield Edge 与 vShield Manager 同步
如果 vShield 服务无响应，或者某个服务与 vShield Manager 的显示内容不同步，您可以从 vShield Manager
向 vShield Edge 发送一个同步请求。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选择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并选择强制同步。

重新部署 vShield Edge
如果强制同步后 vShield 服务未按预期运行，您可以重新部署 vShield Edge 实例。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清单 > 主机和群集。

2 从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3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4 单击 Edges 链接。

5 选择 vShield Edge 实例。

6
单击更多操作（ ）图标并选择重新部署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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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dge 虚拟机会替换为新的虚拟机，所有的服务都将还原。如果重新部署不起作用，请将 vShield Edge
虚拟机关闭电源，然后再次重新部署 vShield Edge。

注意   在以下情况中重新部署可能不起作用。

n 装有 vShield Edge 的资源池不再存在于 vCenter 清单中，或其 MoId（vCenter Server 中的标识符）已更改。

n 装有 vShield Edge 的数据存储已损坏/已卸载或不可访问。

n 连接 vShield 接口的 dvportGroup 不再存在于 vCenter 清单中，或其 MoId（vCenter Server 中的标识符）
已更改。

如果发生以上任一情况，您必须使用 REST API 调用来更新资源池、数据存储或 dvPortGroup 的 MOID。请参

见《vShield API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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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插入管理 10
VMware 合作伙伴可以在其 VMware 虚拟环境中集成 NetX 服务。

在计划了希望提供的服务之后，可实施服务虚拟机并创建供应商模板（包含所提供服务级别的设置和配置参数
或您提供的不同服务的设置和配置参数）。

服务管理员会在 vShield Manager 中注册您的 Service Manager 和服务，并监控服务的运行状况和性能。

服务使用程序可创建服务配置文件以配置服务使其在网络区域上运行，并编辑服务特定于供应商的属性。服务
使用程序随后可将服务绑定到虚拟线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41 页，“插入网络服务”

n 第 144 页，“更改服务优先级”

n 第 144 页，“编辑 Service Manager”

n 第 144 页，“删除 Service Manager”

n 第 145 页，“编辑服务”

n 第 145 页，“删除服务”

n 第 145 页，“编辑服务配置文件”

n 第 146 页，“删除服务配置文件”

插入网络服务
VMware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供应商）可将其解决方案与 vShield Manager 进行集成，并使这些解决方案的置

备和使用自动化。可在网络边缘插入网络服务，并将其与 vShield Edge 服务（例如负载平衡和 vShield Edge
防火墙）配合使用。

步骤

1 注册 Service Manager 第 142 页，

必须在 vShield Manager 中注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服务管理器。服务管理器在 vShield 环境中管理服务。

2 注册服务第 142 页，

注册要在 vShield Manager 中进行注册的合作伙伴服务。

3 创建服务配置文件第 143 页，

服务使用者可以创建服务配置文件，用于表示配置的组合设置，该设置是虚拟化基础架构运行服务和该
服务特定于提供商的配置所必需的。特定于提供商的配置示例包括网络区域识别、服务质量等。您还可
以编辑服务特定于提供商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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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署服务第 143 页，

可以在虚拟线路上部署服务。

注册 Service Manager
必须在 vShield Manager 中注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服务管理器。服务管理器在 vShield 环境中管理服务。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单击 Managers 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 Create Service Manager 对话框。

5 键入服务管理器的名称。

6 （可选） 键入服务管理器的描述。

7 （可选） 在 Administrative URL 中，键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服务管理器的 URL。

8 （可选） 在 Base API URL 中，键入提供服务管理器的 REST API 的网站的 URL。

只有与 VMware 虚拟环境直接集成的解决方案才需要指定基本 API URL。

9 （可选） 在 Vendor Details 中，键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ID 和名称。

10 在 Credentials 中，键入登录服务管理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11 单击确定。

所创建的服务管理器将添加到服务管理器表中。

注册服务

注册要在 vShield Manager 中进行注册的合作伙伴服务。

前提条件

VMware 解决方案提供商必须已经向您提供服务模板。此模板可以定义所添加的服务级别，或提供有关此服务
的其他信息。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单击服务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 图标。

此时将打开服务向导。

5 键入服务的名称。

6 选择所添加服务的类别。

7 选择此服务的服务管理器。

8 键入服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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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下一步。

10 要添加服务配置或其他供应商信息，请单击 Add （ ) 图标。

此时将打开 Create Vendor Template 对话框。

11 键入供应商模板的 ID 和名称。

12 键入模板的描述。

13 单击确定。

14 在 Service Configuration 中，单击 Next。

15 查看服务和配置详细信息。

16 单击完成。

此时该服务已添加到服务表中。

创建服务配置文件

服务使用者可以创建服务配置文件，用于表示配置的组合设置，该设置是虚拟化基础架构运行服务和该服务特
定于提供商的配置所必需的。特定于提供商的配置示例包括网络区域识别、服务质量等。您还可以编辑服务特
定于提供商的属性。

一个服务可以有多个服务配置文件。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确保您处于 Services 选项卡中。

3 单击要为其创建配置文件的服务。

4 单击 Service Profiles 选项卡。

5 单击添加（ ）图标。

此时将打开 Create Service Profile 对话框。

6 键入配置文件的名称和描述。

7 选择要为其编辑属性的供应商模板。

8 编辑所需的属性值。

9 单击确定。

部署服务

可以在虚拟线路上部署服务。

步骤

1 从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资源。

2 单击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3 单击 Virtual Wires 选项卡。

4 在 Name 列中，单击要在其上部署服务的虚拟线路。

5 在可用服务面板中，单击启用服务。

6 在“向该网络应用服务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应用的服务和服务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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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应用。

更改服务优先级
服务是按照其在服务表中存在的顺序应用的。可以在表中向上或向下移动服务。

前提条件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单击服务选项卡。

4 选择要移动的服务。

5
单击 .

6
单击 Move Up（ ）或 Move Down（ ）图标，以便将服务置于适当的位置。

7 单击确定。

编辑 Service Manager
可以编辑服务管理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确保您处于 Managers 选项卡中。

3 单击要编辑的服务管理器。

4 单击编辑。

此时将打开 Edit Service Manager 对话框。

5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6 单击确定。

删除 Service Manager
可以删除服务管理器。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确保您处于 Managers 选项卡中。

4 单击要删除的服务管理器。

5 单击 Delete 图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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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服务
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服务。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确保您处于 Services 选项卡中。

3 单击要编辑的服务。

4 单击编辑。

此时将打开 Edit Service 对话框。

5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6 单击确定。

删除服务
可以删除服务。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单击服务选项卡。

4 单击要删除的服务。

5 单击 Delete 图标 ( ).

编辑服务配置文件
可以编辑服务配置文件的描述、模板或属性。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确保您处于 Services 选项卡中。

4 单击要为其创建配置文件的服务。

5 单击 Service Profiles 选项卡。

6 单击要编辑的配置文件。

7 单击编辑。

此时将打开 Edit Service Profile 对话框。

8 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9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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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服务配置文件
可以删除服务配置文件。

步骤

1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2 单击 Service Insertion。

3 确保您处于 Services 选项卡中。

4 单击要删除其配置文件的服务。

5 单击 Service Profiles 选项卡。

6 单击要删除的配置文件。

7 单击 Delete 图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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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App 管理 11
vShield App 是基于管理程序的防火墙，可保护虚拟数据中心中的应用程序免遭基于网络的攻击。组织可查看

和控制虚拟机之间的网络通信。您可以基于逻辑构造（如 VMware vCenter™ 容器和 vShield 安全组），而不

仅是基于物理构造（如 IP 地址）来创建访问控制策略。此外，可变 IP 寻址会提供在多租户区域中使用同一 IP
地址简化置备的功能。

应当在群集内的每台 ESX 主机上安装 vShield App，这样 VMware vMotion 操作便可正常运行，且虚拟机在

ESX 主机之间迁移时仍会受保护。默认情况下，使用 vMotion 无法移动 vShield App 虚拟设备。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47 页，“将 vShield App 系统事件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n 第 148 页，“查看 vShield App 的当前系统状态”

n 第 148 页，“重新启动 vShield App”

n 第 148 页，“强制 vShield App 与 vShield Manager 同步”

n 第 148 页，“通过 vShield App 界面查看流量统计信息”

n 第 149 页，“下载 vShield App 的技术支持日志”

n 第 149 页，“为 vShield App Firewall 配置故障安全模式”

n 第 149 页，“从 vShield App 保护中排除虚拟机”

将 vShield App 系统事件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您可以将从 vShield App 设备流出的与防火墙事件相关的 vShield App 系统消息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区域中，展开 vShield App SVM。

5 在“Syslog 服务器”区域中，键入 Syslog 服务器的 IP 地址。

6 从 Log Level 下拉菜单中，选择将 vShield App 事件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的事件级别及更高级别。

例如，如果您选择 Emergency，则仅将紧急级别事件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如果您选择 Critical，则会将

重要、警报和紧急级别的事件发送到 syslog 服务器。

您 多可以将 vShield App 事件发送到三个 syslog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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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保存以保存新设置。

查看 vShield App 的当前系统状态
通过 System Status 选项，您可以查看和改变 vShield App 的运行状况。详细信息包括系统统计信息、端口状
态、软件版本和环境变量。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区域中，展开 vShield App SVM。

Resource Utilization 面板将显示 vShield App 的系统详细信息。

重新启动 vShield App
您可以重新启动 vShield App 以对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区域中，展开 vShield App SVM。

5 单击 Restart。

强制 vShield App 与 vShield Manager 同步
Force Sync 选项强制 vShield App 与 vShield Manager 重新同步。这在软件升级后可能是必要的。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区域中，展开 vShield App SVM。

5 单击 Force Sync。

通过 vShield App 界面查看流量统计信息
您可以查看每个 vShield 界面的流量统计信息。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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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rvice Virtual Machines 区域中，展开 vShield App SVM。

Management Port Interface 面板将显示 vShield App 的流量统计信息。

下载 vShield App 的技术支持日志
您可以为已安装 vShield App 的每个主机下载技术支持日志。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主机。

3 在服务虚拟机中，单击 Download Support logs。

4 单击 Log file generated; click here to download。

5 打开或保存该日志文件。

为 vShield App Firewall 配置故障安全模式
默认情况下，当 vShield App 设备出现故障或不可用时，流量将被阻止。您可以更改故障安全模式，以便允许
流量通过。

步骤

1 登录 vShield Manager。

2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3 单击 vShield App 选项卡。

4 在 Fail Safe 中，单击 Change。

5 在 Change App Fail Policy 中，单击 Yes。

从 vShield App 保护中排除虚拟机
您可以从 vShield App 保护中排除一组虚拟机。此排除列表将应用于在指定的 vShield Manager 中安装的所

有 vShield App。如果虚拟机具有多个 vNIC，则它们都将从保护中排除。

vShield Manager 和服务虚拟机会自动从 vShield App 保护中排除。您还应排除 vCenter Server 以及合作伙伴
服务虚拟机，以便允许流量自由通过。

对于 vCenter Server 驻留在使用 vShield App 的同一群集中的实例，从 vShield App 保护中排除虚拟机非常有
用。启用该功能后，来自被排除虚拟机的流量不会通过 vShield App 设备。

注意   vCenter Server 可以移至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群集，但其必须已存在于排除列表中，以避免与 vCenter
Server 的连接出现任何问题。

步骤

1 登录 vShield Manager。

2 单击 vShield Manager 清单面板中的 Settings & Reports。

3 单击 App Global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4 在 Virtual Machines Exclusion List 中，单击 Add。

此时将打开 Add Virtual Machines to Exclude 对话框。

5 在 Select 旁边的字段中单击，然后单击要排除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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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Select。

所选的虚拟机将添加到列表中。

7 单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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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App Flow Monitoring 12
Flow Monitoring 是一个流量分析工具，可提供虚拟网络中通过 vShield App 的流量的详细视图。Flow
Monitoring 输出定义哪些计算机正通过哪些应用程序交换数据。此数据中包括会话数、数据包数和每个会话传
输的字节数。会话详细信息包括源、目标、会话方向、应用程序和正在使用的端口。可以使用会话详细信息来
创建防火墙的允许或阻止规则。

您可将 Flow Monitoring 作为取证工具来检测恶意服务和检查出站会话。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51 页，“查看 Flow Monitoring 数据”

n 第 154 页，“在 Flow Monitoring 报告中添加或编辑 App Firewall 规则”

n 第 155 页，“更改 Flow Monitoring 图表的日期范围”

查看 Flow Monitoring 数据
可以查看在指定时间段内由 vShield App 检查到的流量会话。默认情况下将显示 近 24 小时的数据， 短时
间段为一小时， 长时间段为两周。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机、端口组、网络适配器或虚拟线路。

选项 操作

选择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一个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注意   仅当在已创建虚拟线路的群集中的至少一个主机上安装了 vShield App
时，虚拟线路的“Flow Monitoring”选项卡才可用。仅针对流经已安装
vShield App 的主机的流量显示 Flow Monitoring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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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Flow Monitoring。

此时图表会更新，并显示 近 24 小时内的 新信息。此操作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页面顶部栏将显示各种流量的百分比，其中，允许的流量以绿色显示，阻止的流量以红色显示，由

SpoofGuard 阻止的流量以橙色显示。

以下三个选项卡将显示流量统计信息：

n 高流量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每个服务的总入站和出站流量。此处将显示流量 高的前五个服务。

n 流量 高的目标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每个目标的入站流量。此处将显示流量 高的前五个目标。

n 流量 高的源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每个源的出站流量。此处将显示流量 高的前五个源。

每个选项卡都以线图显示流量信息。将鼠标移至图中的绘制点上，可显示应用程序/协议:端口、流量源或

目标（取决于所选的选项卡）、流量通过 vShield App 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数据包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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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详细信息选项卡。

此处将显示有关所选服务的所有流量的详细信息。单击加载更多记录可显示其他流量。允许的流量选项卡
显示允许的流量会话，阻止的流量选项卡显示阻止的流量。

您可以使用服务名称进行搜索。

4 单击表中的某一项可显示允许或阻止该流量的规则。

“描述”列用于指示该流量是被某个规则阻止还是被 Spoofguard 阻止。单击加载更多记录可显示其他流量。

5 要对规则进行分组，请选择分组依据下拉菜单中的相应选项。

6 单击某个规则的规则 ID 可显示该规则的详细信息。

章 12 vShield App Flow Monitoring

VMware, Inc.  153



在 Flow Monitoring 报告中添加或编辑 App Firewall 规则
通过深入查看流量数据，您可以评估资源的使用并将会话信息发送到 App Firewall 以在任何级别创建新的允许
规则或阻止规则。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机、端口组、网络适配器或虚拟线路。

选项 操作

选择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一个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注意   仅当在已创建虚拟线路的群集中的至少一个主机上安装了 vShield App
时，虚拟线路的“Flow Monitoring”选项卡才可用。Flow Monitoring 数据
仅显示流过已安装 vShield App 的主机的流量。

 
2 单击 Flow Monitoring。

此时图表会更新，并显示 近 24 小时内的 新信息。此操作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3 单击详细信息选项卡。

单击加载更多记录可显示其他流量。

4 单击某个服务以查看其流量。

显示此服务允许或拒绝流量的所有规则。

5 单击某个规则 ID 以查看规则详细信息。

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n 编辑规则：

1 单击操作列中的编辑规则。

2 更改规则的名称、操作或备注。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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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添加规则：

1 单击操作列中的添加规则。

2 完成表单以添加规则。

不能添加协议、IP 地址或 MAC 地址作为防火墙规则的源或目标。如果规则的源或目标是一个 IP
地址或 MAC 地址，则必须为该地址创建一个 IPSet 或 MACSet。如果规则的源或目标是一个协
议，则必须为该地址创建服务。

有关完成防火墙规则表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59 页，“添加防火墙规则”。

3 单击确定。

此时规则将添加到防火墙规则表的顶部。

更改 Flow Monitoring 图表的日期范围
可以更改 Flow Monitoring 数据的日期范围以查看流量数据的历史记录视图。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机、端口组、网络适配器或虚拟线路。

选项 操作

选择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一个数据中心或虚拟机。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端口组或网络适配器。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选择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注意   仅当在已创建虚拟线路的群集中的至少一个主机上安装了 vShield App
时，虚拟线路的“Flow Monitoring”选项卡才可用。Flow Monitoring 数据
仅显示流过已安装 vShield App 的主机的流量。

 
2 单击 Flow Monitoring。

此时图表会更新，并显示 近 24 小时内的 新信息。此操作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3 单击时间段旁边的更改。

4 选择时间段或键入新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可以查看流量数据的 大时间段为前两周。

5 单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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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App Firewall 管理 13
vShield App 通过实施访问策略来提供防火墙保护。App Firewal 选项卡会显示 vShield App 防火墙访问控制
列表。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57 页，“使用 App Firewall”

n 第 159 页，“使用防火墙规则”

n 第 163 页，“使用 SpoofGuard”

使用 App Firewall
App Firewall 服务是 ESX 主机的集中式防火墙。使用 App Firewall，您可以创建相关规则，允许或阻止与虚

拟机之间的访问。安装的每个 vShield App 都实施 App Firewall 规则。

您可以在命名空间级别管理 App Firewall 规则，为这些容器下的多个 vShield App 实例提供一组一致的规则。
命名空间级别包括数据中心、虚拟线路和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由于这些容器中的成员关系可以动态更

改，所以 App Firewall 可以保持现有的会话状态，而不需要重新配置防火墙规则。因此，App Firewall 可以有

效持续占用托管容器下的每台 ESX 主机。

多租户环境中的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功能允许 vShield App 在多租户模式下工作。每个租户均可拥有其自己的防火墙规则和安全组。

默认情况下，数据中心内的所有端口组共享同一 IP 空间。可以将独立命名空间分配给端口组，随后数据中心级
别防火墙规则将不再适用于该端口组。

将独立 IP 地址分配给端口组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 Inventory > Networking。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端口组。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单击 Namespace。

5 单击 Change to Independent namespace。

6 单击 Reload 查看更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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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服务和服务组

服务是协议-端口组合，服务组是两个或多个服务的组合。可以为服务和服务组定义防火墙规则。

有关创建应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第 19 页，“使用服务和服务组”。

设计安全组

创建 App Firewall 规则时，可根据将所有资源包含在内的特定容器中输入或输出的流量创建规则。例如，您可

以创建规则，以阻止从群集内到群集外特定目标的任何流量。还可以创建相应的规则来阻止未使用 VLAN ID
标记的任何入站流量。将某个容器指定为源或目标时，该容器内的所有 IP 地址均包含在规则中。

安全组是一种信任区域，您可在其中创建和分配资源，使之受 App Firewall 保护。安全组是诸如 vApp 或群集
的容器。使用安全组，您可以通过任意指定虚拟机和网络适配器等资源来创建容器。定义安全组之后，您可在

App Firewall 规则的源或目标字段中将该组添加为容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分组对象”。

安全组的范围仅限于创建该安全组的资源级别。例如，如果在数据中心级别创建安全组，则只有在数据中心级
别创建防火墙规则时，才可将该安全组作为源或目标进行添加。如果为该数据中心内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
组创建规则，则不能使用该安全组。

关于 App Firewall 中系统定义的规则

默认的 App Firewall 规则允许所有流量通过所有 vShield App 实例。L3 流量的默认规则显示在 General 选项

卡的防火墙表中，L2 流量的默认规则显示在 Ethernet 选项卡的防火墙表中。默认规则始终位于规则表的底部，
无法删除或添加。但是，您可以将每个规则的 Action 元素从 Allow 改为 Block，可以更改规则的备注，以及
是否应记录该规则的流量。

关于常规和以太网规则

App Firewall 选项卡提供了多组可配置规则：第 3 层 (L3) 规则（General 选项卡）和第 2 层 (L2) 规则（Ethernet
选项卡）。

默认情况下，允许所有的常规和以太网流量通过。可以在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级别的数据中心、虚拟线路和端口
组上配置规则。

防火墙规则优先级

每个 vShield App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实施 App Firewall 规则。vShield App 首先检查每个流量会话是否符

合 App Firewall 表中的顶部规则，然后向下移动到表中的后续规则。表中第一个匹配流量参数的规则会强制实
施。

以太网规则的优先级高于常规规则。

计划实施 App Firewall 规则

使用 App Firewall，您可以根据网络策略配置允许和阻止规则。

下面的示例表示两种常用的防火墙策略：

默认情况下允许所有流量 您可以保留默认的允许所有规则，并根据 Flow Monitoring 数据或手动 App
Firewall 规则配置来添加阻止规则。在此方案中，如果会话不符合任何阻止规

则，vShield App 将允许流量通过。

默认情况下阻止所有流量 您可以将默认规则的 Action 状态从 Allow 更改为 Block，并为特定的系统和
应用程序显式添加允许规则。在此方案中，如果会话不符合任何允许规则，

vShield App 将在会话到达目标之前丢弃会话。如果您将所有默认规则更改为

阻止所有流量，vShield App 将丢弃所有入站和出站流量。

vShield 管理指南

158  VMware, Inc.



使用防火墙规则
安装应用程序之前或之后均可配置并发布 L3 和 L2 防火墙规则。安装应用程序后，将应用 新发布的防火墙规
则。

添加防火墙规则

可以在各种容器（数据中心、虚拟线路、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级别添加防火墙规则。在源级别和目标
级别为每个规则添加多个对象可以帮助减少要创建的防火墙规则的总数。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线路或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2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对于虚拟线路，确保您处于防火墙选项卡中。

3 确保您处于常规选项卡以添加 L3 规则。单击以太网选项卡以添加 L2 规则。

章 13 vShield App Firewall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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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n 要在防火墙表中的特定位置添加规则，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选择某个规则。

b 在“编号”列中，单击  并选择在上方添加或在下方添加。

n 要通过复制规则添加规则，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选择某个规则。

b 单击“复制”( ) 图标。

c 选择某个规则。

d 在“编号”列中，单击  并选择在上方粘贴或在下方粘贴。

u 单击添加（ ) 图标。

任何一个允许的新规则将添加到选定规则的下方。如果系统定义的规则是防火墙表中的唯一规则，则
新规则将添加到默认规则的上方。

5 指向新规则的名称单元，并单击 .

6 键入新规则的名称。

7 指向新规则的源单元，并单击 .

a 在视图中，选择一个产生通信的容器。

此时会显示选定容器的对象。

b
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然后单击 .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安全组或 IPSet。创建新对象后，默认情况下它将添加到源列。有关创建新安全组

或 IPSet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分组对象”。

c 要指定源端口，请单击高级选项，然后键入端口号或端口范围。

d 选择取消源，以便将该源端口排除在规则之外。

选项 结果

选中取消源 规则将应用于来自所有源的流量，但在步骤 7c 中指定的源的流量除外。

未选中取消源 规则将应用于来自步骤 7c 中指定的源的流量。

e 单击确定。

8 指向新规则的目标单元，并单击 .

a 在视图中，选择一个通信流向的容器。

此时会显示选定容器的对象。

b
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然后单击 .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安全组或 IPSet。创建新对象后，默认情况下它将添加到目标列。有关创建新安全

组或 IPSet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分组对象”。

c 要指定目标端口，请单击高级选项，然后键入端口号或端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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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取消目标，以便将该目标端口排除在规则之外。

选项 规则的应用对象

选中取消目标 流向所有目标的流量，但在步骤 8c 中指定的目标的流量除外。

未选中取消目标 流向步骤 8c 中指定的目标的流量。

e 单击确定。

9 指向新规则的操作单元，然后单击 .

a 单击阻止以阻止来自或流向指定源和目标的流量。

b 单击记录以记录匹配此规则的所有会话。

启用日志记录功能可能会影响性能。

c 根据需要键入备注。

d 单击确定。

10 单击 Publish Changes 将新规则推送到所有 vShield App 实例。

下一步

n 禁用规则，方法是单击  ，或启用规则，方法是单击 .

n

单击  显示规则表中的其他列，然后选择相应的列。

列名称 显示的信息

规则 ID 系统生成的每个规则的唯一 ID

记录 此规则的流量是否被记录

统计
单击  会显示受此规则影响的流量（会话数、流量包和大小）

备注 规则的备注

n 通过在“搜索”字段中键入文本来搜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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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防火墙规则

可以删除创建的防火墙规则，但不能删除默认规则。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e 确保您处于防火墙选项卡中。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2 单击一个规则。

3 单击删除规则 ( ).

恢复到先前的防火墙配置

vShield Manager 在每次发布新规则时都会保存 App Firewall 设置。单击 Publish Changes 会使 vShield
Manager 先保存带时间戳的先前配置，然后再添加新规则。可从 History 下拉列表获取这些配置。vShield
Manager 会保存之前的十个配置。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e 确保您处于防火墙选项卡中。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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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History Options( )，然后选择 Load History。

Load History 对话框按时间戳顺序显示先前的配置， 新配置列于顶部。

3 选择要恢复到的配置。

4 单击确定。

5 在 Load Configuration 对话框中，单击 OK。

6 单击 Publish Changes。

选定的配置已加载。

更改规则顺序

防火墙规则是按照其在规则表中存在的顺序应用的。在表中可以上移或下移自定义规则，而默认规则始终位于
表单底部且无法移动。

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e 确保您处于防火墙选项卡中。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d 单击 App Firewall 选项卡。

 
2 选择要移动的规则。

3
单击上移规则 ( ) 或下移规则 ( ) 图标。

4 单击 Publish Changes。

使用 SpoofGuard
与 vCenter Server 同步后，vShield Manager 会从每个虚拟机上的 VMware Tools 中收集所有 vCenter 客户虚

拟机的 IP 地址。直到 vShield 4.1，vShield 才信任由虚拟机上 VMware Tools 提供的 IP 地址。如果虚拟机被

攻击，则 IP 地址可能被假冒，恶意传输信息可能会绕过防火墙策略。

使用 SpoofGuard，您可以授权 VMware Tools 报告的 IP 地址，并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这些地址以防止欺骗。

SpoofGuard 本身还信任从 VMX 文件和 vSphere SDK 收集的虚拟机的 MAC 地址。通过从 App Firewall 规则

单独操作，可使用 SpoofGuard 阻止已确认为虚假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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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后，您可以使用 SpoofGuard 采用以下模式之一监视和管理虚拟机报告的 IP 地址。

Automatically Trust IP
Assignments On Their
First Use

此模式允许来自虚拟机的所有流量通过，同时还会构建一个有关 Vnic 到 IP 地
址的分配表。您可在方便时查看此表并更改 IP 地址。

Manually Inspect and
Approve All IP
Assignments Before Use

此模式会阻止所有通信，直到您批准所有 MAC 到 IP 地址分配。

注意   不管启用哪种模式，SpoofGuard 本身都会允许 DHCP 请求。不过，如果处于手动检测模式，流量将无

法通过，除非 DHCP 分配的 IP 地址经过批准。

SpoofGuard 屏幕选项

SpoofGuard 界面包含以下选项。

表 13-1  SpoofGuard 屏幕选项

选项 描述

Active Virtual NICs 所有经验证的 IP 地址的列表

Active Virtual NICs Since Last
Published

上次更新策略后验证的 IP 地址列表

Virtual NICs IP Required Approval 流量可流入虚拟机或从这些虚拟机流出之前需要批准的 IP 地址变更

Virtual NICs with Duplicate IP 选定数据中心内与已分配的现有 IP 地址重复的 IP 地址

Inactive Virtual NICs 当前 IP 地址与发布的 IP 地址不匹配的 IP 地址列表

Unpublished Virtual NICs IP 您已经编辑其 IP 地址分配但尚未发布的虚拟机列表

启用 SpoofGuard
SpoofGuard 一经启用，即可用来管理整个 vCenter 清单的 IP 地址分配。

重要事项   启用 SpoofGuard 之前，必须将所有 vShield App 实例升级到 vShield App 1.0.0 Update 1 或更高版
本。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线路或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SpoofGuard 范围 方法

数据中心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2 单击 SpoofGuard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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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SpoofGuard 窗口右侧的编辑。

4 对于 SpoofGuard，单击启用。

5 对于 Operation Mode，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选项 描述

Automatically Trust IP Assignments
on Their First Use

选择此选项，可在使用 vShield Manager 进行初始注册时信任分配的所有 IP
地址。

Manually Inspect and Approve All IP
Assignments Before Use

选择此选项，则需要手动批准所有 IP 地址。所有发送到未经批准的 IP 地址
或从中发出的流量均会被阻止。

 
6 单击允许本地地址在此命名空间中作为有效地址，以便在设置中允许使用本地 IP 地址。

在打开虚拟机电源之后，如果虚拟机无法连接到 DHCP 服务器，则会为虚拟机分配一个本地 IP 地址。仅

当将 SpoofGuard 模式设置为允许本地地址在此命名空间中作为有效地址时，该本地 IP 地址才视为有效。

否则，将忽略该本地 IP 地址。

7 单击确定。

批准 IP 地址

如果将 SpoofGuard 设置为需要对分配的所有 IP 地址进行手动批准，则必须对分配的 IP 地址进行批准，才能
允许来自这些虚拟机的流量通过。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线路或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2 单击 SpoofGuard 选项卡。

3 单击其中一个选项链接。

4 选择要批准其 IP 地址的虚拟网卡。

5 单击批准检测到的 IP。

6 单击 Publish Now。

编辑 IP 地址

您可以编辑已分配给 MAC 地址的 IP 地址，以更正所分配的 IP 地址。

注意   SpoofGuard 可接受来自多个虚拟机的唯一 IP 地址。但是，您只能分配一次 IP 地址。经过批准的 IP 地
址在 vShield 系统中是唯一的。不允许出现重复的经过批准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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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线路或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2 单击 SpoofGuard 选项卡。

3 单击虚拟网卡 IP 需要批准或 IP 重复的虚拟网卡链接。

4
指向“已批准的 IP”单元，然后单击 .

5 键入新的 IP 地址。

6 单击确定。

7 单击 Publish Now。

删除 IP 地址

您可从 SpoofGuard 表中删除 MAC 到 IP 地址的分配，以清理不再处于活动状态的虚拟机的表。根据查看的流

量和 SpoofGuard 的当前启用状态，删除的任何实例均可在 SpoofGuard 表中重新显示。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数据中心、虚拟线路或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防火墙规则级别 方法

数据中心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

b 选择数据中心。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虚拟线路 a 转至清单 > 主机和群集，然后选择网络虚拟化选项卡。

b 单击“网络”选项卡。

c 在名称列中，单击要添加规则的虚拟线路。

d 单击安全选项卡。

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a 转至清单 > 网络。

b 选择一个具有独立命名空间的端口组。

c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2 单击 SpoofGuard 选项卡。

3 单击其中一个选项链接。

4 单击清除批准的 IP。

5 单击 Publish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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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ndpoint 事件和警报 14
vShield Endpoint 可将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代理处理任务转移到 VMware 合作伙伴提供的专用安全虚拟设备
上。由于安全虚拟设备（与客户机虚拟机不同）不会脱机，因此可以不断地更新防病毒签名，从而为主机上的
虚拟机提供持续保护。另外，还可以在新虚拟机（或处于脱机状态的现有虚拟机）联机时，立即使用 新防病
毒签名保护这些虚拟机。

vShield Endpoint 运行状态将通过 vCenter Server 控制台中红色显示的警报进行体现。此外，还可通过查看事
件日志来收集更多状态信息。

重要事项   必须针对 vShield Endpoint 的安全设置正确配置 vCenter Server：

n 并非所有客户操作系统都受 vShield Endpoint 支持。使用非支持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不受安全解决方案保

护。有关支持的操作系统的信息，请参见《vShield 快速入门指南》中的“安装 vShield Endpoint”部分。

n 必须为 vShield Endpoint 准备好包含受保护虚拟机的资源池中的所有主机，从而使虚拟机在资源池中通

过 vMotion 从一台 ESX 主机迁移到另一台时仍可受保护。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67 页，“查看 vShield Endpoint 状态”

n 第 168 页，“vShield Endpoint 警报”

n 第 168 页，“vShield Endpoint 事件”

n 第 169 页，“vShield Endpoint 审核消息”

查看 vShield Endpoint 状态
对 vShield Endpoint 实例的监视包括检查来自各 vShield Endpoint 组件的状态：安全虚拟机 (SVM)、ESX 主
机所驻留的 vShield Endpoint 模块以及受保护的虚拟机所驻留的瘦代理。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群集或 ESX 主机资源。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单击 Endpoint。

vShield Endpoint Health and Alarms 页面会显示所选的数据中心、群集或 ESX 主机下对象的健康状况以
及活动警报。健康状况更改会在触发该更改的事件实际发生后的一分钟内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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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Endpoint 警报
警报用信号通知 vCenter Server 管理员存在需要特别注意的 vShield Endpoint 事件。如果警报状态不再存在，
这些警报便会自动取消。

vCenter Server 警报可在未安装自定义 vSphere 插件的情况下显示。请参见《vCen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
有关事件和警报的信息。

注册为 vCenter Server 扩展组件后，vShield Manager 会根据来自以下三个 vShield Endpoint 组件的事件创建

和删除警报：SVM、vShield Endpoint 模块和瘦代理。规则可进行自定义。有关如何为警报创建新的自定义规

则的说明，请参见 vCenter Server 文档。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出现警报的可能原因有很多种。后续的表列出了
可能的原因以及修复问题所需采取的相应操作。

主机警报

主机警报由影响 vShield Endpoint 模块的运行状态的事件生成。

表 14-1  错误（标记为红色）

可能的原因 操作

vShield Endpoint 模块已安装在主机上，但不再
向 vShield Manager 报告状态。

1 通过登录主机并键入命令 /etc/init.d/vShield-Endpoint-Mux
start 以确保 vShield Endpoint 正在运行

2 确保网络配置正确，以便 vShield Endpoint 可以连接到 vShield
Manager。

3 重新引导 vShield Manager。

SVM 警报

SVM 警报由影响 SVM 健康状况的事件生成。

表 14-2  红色 SVM 警报

问题 操作

协议版本与 vShield Endpoint 模块不匹配 确保 vShield Endpoint 模块和 SVM 具有相互兼容的协议。

vShield Endpoint 无法建立与 SVM 的连接 确保已打开 SVM 电源并正确配置了网络。

即使连接了客户机，SVM 也不会报告其状况。 内部错误。请联系您的 VMware 技术支持代表。

vShield Endpoint 事件
事件被用于在基于 vShield Endpoint 的安全系统中记录和审核各种情况。

事件可在未安装自定义 vSphere 插件的情况下显示。请参见《vCen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事件和警报
的信息。

事件是生成警报的基础。注册为 vCenter Server 扩展组件后，vShield Manager 会定义创建和移除警报的规则。

所有事件的通用参数是事件时间戳和 vShield Manager event_id。

下表列出了由 SVM 和 vShield Manager (VSM) 报告的 vShield Endpoint 事件。

表 14-3  vShield Endpoint 事件

描述 严重性 VC 参数

vShield Endpoint 解决方案 SolutionName 已启用。支持
versionNumber 版本的 VFile 协议。

信息 时间戳

ESX 模块已启用。 信息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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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vShield Endpoint 事件 （续）

描述 严重性 VC 参数

ESX 模块已卸载。 信息 时间戳

vShield Manager 已丢失与 ESX 模块的连接。 信息 时间戳

vShield Endpoint 解决方案 SolutionName 由非兼容版本的 ESX 模块
进行联系。

错误 时间戳、解决方案版本、ESX 模块
版本

ESX 模块与 SolutionName 之间的连接失败。 错误 时间戳、ESX 模块版本、解决方案
版本

vShield Endpoint 无法连接到 SVM。 错误 时间戳

vShield Endpoint 丢失与 SVM 的连接。 错误 时间戳

vShield Endpoint 审核消息
审核消息包含致命错误及其他重要的审核信息，这些信息记录在 vmware.log 中。

以下情况将记录为审核消息：

n 瘦代理初始化成功（版本号）。

n 瘦代理初始化失败。

n 首次建立了与 SVM 的通信。

n 无法与 SVM 建立通信（当这种情况首次出现时）。

在生成的日志消息中，每个日志消息起始处包含以下子字符串：vf-AUDIT、vf-ERROR、vf-WARN、vf-INFO、vf-

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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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ield Data Security 管理 15
可通过 vShield Data Security 查看存储在组织的虚拟化环境和云环境中的敏感数据。根据 vShield Data Security
报告的冲突，您可以确保敏感数据受到充分保护，并且能评估与周围环境中的法规是否相符。

要开始使用 vShield Data Security，请创建一个策略，该策略定义了适用于组织中的数据安全的法规并指定要

扫描的环境区域和文件。法规由内容刀片组成，这些内容刀片用于识别要检测的敏感内容。vShield 仅支持

PCI、PHI 和 PII 相关的法规。

启动 Data Security 扫描后，vShield 将分析 vSphere 清单中虚拟机上的数据并报告检测到的冲突数和违反策略
的文件。

可以使用 REST API 来执行所有数据安全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Shield API 编程指南》。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71 页，“vShield Data Security 用户角色”

n 第 172 页，“定义数据安全策略”

n 第 174 页，“编辑数据安全策略”

n 第 174 页，“运行数据安全扫描”

n 第 175 页，“查看和下载报告”

n 第 175 页，“创建正则表达式”

n 第 176 页，“适用法规”

n 第 189 页，“可用内容刀片”

n 第 208 页，“支持的文件格式”

vShield Data Security 用户角色
用户的角色确定了该用户可以执行的操作。

角色 允许的操作

安全管理员 创建和发布策略，并查看违规报告。无法启动或停止数据安全扫描。

vShield 管理员 启动和停止数据安全扫描。

审核员 查看配置的策略和违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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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安全策略
要在环境中检测敏感数据，必须创建数据安全策略。您必须是安全管理员才可创建策略。

要定义策略，必须指定以下内容：

1 法规

法规是数据隐私法，用于保护 PCI（支付卡行业）、PHI（受保护的健康信息）和 PII（个人身份信息）信

息。可以选择您的公司需要遵守的法规。运行扫描时，vShield Data Security 会标识违反策略中法规并对
组织敏感的数据。

2 涉及区域

默认情况下，vShield Data Security 会扫描整个 vSphere 基础架构。要扫描清单的一个子集，可以排除或
包含安全组。如果某一资源（群集、数据中心或主机）同时位于排除的安全组和包含的安全组中，则排除
列表优先级较高，因此不会对该资源进行扫描。

3 文件筛选器

可以创建筛选器以限制要扫描的数据，并从扫描中排除不可能包含敏感数据的文件类型。

选择法规

选择希望您的公司数据遵守的法规后，vShield 即可标识包含违反这些特定法规的信息的文件。

前提条件

您必须已获得安全管理员角色。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选择数据中心。

注意   即使选择的是数据中心，也会将您配置的策略应用于整个 vSphere 清单。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然后单击 Data Security。

4 单击 Policy 选项卡并展开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o detect。

5 单击 Edit，然后单击 All 以显示所有可用法规。

6 选择要检测其合规性的法规。

注意   有关可用法规的信息，请参见第 176 页，“适用法规”。

7 单击 Next。

8 某些法规需要 vShield Data Security 的其他信息才能识别敏感数据。如果选择的法规可监控团体保险编
号、患者标识号、医疗记录编号、健康计划受益人编号、美国银行帐号、自定义帐户或学生标识号，请指
定正则表达式模式以标识该数据。

注意   检查正则表达式的准确性。指定错误的正则表达式会减慢发现过程。有关正则表达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75 页，“创建正则表达式”。

9 单击 Finish。

10 如果更新现有策略，请单击 Publish Changes 以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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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策略扫描所涉及的区域

默认情况下，vShield Data Security 会扫描整个 vSphere 基础架构。要扫描清单的一个子集，可以排除或包含
安全组。如果某一资源（群集、数据中心或虚拟机）同时位于排除的安全组和包含的安全组中，则排除列表优
先级较高，因此不会对该资源进行扫描。

vShield Data Security 不会扫描 vShield 专用设备（例如 vShield Endpoint 和 Shield App 设备，以及利用

vShield Endpoint 的合作伙伴设备）

前提条件

您必须已获得安全管理员角色。

步骤

1 在 Data Security 面板的 Policy 选项卡中，展开 Participating Areas。

2 要在数据安全扫描中包含某一安全组，请单击 Scan the following infrastructure 旁边的 Change。

a 在 Include Security Groups 对话框中，键入要包含在扫描中的安全组的名称。

b 单击 Add。

c 单击 Save。

3 要在数据安全扫描中排除某一现有安全组，请单击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areas 旁的 Change。

a 在 Exclude Security Groups 对话框中，键入要从扫描中排除的安全组的名称。

b 单击 Add。

c 单击 Save。

4 如果更新现有策略，请单击 Publish Changes 以进行应用。

指定文件筛选器

可以根据大小、上次修改日期或文件扩展名限制要监控的文件。

前提条件

您必须已获得安全管理员角色。

步骤

1 在 Data Security 面板的 Policy 选项卡中，展开 Files to scan。

2 单击编辑。

3 可以监控清单中虚拟机上的所有文件，也可以选择要应用的限制。

选项 描述

监控客户机虚拟机上的所有文件 vShield Data Security 将扫描所有文件。

仅监控符合以下条件的文件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选项。

n Size 表示 vShield Data Security 应仅扫描小于指定大小的文件。

n Last Modified Date 表示 vShield Data Security 应仅扫描在指定日期之
间修改的文件。

n 类型：选择 Only files with the following extensions 以输入要扫描的
文件类型。选择 All files, except those with extensions 以输入要从扫描
中排除的文件类型。

 
有关 vShield Data Security 可以检测到的文件格式的信息，请参见第 208 页，“支持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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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Save。

5 如果更新现有策略，请单击 Publish Changes 以进行应用。

编辑数据安全策略
定义数据安全策略后，可以通过更改所选的法规、扫描涉及的区域或文件筛选器来编辑此策略。要应用编辑完
的策略，必须发布该策略。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分配有安全管理员角色。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选择数据中心。

注意   即使选择数据中心，已编辑的策略仍会应用于整个 vSphere 清单。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然后单击 Data Security。

4 单击 Policy 选项卡，然后展开要编辑的部分。

5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6 单击 Save。

7 如果更新现有策略，请单击 Publish Changes 以进行应用。

注意   如果在运行扫描时发布策略，扫描将会重新启动。重新扫描可确保所有虚拟机符合已编辑的策略。

运行数据安全扫描
运行数据安全扫描可标识虚拟环境中违反策略的数据。

前提条件

只有 vShield 管理员才能启动、暂停或停止数据安全扫描。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然后单击 Data Security。

3 单击 Start。

注意   如果虚拟机已关闭电源，则只能在其打开电源后才可以进行扫描。

如果正在进行扫描，则可用选项包括 Pause 和 Stop。

在扫描过程中，会将数据中心所有的虚拟机都扫描一遍。如果运行扫描时编辑和发布了策略，则扫描将重新启
动。重新扫描可确保所有虚拟机符合已编辑的策略。可通过发布已编辑的策略触发重新扫描，而不是通过虚拟
机上的数据更新。

如果在扫描数据安全时将虚拟机移动到排除的群集或资源池，则不会扫描该虚拟机上的文件。如果通过 vMotion
将虚拟机移动到其他主机，则会在第二个主机上继续扫描（不再扫描当虚拟机位于前一个主机上时扫描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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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引擎开始扫描虚拟机时，会记录扫描的开始时间。扫描结束时，它将记录扫描的结束时间。通过选择

Tasks and Events 选项卡，可以查看群集、主机或虚拟机的扫描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vShield Data Security 会限制在主机上一次扫描的虚拟机数，从而 大程度地降低对性能的影响。VMware 建
议您在正常工作时间暂停扫描以避免任何性能开销。

查看和下载报告
开始安全扫描后，vShield 会显示每次扫描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扫描的虚拟机数以及检测到的冲突数。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分配有安全管理员角色或审核员角色。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选择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选择要查看其报告的数据中心、群集、资源池或虚拟机。

3 单击 vShield 选项卡。

4 单击 Data Security 选项卡。

5 确保您处于报告选项卡中。

表 15-1  Reports 选项卡中显示的信息

区域 显示的信息

Current Scan
Status

当前扫描的状态。

Scan Statistics 一个饼图，显示已扫描的虚拟机数、正在扫描的虚拟机数以及尚未开始扫描的虚拟机数。

Violation
Information

产生的冲突 多的法规，以及报告的冲突数 多的虚拟机。

Scan History 每次扫描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扫描的虚拟机数以及检测到的冲突数。您可以单击 Action 列中
的 Download Complete Report 以下载有关任一扫描的完整报告。

创建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是一种用于描述特定文本字符序列的格式，也称为字符串。可使用正则表达式在文本正文中搜索或
匹配特定的字符串或字符串类。

使用正则表达式类似于执行通配符搜索，但是正则表达式的功能更加强大。正则表达式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

很复杂。正则表达式的一个简单示例是 cat。

它会在应用该正则表达式的任何文本正文中查找字母序列 cat 的第一个实例。如果要确保只查找单词 cat，而不

查找其他字符串（如 cats 或 hepcat），则可使用以下稍微复杂的正则表达式：\bcat\b。

此表达式包括特殊字符，可确保仅当 cat 顺序两边均断字时才会匹配。再举一个例子，要执行几乎等效于典型

通配符搜索字符串 c+t 的搜索，则可以使用以下正则表达式：\bc\w+t\b。

这表示查找一个后面依次跟有 c、一个或多个非空格的非标点符号字符 (\w+)、t 和单词边界 (\b) 的单词边界

(\b)。此表达式将查找 cot、cat、croat，但不会查找 crate。

表达式可以很复杂。以下表达式可查找任何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b[A-Za-z0-9._%-]+@[A-Za-z0-9.-]+\.[A-Za-z]{2,4}\b

有关创建正则表达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userguide.icu-project.org/strings/reg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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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规
以下是对 vShield Data Security 中适用的每条法规的说明。

亚利桑那州 SB-1338
亚利桑那州 SB-1338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亚利桑那州 SB-1338 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亚利桑那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
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ABA 路由号码

路由传输号码 (RTN) 或 ABA 号码是在美国使用的九位数银行代码，其出现在支票等物品上，用于标识开支票

的金融机构。自动票据交换所也使用此代码处理直接存款及其他自动转账。该系统是根据 1910 年设计它的美国
银行家协会命名的。

目前约使用 24,000 个活动路由号码和传输号码。每个金融机构都有一个这样的号码；它由 9 个数字构成，以

MICR 字体打印在支票的底部，该号码专门标识与其相关的金融机构，并且由 ABA 赞助的路由号码管理部门
进行管理。

路由号码的主要用途：

n 标识负责支付或提供信贷的银行，或标识有权接收金融交易付款或信贷的银行。

n 为银行指定出示地点提供参考，以便进行交付或交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89 页，“ABA 路由号码内容刀片”。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连同 BSB（银行地区支行号码）可标识个人或组织的银行帐户。

澳大利亚商业号码和公司注册号

澳大利亚商业号码 (ABN) 和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 (ACN) 可唯一标识国内的企业。

ABN 是一个唯一的 11 位数，用于标识企业间进行交易时使用的号码。公司的 ABN 通常将 ACN 作为 后的

九位数。ABN 表示个人、信托或公司已在澳大利亚商业注册机构 (ABR) 注册。

澳大利亚商业号码（通常缩写为 ACN）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向依据联邦公司法 2001 注册的

每个公司颁发的作为标识符的唯一 9 位数号码。该号码通常分三组显示，每组三个数字。

公司需在以下位置公开其 ACN：
n 公章（如果有）

n 由公司或代表公司颁布、签署或发布的每份公开文档

n 由公司或代表公司颁发、签署或发行的每张合法的可转让票据

n 需要由 ASIC 存放的所有文档

此法规使用标题为“澳大利亚商业号码”或“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的内容刀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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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医疗卡号码

除诺福克岛上的居民之外，所有澳大利亚公民和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及其家庭成员都有资格获得医疗卡。该卡列
出了个人及其选择添加的家庭成员，这些家庭成员必须也是永久居民且符合家属医疗保险定义（ 多五名）。
需要提供医疗卡号才能减少医疗费用，或使用公共医疗系统才能以公费患者身份免除所有费用。

医疗保险由澳洲医疗保险（2005 年底以前称为“澳洲健保委员会”）管理，它还负责提供医疗卡和卡号。几乎

每个合格人员都拥有一张卡：截至 2002 年 6 月，有 2040 万医疗卡持有人，且此时澳大利亚人口少于 2000 万
（持卡人包括仍持有该卡的澳大利亚海外人员）。

医疗卡仅供医疗保险之用，无法在数据库中用于跟踪。它包含姓名和卡号，但看不到照片（塔斯马尼亚的“智
能卡”版本除外，该版本的嵌入式芯片上具有持卡人的电子图像）。

医疗卡的主要用途是在从医生或医院寻求医疗保险补助护理时证明其医疗保险资格。按理说，无需制作卡，只
需提供卡号即可。但实际上，大多数医疗保险提供者有政策要求出示该卡，以防止欺诈。

澳大利亚税务号码

税务号码 (TFN) 是由税务专员发给个人的号码，用于验证客户身份并确定收入级别。

该策略使用名为“澳大利亚税务号码”的内容刀片。请参见内容刀片的说明以了解将检测的内容。

加利福尼亚州 AB-1298
加利福尼亚州 AB-1298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加利福尼亚州 AB-1338 于 2007 年
10 月 14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
或许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机构。

该法律为加利福尼亚州 SB-1386 的修正案，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中包含了医疗信息和健康信息。

该法规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以下内容刀片定义的信息）的一个匹配项：

n 住院和出院日期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团体保险编号

n 健康计划受益人编号

n 医疗保健字典

n 病历

n 患者标识号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国家供应商标识符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加利福尼亚州 SB-1386
加利福尼亚州 SB-1386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加利福尼亚州 SB-1386 于 2002 年 9 月 25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3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可使
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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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律经过修订后，包含了医疗信息和健康信息；目前称为加利福尼亚州 AB-1298，在 SDK 中作为法规延伸提
供。如果加利福尼亚州 AB-1298 有效，则无需另外使用此法规，因为 AB-1298 中会检测到相同的信息。

该法规可查找至少一个个人身份信息的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加拿大社会保险号

社会保险号 (SIN) 是加拿大境内颁发的号码，用于管理各种政府计划。SIN 于 1964 年建立，用作管理加拿大退

休金计划和加拿大各种就业保险计划的客户帐号。1967 年，加拿大税务局（即现在的加拿大税务部）开始将

SIN 用于税务申报。

加拿大驾驶执照号码

在加拿大，驾驶执照由驾驶员所在的省政府颁发。因此，尽管驾驶执照的相关法规整体很相似，但是具体法规
因省而异。所有省的条例均允许非本地居民使用由其他省颁发的执照和国际驾驶许可证。

该法规可查找以下至少一个内容刀片的至少一个匹配项：

n 亚伯特省驾驶执照

n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驾驶执照

n 曼尼托巴省驾驶执照

n 新不伦瑞克省驾驶执照

n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驾驶执照

n 新斯科舍省驾驶执照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5 个字母后跟 9 个数字

n 安大略省驾驶执照

n 爱德华王子岛省驾驶执照

n 魁北克省驾驶执照

n 萨斯喀彻温省驾驶执照

科罗拉多州 HB-1119
科罗拉多州 HB-1119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科罗拉多州 HB-1119 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9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科罗拉多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
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或商业机构。

该法规可查找至少一个个人身份信息的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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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州 SB-650
康涅狄格州 SB-650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康涅狄格州 SB-650 于 2005 年 6 月 8 日
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康涅狄格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可使用未
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企业或机构。

该法规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以下内容刀片定义的信息）的一个匹配项：

n 住院和出院日期

n 出生和死亡证明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团体保险编号

n 健康计划受益人编号

n 医疗保健字典

n 病历

n 患者标识号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国家供应商标识符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信用卡号码

自定义帐号

如果需要保护组织帐号，则可通过正则表达式使用号码格式来自定义分配给自定义帐号法规的内容刀片。

欧盟借记卡号码

该策略可查找由欧盟主要借记卡运营商（如 Maestro、Visa 和 Laser）签发的借记卡号码。

FERPA（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

对于接收美国教育部资金的教育机构，FERPA 会保护该机构学生记录的隐私。教育机构需要获得父母或学生的
书面许可，才能发布学生教育记录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无需获得许可就可发布或公布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获奖情况和入学日期等信息。关系到个
人成绩或纪律处分的信息需要征得许可才能发布。

该策略必须同时匹配以下两个内容刀片，文档才会作为冲突而触发：

n 学生标识号

n 学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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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 HB-481
佛罗里达州 HB-48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佛罗里达州 HB-481 于 2005 年 6 月 14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5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用
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事务所、协会、合资企业、合伙企业、财团、公司
以及其他所有集团或组织。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法国 IBAN 号码

法国国际银行帐户号码 (IBAN) 是一项标识法国跨国银行帐户的国际标准，欧洲银行标准委员会 先采用该标

准。ISO 13616:2003 下的官方 IBAN 注册器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法国 IBAN 号码”匹配的内容。

法国身份证号码策略

该策略查找包含身份证号码（也称为 INSEE 号码）和社会保障号（出生时由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颁发给
个人）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法国身份证号码”匹配的内容。

乔治亚州 SB-230 策略

乔治亚州 SB-230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乔治亚州 SB-230 于 2005 年 5 月 5 日签署
成为法律并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为获得酬金或报酬而全部或部分参与收集、组合、评估、编译、报告、传输、
转让或通信有关个人的信息，以便将个人身份信息提供给维护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非关联第三方、任
何州、当地机构或其分支机构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德国 BIC 号码策略

银行标识码 (BIC) 用于唯一标识特定银行，在法国和全球范围内用于银行之间的货币汇兑和消息交流。该策略

查找包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颁发的 BIC 代码（也称为 SWIFT 代码）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德国 BIC 号码”匹配的内容。

德国驾驶执照号码策略

德国驾驶执照号码是德国驾驶执照的标识号，用于在驾驶及违规驾驶时确定号码的所有者。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德国驾驶执照号码”匹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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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IBAN 号码策略

国际银行帐号 (IBAN) 是一项标识跨国银行帐户的国际标准，欧洲银行标准委员会 先采用该标准。ISO
13616:2003 下的官方 IBAN 注册器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德国 IBAN 号码”匹配的内容。

德国身份证号码策略

该策略查找包含签发给德国人的个人身份证号码或身份证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德国身份证号码”匹配的内容。

德国 VAT 号码策略

基于企业实体或法人征收增值税（或消费税）。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德国 VAT 号码”匹配的内容。

夏威夷州 SB-2290 策略

夏威夷州 SB-2290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夏威夷州 SB-2290 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任何独资企
业、合伙企业、公司、社团或其他集团（无论如何组织以及是否组织为以营利为目的），其中包括各金融机构

（有组织、受特许或持有依据夏威夷州、其他任何州、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地区的法律批准的许可证或授权证
书）、任何此类金融机构的母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记录销毁的任何实体，或出于政府的特定目的而收集个人身
份信息的任何政府机构。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HIPAA（健康保险便利和义务法案）策略

健康保险便利和义务法案 (HIPAA) 由美国国会颁布。HIPAA 包括规范受保护健康信息 (PHI) 的使用和公布的

隐私准则，定义受保护电子健康信息 (ePHI) 所需的安全防护的安全规则，以及定义对已证实违规的违规调查和
处罚程序的实施细则。

PHI 被定义为由适用实体或其合作伙伴以任何方式或媒介（电子、口头或书面）传递或维护的个人标识性健康
信息，其中不包括特定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个人标识性表示调查者可以或可能确定主体的身份，或者表示
主体身份与该信息相关联。

本策略旨在检测除包含健康相关术语以外还包含个人健康号码的电子 PHI。依据本策略，个人身份信息的组合

（如姓名和地址）将不视为 ePHI，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报。内部调查表明大多数健康传播除包含健康相关术
语外，还包含个人健康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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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达荷州 SB-1374 策略

爱达荷州 SB-1374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爱达荷州 SB-1374 于 2006 年 3 月 30 日
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爱达荷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获得使用未加
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爱达荷州居民的个人身份信息）许可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商业机构。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伊利诺斯州 SB-1633
伊利诺斯州 SB-1633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伊利诺斯州 SB-1633 于 2005 年 6 月
16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生效。

这项法律适用于为达到目的而处理、收集、传播或以其他方式操作非公开个人身份信息，以此占有或许可使用
有关伊利诺斯州居民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数据收集者，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构、公立和私立大学、私人持
股公司和上市公司、金融机构、零售经营者以及其他任何实体。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印第安纳州 HB-1101 策略

印第安纳州 HB-110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印第安纳州 HB-1101 于 2005 年 4
月 26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占有或许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
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公司、商业信托、房地产、信托、合伙企业、协会、非营利性公司或组织、合
作组织或其他任何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意大利驾驶执照号码策略

意大利驾驶执照号码是意大利驾驶执照的标识号，用于在驾驶及违规驾驶时确定号码的所有者。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意大利驾驶执照号码”匹配的内容。

意大利 IBAN 号码策略。

国际银行帐号 (IBAN) 是一项标识跨国银行帐户的国际标准，欧洲银行标准委员会 先采用该标准。ISO
13616:2003 下的官方 IBAN 注册器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意大利 IBAN 号码”匹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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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身份证号策略

该策略查找包含意大利签发给个人的个人身份证号或缴税号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会查找与内容刀片“意大利身份证号”匹配的内容。

堪萨斯州 SB-196 策略

堪萨斯州 SB-196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堪萨斯州 SB-196 于 2006 年 4 月 19 日签

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堪萨斯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用未加密
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合伙企业、公司、信托、房地产、合作组织、协会、政府、
政府分支机构、政府机构或其他实体。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路易斯安那州 SB-205 策略

路易斯安那州 SB-205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路易斯安那州 SB-205 于 2005 年 7
月 12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路易斯安那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
许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股份公司、
合资企业或其他任何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缅因州 LD-1671 策略

缅因州 LD-167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缅因州 LD-1671 于 2005 年 6 月 10 日签署

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生效。

这项法律适用于任何个人、合伙企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信托、房地产、合作组织、协会或其他实体（其
中包括州政府机构、缅因州大学系统、缅因州社区学院系统、缅因州海洋学院和私立院校），或适用于包含在
全部或部分收集、组合、评估、编译、报告、传输、转让或通信有关个人的信息，以便将个人身份信息提供给
维护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非关联的第三方的活动中的信息。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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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 CMR-201
马萨诸塞州 CMR-20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马萨诸塞州 CMR-201 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颁布，并于 2009 年 5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企业以及占有、许可使用、收集、存储或维护
马萨诸塞联邦居民的个人信息的其他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ABA 路由号码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银行帐号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明尼苏达州 HF-2121
明尼苏达州 HF-212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明尼苏达州 HF-2121 于 2005 年 6 月
2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明尼苏达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
用数据（包含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或企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蒙大纳州 HB-732
蒙大纳州 HB-732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蒙大纳州 HB-732 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
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3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蒙大纳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用计算
机处理数据（包含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或企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荷兰驾驶执照号码

荷兰驾驶执照号码是荷兰驾驶执照的标识号，用于在驾驶及违规驾驶时确定号码的所有者。

该策略会查找与内容刀片“荷兰驾驶执照号码”匹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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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达州 SB-347
内华达州 SB-347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内华达州 SB-347 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签

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任何政府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公司、金融机构或
零售经营者或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实体或协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新罕布什尔州 HB-1660
新罕布什尔州 HB-1660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新罕布什尔州 HB-1660 于 2006 年 6
月 2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
可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公司、信托、合伙企业、法人团体和非法人团体、
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形式的实体，或者任何机构、权威部门、董事会、法院、部门、分支机构、委员会、机构、
局或其他州政府机构或任何州行政部门。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新泽西州 A-4001
新泽西州 A-4001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新泽西州 A-4001 于 2005 年 9 月 22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新泽西州及

州内任何国家/地区、市、区、政府当局、公共机构和其他任何行政区或公共机构，以及任何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公司、协会或其他实体（无论如何组织以及是否组织为以营利为目的），其中包含一个金融机构（有组织、

受特许或持有依据新泽西州、其他任何州、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地区的法律批准的许可证或授权证书），或者
包含该金融机构在新泽西州进行商业活动，编译或维护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在内的计算机处理记录的的母公司或
子公司。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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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 AB-4254
纽约州 AB-4254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纽约州 AB-4254 于 2005 年 8 月 10 日签署

成为法律，并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正式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纽约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用未加
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含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或企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新西兰税务局编号

该策略查找包含税务局向每个纳税人和组织核发的新西兰税务局 (IRD) 编号的文档和传输。该编号必须由个人

提供给税务局、用人单位、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KiwiSaver 方案供应商、StudyLink 和税务师。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新泽西税务局编号”匹配的内容。

新西兰卫生部编号

该策略查找包含新西兰医师索引 (HPI) 或全民健康索引 (NHI) 编号的文档和传输。

新西兰卫生部（或毛利语中的 Manatū Hauora）是新西兰政府在健康与伤残方面的主要机构和顾问。该机构

使用 NHI 编号系统登记患者，用 HPI 系统登记医师，从而确保在准确记录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该策略会检

测唯一标识某个医师的 6 位字母数字的新西兰医师索引通用个人编号 (HPI-CPN)。该策略还会检测用于在新西

兰健康系统中唯一标识患者的 7 位的 NHI 编号。

该策略会查找与以下内容刀片之一相匹配的内容：

n 新西兰医师索引编号

n 新西兰全民健康索引编号

俄亥俄州 HB-104
俄亥俄州 HB-104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俄亥俄州 HB-104 于 2005 年 11 月 17 日
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俄亥俄州进行商业活动，并占有或许可使用计
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个人、公司、商业信托、房地产、信托、合伙企业或协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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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克拉荷马州 HB-2357
俄克拉荷马州 HB-2357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俄克拉荷马州 HB-2357 于 2006 年 6
月 8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俄克拉荷马州 HB-2357 进行商业活动，
并占有或许可使用未加密计算机处理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任何公司、商业信托、房地产、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协会、组织、合资企业、政府、政府分支机构、机关或机
构，或其他任何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患者标识号

在美国，医院和医疗相关的组织及企业通常会保留个人身份信息 (PII)。应自定义该策略，以定义患者标识号格
式。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患者标识号

n 美国国家供应商标识符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DSS)
PCI DSS 是一组用于加强支付帐户数据安全性的综合性要求，由诸多支付品牌（美国运通、发现金融服务、JCB
国际、万事达和维萨国际）联合成立的 PCI 安全标准委员会开发，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广泛采纳一致性的数据
安全措施。

PCI DSS 是一种多方面的安全标准，它包括对安全管理、策略、过程、网络架构、软件设计以及其他重要保护
措施的要求。该综合标准旨在帮助组织主动地保护客户帐户数据。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以下任意内容刀片之一：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德克萨斯州 SB-122
德克萨斯州 SB-122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德克萨斯州 SB-122 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5 年 9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德克萨斯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可使用
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未加密计算机数据的任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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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BIC 号码

银行标识码 (BIC) 用于唯一标识特定银行，在英国和全球范围内用于银行之间的货币汇兑和消息交流。该策略

查找包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颁发的 BIC 代码（也称为 SWIFT 代码）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英国 BIC 号码”匹配的内容。

英国驾驶执照号码

英国驾驶执照号码是英国驾驶执照的标识号，用于在驾驶及违规驾驶时确定号码的所有者。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英国驾驶执照号码”匹配的内容。

英国 IBAN 号码

国际银行帐户号码 (IBAN) 是一项标识英国跨国银行帐户的国际标准，欧洲银行标准委员会 先采用该标准。

ISO 13616:2003 下的官方 IBAN 注册器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英国 IBAN 号码”匹配的内容。

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

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是英国全民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标识号，用于标识该号码的所有者，以供医疗记录之用。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匹配的内容。

英国国家社会保险号 (NINO)
英国国家社会保险是雇员、雇主及个体经营者向政府支付收入的一种系统，使你有资格享受政府养老金和其他
福利。

英国国家社会保险号 (NINO) 是分配给英国出生的每个人或居住在英国的合法雇员、学生、社会福利和养老金
等受益者的标识号。

该策略可查找至少一个与内容刀片“英国 NINO 正规格式”或“英国 NINO 非正规格式”匹配的内容。

英国护照号码

该策略查找包含英国签发的护照号码的文档和传输。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英国护照号码”匹配的内容。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美国颁发的驾驶执照上有一个由机动车部门（或相关部门）颁发的数字代码或字母数字代码，通常显示持有者

的照片及其签名副本、主要居住地地址、执照类型或类别、限制和/或相关记录（如果有）、持有者的外貌特征
（如身高、体重、头发颜色、眼睛颜色，有时甚至包括肤色）和出生日期。同一个州颁发的驾驶执照号码均不
同。出于身份盗用考虑，驾驶执照上已很少显示社会保障号了。

该策略可查找与内容刀片“美国驾驶执照”匹配的内容。

美国社会保障号

根据社会保障法的 205(c)(2) 条（已纳入 42 U.S.C. § 405(c)(2)），美国社会保障号可颁发给美国公民、永久居民
以及临时（工作）居民。该号码由社会保障署（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颁发给个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跟
踪个人的税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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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他州 SB-69
犹他州 SB-69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犹他州 SB-69 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签署成为

法律，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拥有或许可使用包含犹他州居民个人身份信息的计算机数据
的任何人。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佛蒙特州 SB-284
佛蒙特州 SB-284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佛蒙特州 SB-284 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签

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拥有或许可使用包含佛蒙特州居民个人身份信息的未
加密计算机数据的任何数据收集者。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华盛顿州 SB-6043
华盛顿州 SB-6043 是一项州立数据隐私法规，用于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华盛顿州 SB-6043 于 2005 年 5 月 10 日
签署成为法律，并于 2005 年 7 月 24 日生效。这项法律适用于在华盛顿州进行商业活动，并拥有或许可使用包
括个人身份信息的未加密计算机数据的任何州、地方机构、个人或企业。

该策略至少可查找个人身份信息的一个匹配项，其中可能包括：

n 信用卡号码

n 信用卡跟踪数据

n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

n 美国社会保障号

可用内容刀片
本节列出了适用于 vShield 法规的内容刀片。

ABA 路由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近似查找与三条信息匹配的内容。

内容刀片可查找：

n ABA 路由号码

n 银行业务单词和短语（如 aba、routing number、checking、savings）

n 个人身份信息（如 name、address、phon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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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银行业务相关的单词和短语是为了提高准确性。路由号码为 9 个数字，可以传递许多不同的数据类型，例
如，有效的美国社会保障号、加拿大社会保险号或国际电话号码。

由于路由号码本身并不敏感，因此，发生冲突时需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住院和出院日期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美国日期格式实体、以及单词和短语（如 admit date、admittance date、date of
discharge、discharge date）相互大致匹配的内容。

阿拉巴马州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拉巴马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的术语（如 AL 或 Alabam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

7 个或 8 个数字

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术语（如 AK 或 Alask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

7 个数字

亚伯特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术语（如 AK 或 Alask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

7 个数字

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术语（如 AK 或 Alask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

7 个数字

亚伯特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拉斯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术语（如 AK 或 Alask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

7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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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运通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组合信息。

n 多个美国运通信用卡号

n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单词和短语（如 ccn、credit card、expiration date）

n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过期日期

亚利桑那州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亚利桑那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

选术语（如 AZ 或 Arizo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可以是 1 个字母、8 个数字；或 9 个数字 (SSN)；或 9 个数字（无指定格式的 SSN）。

阿肯色州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阿肯色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可选

术语（如 AR 或 Arkansas）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可以是 9 个或 8 个数字。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内容刀片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自身不敏感，会标识银行帐户，而不标识银行支行。因此，必须同时存在帐号和支行信息才
会认为文档敏感。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以下两项匹配的内容：

n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

n 与银行地区支行或 BSB 相关的单词和短语。

还可使用正则表达式规则区分相同长度的电话号码。

澳大利亚银行帐号为 6 到 10 个数字，不含任何意义。它不含任何校验数位例程。

澳大利亚商业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相互近似的两条信息匹配的内容。

n 澳大利亚商业号码

n ABN 单词和短语（如 ABN、Australia business number）

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相互近似的两条信息匹配的内容。

n 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号

n ACN 单词和短语（如 ACN、Australia Company Number）

澳大利亚医疗卡号码内容刀片

如果文档中出现以下一种信息组合，则该内容刀片将与之匹配。

n 多个澳大利亚医疗卡号码

n 一个医疗卡号码以及医疗或患者标识术语（如 patient identifier、pati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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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个医疗卡号码以及姓名、过期日期或过期术语中的任意两项

澳大利亚税务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相互高度近似的两条信息匹配的内容。

n 澳大利亚税务号码（请参见实体描述）

n 税务号码单词和短语（如 TFN、tax file number）

加利福尼亚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加利福尼亚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CA 或 Californi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为 1 个字母和 7 个数字。

加拿大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对于子内容刀片，该内容刀片只是一个容器文件。分配给它的内容刀片可分别查找各省各地区的驾驶执照。

加拿大社会保险号内容刀片

对于子内容刀片，该内容刀片只是一个容器文件。分配给它的内容刀片将分别查找具有指定格式或无指定格式
的加拿大社会保险号和个人信息，因此可能会向其分配不同的规则。具有指定格式的社会保险号更为具体，因
此返回匹配的规则没那么严格。但是，无指定格式的版本非常普遍，并且会与许多常见号码相匹配。

科罗拉多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科罗拉多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CO 或 Colorado）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为 9 个数字。

康涅狄格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康涅狄格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CT 或 Connecticut）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前两个数字是在奇数年或偶数年的出生月份。01-12 表示奇数年的 1 月至 12 月，13-24
表示偶数年的 1 月至 12 月，99 表示未知。

信用卡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组合信息。

n 多个信用卡号码

n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单词和短语（如 ccn、credit card、expiration date）

n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过期日期

信用卡跟踪数据内容刀片

跟踪数据是经过编码后存储在信用卡（借记卡、礼品卡等）背面磁条内两个轨道中的信息。磁条（信用卡背面
的磁条）上有三个轨道。

每个轨道宽 110 英寸。ISO/IEC 标准 7811（由银行使用）指定：

n 轨道一是 210 位/英寸 (bpi)，并包含 79 个 6 位附加校验位只读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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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轨道二是 75 bpi，并包含 40 个 4 位附加校验位字符。

n 轨道三是 210 bpi，并包含 107 个 4 位附加校验位字符。

您的信用卡通常仅使用轨道一和二。轨道三是读/写轨道（其中包括加密的 PIN、国家/地区代码、货币单位、
认可金额），但是其用法未在银行间形成标准化。

该内容刀片需要与信用卡跟踪数据实体匹配的项。

自定义帐户号码内容刀片

自定义帐户内容刀片是可编辑的刀片，应该包含组织的自定义帐户格式的正则表达式。

特拉华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特拉华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DE 或 Delaware）匹配的内容。

欧盟借记卡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欧盟主要借记卡号码的格式。

该内容刀片查找以下信息组合：

n 多个单个欧盟借记卡号码

n 单个欧盟借记卡号码，加上信用卡的单词或短语（如 card number 或 cc#）、信用卡安全信息、到期日期
或名称中的任意两项

n 单个欧盟借记卡号码加上到期日期

佛罗里达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佛罗里达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FL 或 Florid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2 个数字。

法国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法国驾驶执照。

n 法国驾驶执照格式

n 驾驶执照的相关单词或短语（如 driving license、permis de conduire）或欧盟日期格式

法国 BIC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通过查找以下两个匹配规则来扫描法国 BIC 号码。

n 欧洲 BIC 号码格式

n BIC 号码的法国格式

法国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法国 IBAN 号码。

n 欧洲 IBAN 号码格式

n 法国 IBAN 号码格式

章 15 vShield Data Security 管理

VMware, Inc.  193



法国身份证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法国身份证号码。

n 法国身份证号码格式的多个匹配项

n 法国身份证号码格式的一个匹配项加上社会保障号码的单词或短语

法国 VAT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要求法国增值税 (VAT) 号码格式与缩写 FR 大致匹配。

乔治亚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乔治亚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GA 或 Georgi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7 到 9 个数字；或具有指定格式的 SSN。

德国 BIC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通过以下两个匹配规则来扫描德国 BIC 号码。

n 欧洲 BIC 号码格式

n BIC 号码的德国格式

德国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德国驾驶执照。

n 德国驾驶执照格式

n 驾驶执照的相关单词或短语（如 driving license、ausstellungsdatum）

德国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德国 IBAN 号码。

n 欧洲 IBAN 号码格式

n 德国 IBAN 号码格式

德国 IBAN 规则：“DE”国家/地区代码后跟 22 个数字。

德国身份证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德国身份证号码。

n 德国身份证号码或该号码的机读版本

n 德国身份证号码的单词或短语（如 personalausweis、personalausweisnummer）

德国护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德国护照号码。

n 德国护照号码或该号码的机读版本

n 德国护照号码或签发日期的单词或短语（如 reisepass、ausstellungsd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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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VAT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要求德国增值税 (VAT) 号码格式（指实体描述）与缩写 DE 大致匹配。

团体保险编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进行自定义。要使用该内容刀片，请添加正则表达式，以匹配组织的团体保险编号的编号格式。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单词和短语（如 group insurance）、或与自定义正则表达式结合使用的姓名、美国地址
或美国日期匹配的内容。

夏威夷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夏威夷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HI 或 Hawaii）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字母 H、8 个数字；或 SSN。

意大利身份证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意大利身份证号码。

1 意大利身份证号码格式

2 意大利身份证号码的单词或短语（如 codice fiscale、national identification）

身份证规则：16 个字符字母数字代码，其中：

n SSS 是姓氏的前三个辅音字母（如果没有足够的辅音，则使用第一个元音，接着使用 X）

n NNN 是名字，使用第一、第三和第四个辅音（处理异常的方式与在姓氏中的处理方式相同）。

n YY 是出生年份的 后两个数字

n M 是代表出生月份的字母（按字母顺序使用这些字母)，但只使用字母 A 到 E、H、L、M、P、R 到 T（因
此，一月份为 A，十月份为 R）

n DD 是代表出生月份的日期，为区分性别，女性的出生日期要加上 40（因此，女性出生于 5 月 3 日，则

为 ...E43...）

n ZZZZ 是出生城市的区号（国家代码用于外国，一个字母后跟三个数字）

n X 是一个奇偶符号，通过将偶数和奇数位置的字符相加，然后除以 26 计算得出。根据字母的字母顺序将数
值用于偶数位置的字母。位于奇数位置的字符具有不同的值。然后使用字母表中与除法的余数值对应的字母。

格式：

n LLLLLLDDLDDLDDDL

n LLL LLL DDLDD LDDDL

健康计划受益人编号

该内容刀片需要进行自定义。要使用该内容刀片，请添加正则表达式以标识健康计划福利和付款的受益人。该

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单词和短语（如 beneficiary）、或与自定义正则表达式结合使用的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
期匹配的内容。

爱达荷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爱达荷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ID 或 Idaho）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2 个字母、6 个数字、1 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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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斯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伊利诺斯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IL 或 Illinois）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1 个数字。

印第安纳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印第安纳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IN 或 India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0 个数字。

爱荷华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爱荷华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IA 或 Iow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可以是 3 个数字、2 个字母、3 个数字；或者是社会保障号。

流程索引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CD) 查找与医疗流程有关的单词和短语。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信息的组合：

n 流程索引字典的多个匹配项

n 流程索引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期中的任意两项

n 流程索引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表示患者或医师身份的单词或短语（如 patient ID、physician name）

意大利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意大利驾驶执照。

n 意大利驾驶执照格式

n 驾驶执照的单词或短语（例如 driving license、patente di guida）

驾驶执照规则：10 个字母数字字符 - 2 个字母、7 个数字以及 后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只能是字符 A 到 V。

驾驶执照格式：

n LLDDDDDDDL

n LL DDDDDDD L

n LL-DDDDDDD-L

n LL-DDDDDDD-L

意大利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意大利 IBAN 号码。

1 IBAN 单词和短语（如 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IBAN）

2 意大利 IBAN 号码格式

IBAN 规则：IT 国家/地区代码后跟 25 个字母数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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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n ITDDLDDDDDDDDDDAAAAAAAAAAAA

n IT DDL DDDDD DDDDD AAAAAAAAAAAA

n IT DD LDDDDD DDDDD AAAAAAAAAAAA

n IT DD L DDDDD DDDDD AAAAAAAAAAAA

n IT DD LDDDDDDDDDDAAAAAAAAAAAA

n IT DD L DDDDDDDDDDAAAAAAAAAAAA

n ITDD LDDD DDDD DDDA AAAA AAAA AAA

n IT DDL DDDDD DDDDD AAAAAA AAAAAA

n IT DDL DDD DDD DDD DAAA AAA AAAAAA

n IT DDL DDDDDDDDDD AAAAAA AAAAAA

可用破折号、正斜杠或冒号替换空格。

ITIN 无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无指定格式的美国纳税人标识号 (ITIN)。如果在与 ITIN 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tax
identification、ITIN）大致匹配的内容中找到无指定格式的 ITIN，则该内容刀片就与之匹配。

ITIN 规则：9 个数字，始终以数字 9 开头且第四个和第五个数字的范围为 70 到 88。

格式：DDDDDDDDD

堪萨斯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堪萨斯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以及术语

（如 KS 或 Kansas）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 (K)，8 个数字；或社会保障号。

肯塔基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肯塔基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KY 或 Kentucky）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8 个数字；或社会保障号。

路易斯安那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路易斯安那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LA 或 Louisia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2 个零、7 个数字。

缅因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缅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ME 或 Maine）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7 个数字、可选字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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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托巴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曼尼托巴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以

及术语（如 MB 或 Manitoba）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12 个可能由连字符分隔的字母数字字符，其中：

n 第 1 个字符为字母

n 第 2 到第 5 个字符为字母或星号

n 第 6 个字符为字母

n 第 7 到第 10 个字符为数字

n 第 11 个字符为字母

n 第 12 个字符为字母或数字

或

n 第 1 个字符为字母

n 第 2 到第 4 个字符为字母或星号

n 第 5 到第 6 个字符为数字

n 第 7 到第 12 个字符为字母或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

n LLLLLLDDDDLA

n LLLLLDDAAAAAA

马里兰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马里兰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MD 或 Maryland）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2 个数字

马萨诸塞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马萨诸塞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MA 或 Massachusetts）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 (S)、8 个数字；或社会保障号

密歇根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密歇根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MI 或 Michigan）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2 个数字

明尼苏达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明尼苏达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MN 或 Minnesot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2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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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密西西比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ID 或 Mississippi）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或具有指定格式的社会保障号

密苏里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密苏里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MO 或 Missouri）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6 到 9 个数字；或 9 个数字；或具有指定格式的社会保障号

蒙大纳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蒙大纳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以及术语

（如 MT 或 Monta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 (SSN)；或 1 个 字母、1 个数字、1 个字母数字、2 个数字、3 个字母和 1 个数字；或

13 个数字

NDC 药方字典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根据国家药品代码 (NDC) 查找与药方相关的单词和短语。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信息的组合：

1 NDC 药方字典的多个匹配项

2 NDC 药方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期中的任意两项

3 NDC 药方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患者或医师身份的单词或短语（如 patient ID、physician name）

内布拉斯加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内布拉斯加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NE 或 Nebrask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8 个数字

荷兰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荷兰驾驶执照。

1 荷兰驾驶执照格式（请参见实体描述）

2 驾驶执照的相关单词或短语（例如，driving license、rijbewijs）

荷兰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荷兰 IBAN 号码。

1 IBAN 单词和短语（如 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IBAN）

2 荷兰 IBAN 号码格式

IBAN 规则：NL 国家/地区代码后跟 16 个字母数字字符。

格式：

n NLDDLLLLDDDD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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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L DDLLLLDDDDDDDDDD

n NL DD LLLL DDDDDDDDDD

n NL DD LLLL DDDD DDDD DD

n NL DD LLLL DDDD DDDD DD

n NLDDLLLL DDDD DDDDDD

n NL DD LLLL DDDDDDDDDD

n NL DD LLLL D DD DD DD DDD

n NL DD LLLL DD DD DD DDDD

n NL DD LLLL DDD DDDDDDD

n NL DD LLLL DDDD DD DD DD

可用破折号替换空格

荷兰身份证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荷兰身份证号码。

1 荷兰身份证号码（请参见实体描述）

2 荷兰身份证号码的单词或短语（如 sofinummer、burgerservicenummer）

荷兰护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荷兰护照号码。

1 荷兰护照号码（请参见实体描述）

2 荷兰护照号码的单词或短语（如 paspoort、Noodpaspoort）

内华达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内华达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NV 或 Nevad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 (SSN)；或 12 个数字（ 后 2 位是出生年份），或 10 个数字

新不伦瑞克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不伦瑞克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
以及术语（如 NB 或 New Brunswick）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5 到 7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

n DDDDD

n DDDDDD

n DDDDDDD

新罕布什尔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罕布什尔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NH 或 New Hampshire）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2 个数字，3 个字母，5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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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泽西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NJ 或 New Jersey）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4 个数字

新墨西哥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墨西哥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NM 或 New Mexico）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

纽约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纽约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NY 或 New York）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

新西兰医师索引编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会查找与新西兰医师索引实体以及确定术语（如 hpi-cpn 或 health practitioner index）相匹配的内
容。

新西兰税务局编号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西兰税务局编号实体、单词和短语（如 IRD Number 或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Number）匹配的内容。

新西兰全民健康索引编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会查找与新西兰全民健康索引实体以及确定术语（如 nhi 或 National Health index）相匹配的内容。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以及术语（如 NL 或 Labrador）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1 个字母，后跟 9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LDDDDDDDDD

北卡罗来纳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北卡罗来纳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NC 或 North Caroli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6 到 8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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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达科他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北达科他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ND 或 North Dakot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或 3 个字母和 6 个数字

新斯科舍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新斯科舍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以

及术语（如 NS 或 Nova Scotia）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5 个字母后跟 9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LLLLDDDDDDDDD

俄亥俄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俄亥俄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OH 或 Ohio）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2 个字母、6 个数字

俄克拉荷马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俄克拉荷马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OK 或 Oklahom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8 个数字；或 9 个数字；或具有指定格式的社会保障号

安大略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安大略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以及

术语（如 ON 或 Ontario）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1 个字母，后跟 14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LDDDDDDDDDDDDDD

俄勒冈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俄勒冈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OR 或 Oregon）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6 到 7 个数字

患者标识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进行自定义。要使用该内容刀片，请添加特定公司患者标识号格式的正则表达式。该内容刀片

会查找与单词和短语（如 patient id）以及与自定义正则表达式结合使用的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期匹配的
内容。

宾夕法尼亚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宾夕法尼亚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PA 或 Pennsylvani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8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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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岛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爱德华王子岛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
以及术语（如 PE 或 Prince Edward Island）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5 到 6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

n DDDD

n DDDDDD

受保护健康信息术语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会查找与个人健康记录和健康保险索赔相关的单词和短语。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信息的组合：

1 受保护健康信息字典的多个匹配项

2 受保护健康信息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期中的任意两项

3 受保护健康信息字典的单个匹配项，加上表示患者或医师身份的单词或短语（如 patient ID、physician
name）

魁北克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魁北克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以及

术语（如 QC 或 Quebec）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1 个字母，后跟 12 个数字

驾驶执照格式：LDDDDDDDDDDDD

罗得岛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罗得岛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RI 或 Rhode Island）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7 个数字

萨斯喀彻温省驾驶执照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萨斯喀彻温省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ce 和 permis de conduire）
以及术语（如 SK 或 Saskatchewan）大致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规则：8 个数字

许可证格式：DDDDDDDD

SIN 具有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具有指定格式的加拿大社会保险号 (SIN)。

该内容刀片将与以下信息组合中度匹配：

1 具有指定格式的 SIN 的多个匹配项

2 具有指定格式的 SIN 的一个匹配项加上驾驶执照或出生日期等单词或短语

3 具有指定格式的 SIIN 的一个匹配项和单词或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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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无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无指定格式的加拿大社会保险号 (SIN)。如果在与社会保险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Social
Insurance、SIN）、驾驶执照或出生日期大致匹配的内容中找到无指定格式的 SIN，则该内容刀片就与之匹配。

SSN 具有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SSN 具有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将与以下信息组合中度匹配：

n 具有指定格式的 SSN 的多个匹配项

n 具有指定格式的 SSN 的单个匹配项，加上姓名、美国地址或美国日期中的任意两项

n 具有指定格式的 SSN 的单个匹配项，加上社会保障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Social Security、SSN）

SSN 无指定格式的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无指定格式的美国社会保障号 (SSN)。如果在与社会保障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Social
Security、SSN）大致匹配的内容中找到无指定格式的 SSN，则该内容刀片就与之匹配。

南卡罗来纳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南卡罗来纳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

术语（如 SC 或 South Carolin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个数字

南达科他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南达科他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SD 或 South Dakot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8 个数字；或社会保障号

西班牙身份证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西班牙身份证号码实体及单词和短语（如 Documento Nacional de Identidad 和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de Extranjeros）匹配的内容。它还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区分电话号码并防止在未检查字母的情

况下重复计算 DNI 和 NIE。

西班牙护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西班牙护照号码及单词和短语（如 pasaporte 或 passport）相匹配的内容。

护照规则：8 个字母数字字符 -- 2 个字母后跟 6 个数字。

格式：

LLDDDDDD

LL-DDDDDD

LL DDDDDD

vShield 管理指南

204  VMware, Inc.



西班牙社会保障号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西班牙社会保障号。

1 西班牙社会保障号

2 社会保障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número de la seguridad social、social security number）。

瑞典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瑞典 IBAN 号码。

1 IBAN 单词和短语（如 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IBAN）

2 瑞典 IBAN 号码格式

IBAN 规则：SE 国家/地区代码后跟 22 个数字。

格式：SE DDDDDDDDDDDDDDDDDDDDDD

瑞典护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使用以下支持证据组合查找与瑞典护照号码正则表达式匹配的内容。

1 护照的相关单词和短语（如 Passnummer）

2 国家瑞典、国籍和到期日期的相关单词和短语

护照规则：8 个数字

格式：

DDDDDDDD

DD-DDDDDD

LL-DDDDDD

田纳西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田纳西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TS 或 Tennessee）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8 个数字

英国 BIC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两个规则的匹配项才能扫描英国 BIC 号码。

1 欧洲 BIC 号码格式

2 BIC 号码的英国格式

BIC 规则：8 或 11 个字母数字字符。第 5 和第 6 个字母始终是“GB”作为 ISO 3166-1 alpha-2 国家/地区代码。

格式：

LLLLLLAAA

LLLLLLAAAAA

LLLLLLAA-AAA

LLLLLLA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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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LL AA AAA

LLLL LL AA AAA

LLLL LL AA-AAA

英国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英国驾驶执照。

1 英国驾驶执照格式

2 驾驶执照的相关单词或短语（如 driving license）或者个人身份（date of birth、address、telephone）

驾驶执照规则：16 到 18 个字母数字字符，以字母开头。

格式：

LAAAADDDDDDLLDLLDD

一些数字限制为可接受的值。

英国 IBAN 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英国 IBAN 号码。

1 欧洲 IBAN 号码格式

2 英国 IBAN 号码格式

IBAN 规则：“GB”国家/地区代码后跟 20 个字符。

GB，ISO 国家/地区代码

2 位数字（只包含数字字符 0 到 9），校验位 (IBAN)

4 个大写字母（只包含 A-Z），银行标识符数字

6 个数字（只包含数字字符 0 到 9），银行分行代码

8 个数字（只包含数字字符 0 到 9），帐号

格式：

GBDDLLLLDDDDDDDDDDDDDD

GB DD LLLL DDDD DDDD DDDD DD

GB DD LLLL DDDDDD DDDDDDDD

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需要以下信息才能大致匹配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

1 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号码格式

2 与全民健康服务、患者标识或出生日期相关的单词和短语

英国 NINO 正规格式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具有正式格式的英国国家社会保险号 (NINO)。

该内容刀片将与以下信息组合高度匹配：

1 NINO 正式格式的多个匹配项

2 具有国家社会保险号的单词或短语（如 NINO、taxpayer numbe）的 NINO 正式格式的单个匹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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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护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使用以下支持证据查找与英国护照号码实体匹配的内容。

1 护照的单词和短语，如护照或护照号码之前的国家护照代码

2 国家英国的单词和短语，或签发日期（可选匹配项）

犹他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犹他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UT 或 Utah）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6 到 10 个数字

弗吉尼亚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弗吉尼亚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VA 或 Virginia）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8 个数字

Visa 卡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以下信息的组合：

1 多个 JCB 信用卡号

2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单词和短语（如 ccn、credit card、expiration date）

3 单个信用卡号以及过期日期

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华盛顿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WA 或 Washington）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5 个字母（姓氏）、1 个字母（名字）、1 个字母（中间名）、3 个数字、2 个字母数字。如果

姓氏或中间名字段长度不够，请使用 * 填充。

威斯康星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威斯康星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

语（如 WI 或 Wisconsin）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1 个字母、13 个数字

怀俄明州驾驶执照号码内容刀片

该内容刀片可查找与怀俄明州驾驶执照格式、单词和短语（如 driver’s license 和 license number）以及术语

（如 WY 或 Wyoming）匹配的内容。

驾驶执照格式：9 到 10 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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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文件格式
vShield Data Security 可以检测以下文件格式。

表 15-2  存档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7-Zip 4.57 7Z

BinHex HQX

BZIP2 BZ2

Expert Witness (EnCase) 压缩格式 E0、E101 等

GZIP 2 GZ

ISO-9660 CD 光盘映像格式 ISO

Java 存档 JAR

Legato EMailXtender 存档 EMX

MacBinary BIN

Mac 磁盘复制磁盘映像 DMG

Microsoft Backup 文件 BKF

Microsoft Cabinet Format 1.3 CAB

Microsoft 压缩文件夹 LZH
LHA

Microsoft Entourage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DBX

Microsoft Outlook Offline Store 2007 OST

Microsoft Outlook Personal Store 2007 PST

OASIS 开放文档格式 ODC
SXC
STC
ODT
SXW
STW

开放式电子书出版物结构 EPUB

PKZIP ZIP

RAR 存档 RAR

自解压存档 SEA

Shell Scrap Object 文件 SHS

磁带存档 TAR

UNIX 压缩 Z

UU 编码 UUE

WinZip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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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3  计算机辅助设计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CATIA 格式 5 CAT

Microsoft Visio 5、2000、2002、2003、2007 VSD

MicroStation 7, 8 DGN

Omni Graffle GRAFFLE

表 15-4  数据库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Microsoft Access 95、97、2000、2002、2003、2007 MDB

表 15-5  显示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Adobe PDF 1.1 到 1.7 PDF

表 15-6  邮件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Domino XML 语言 DXL

Legato Extender ONM

Lotus Notes 数据库 4、5、6.0、6.5、7.0 和 8.0 NSF

Mailbox Thunderbird 1.0 和 Eudora 6.2 MBX

Microsoft Outlook 97、2000、2002、2003 和 2007 MSG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Windows 6 和 MacIntosh 5 EML

Microsoft Outlook Personal Folder 97、2000、2002 和 2003 PST

文本邮件 (MIME) 各种

表 15-7  多媒体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高级流格式 1.2 DXL

表 15-8  演示文稿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Apple iWork Keynote 2、3、‘08 和 ‘09 GZ

Applix Presents 4.0、4.2、4.3、4.4 AG

Corel Presentations 6、7、8、9、10、11、12 和 X3 SHW

Lotus Freelance Graphics 2 PRE

Lotus Freelance Graphics 96、97、98、R9 和 9.8 PRZ

Macromedia Flash 到 8.0 SWF

Microsoft PowerPoint PC 4 PPT

Microsoft PowerPoint Windows 95、97、2000、2002 和 2003 PPT、PP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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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演示文稿格式 （续）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Microsoft PowerPoint Windows XML 2007 PPTX、PPTM、POTX、POTM、PPSX 和 PPSM

Microsoft PowerPoint Macintosh 98、2001、v.X 和 2004 PPT

OpenOffice Impress 1 和 1.1 SXP

StarOffice Impress 6 和 7 SXP

表 15-9  电子表格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Apple iWork Numbers '08 和 2009 GZ

Applix Spreadsheets 4.2、4.3 和 4.4 AS

逗号分隔的值 CSV

Corel Quattro Pro 5、6、7、8、X4 WB2。WB3、QPW

数据交换格式 DIF

Lotus 1-2-3 96、97、R9、9.8、2、3、4、5 123, WK4

Lotus 1-2-3 图表 2、3、4、5 123

Microsoft Excel Windows 2.2 到 2003 XLS、XLW、XLT、XLA

Microsoft Excel Windows XML 2007 XLSX、XLTX、XLSM、XLTM、XLAM

Microsoft Excel 图表 2、3、4、5、6、7 XLS

Microsoft Excel Macintosh 98、2001、v.X、2004 XLS

Microsoft Office Excel Binary Format 2007 XLSB

Microsoft Works 电子表格 2、3、4 S30 S40

Oasis 开放文档格式 1、2 ODS、SXC、STC

OpenOffice Calc 1、1.1 SXC、ODS、OTS

StarOffice Calc 6、7

表 15-10  文本和标记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ANSI TXT

ASCII TXT

可扩展表单描述语言 XFDL、XFD

HTML 3, 4 HTM、HTML

Microsoft Excel Windows XML 2003 XML

Microsoft Word Windows XML 2003 XML

Microsoft Visio XML 2003 vdx

MIME HTML MHT

富文本格式 1 到 1.7 RTF

Unicode 文本 3、4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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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0  文本和标记格式 （续）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XHTML 1.0 HTM、HTML

XML（通用） XML

表 15-11  文字处理格式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Adobe FrameMaker InterchangeFormat 5、5.5、6、7 MIF

Apple iChat Log AV、AV 2、AV 2.1、AV 3 LOG

Apple iWork Pages ‘08、2009 GZ

Applix Words 3.11、4、4.1、4.2、4.3、4.4 AW

Corel WordPerfect Linux 6.0、8.1 WPS

Corel WordPerfect Macintosh 1.02、2、2.1、2.2、3、3.1 WPS

Corel WordPerfect Windows 5、5.1、6、7、8、9、10、11、
12、X3

WO、WPD

DisplayWrite 4 IP

Folio Flat File 3.1 FFF

Founder Chinese E-paper Basic 3.2.1 CEB

Fujitsu Oasys 7 OA2

Haansoft Hangul 97、2002、2005、2007 HWP

IBM DCA/RFT（可修订格式文本）SC23-0758 -1 数据中心

JustSystems Ichitaro 8 到 2009 JTD

Lotus AMI Pro 2、3 SAM

Lotus AMI Professional Write Plus 2.1 AMI

Lotus Word Pro 96, 97, R9

Lotus SmartMaster 96、97 MWP

Microsoft Word PC 4、5、5.5、6 DOC

Microsoft Word Windows 1.0 和 2.0、6、7、8、95、97、
2000、2002、2003

DOC

Microsoft Word Windows XML 2007 DOCX、DOTX、DOTM

Microsoft Word Macintosh 4、5、6、98、2001、v.X、2004 DOC

Microsoft Works 2、3、4、6、2000 WPS

Microsoft Windows Write 1、2、3 WRI

Oasis 开放文档格式 1、2 ODT、SXW、STW

OpenOffice Writer 1、1.1 SXW、ODT

Omni Outliner 3 OPML、OO3、OPML、OOUTLINE

Skype 日志文件 DBB

StarOffice Writer 6、7 SXW、ODT

WordPad 到 2003 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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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1  文字处理格式 （续）

应用程序格式 扩展

XML Paper Specification XPS

XyWrite 4.12 X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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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16
本节将指导您对常见的 vShield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213 页，“对 vShield Manager 安装进行故障排除”

n 第 214 页，“对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n 第 215 页，“对 vShield Edge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n 第 217 页，“对 vShield Endpoin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n 第 218 页，“对 vShield Data Security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 vShield Manager 安装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对 vShield Manager 安装进行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无法将 vShield OVF 文件安装到 vSphere Client 中
无法安装 vShield OVA 文件。

问题

我在尝试安装 vShield OVA 文件时，安装失败。

解决方案

如果无法安装 vShield OVA 文件，vSphere Client 中将显示错误窗口，标注发生故障的行。将此错误信息与

vSphere Client 版本信息一起发送到 VMware 技术支持。

vShield Manager 虚拟机启动后无法登录 CLI

问题

安装 OVF 后无法登录 vShield Manager CLI。

解决方案

安装完 vShield Manager 之后等待几分钟再登录 vShield Manager CLI。在 Console 选项卡视图中，如果屏幕

为空，请按 Enter 检查是否出现命令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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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

问题

我在尝试从 Web 浏览器登录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时，出现 Page Not Found 异常。

解决方案

vShield Manager IP 地址位于 Web 浏览器无法访问的子网中。vShield Manager 管理界面的 IP 地址必须可通

过 Web 浏览器访问，才能使用 vShield。

对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操作问题可能会在安装后出现。

vShield Manager 无法与 vShield App 进行通信

问题

我无法从 vShield Manager 配置 vShield App。

解决方案

如果您无法从 vShield Manager 配置 vShield App，则说明两个虚拟机之间的连接中断。vShield 管理界面无法
与 vShield Manager 管理界面进行通信。请确保两个管理界面位于同一子网中。如果使用了 VLAN，请确保两

个管理界面位于同一 VLAN 中。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vShield App 或 vShield Manager 虚拟机已关闭电源。

无法配置 vShield App

问题

我无法配置 vShield App。

解决方案

这可能由下列其中一种情况导致。

n vShield App 虚拟机已损坏。请从 vShield Manager 用户界面卸载出现故障的 vShield App。安装新的

vShield App 以保护 ESX 主机。

n vShield Manager 无法与 vShield App 进行通信。

n 保存 vShield 配置文件的存储/LUN 出现故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无法对配置进行任何更改。然而，

防火墙仍会继续运行。如果远程存储不可靠，可将 vShield 虚拟机存储到本地存储。

使用 vSphere Client 为受影响的 vShield App 拍摄快照或创建 TAR。将此信息发送到 VMware 技术支持。

防火墙阻止规则不阻止符合条件的流量

问题

我配置了 App Firewall 规则，用于阻止特定流量。我使用 Flow Monitoring 查看流量，却发现我希望阻止的流
量被允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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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请检查该规则的顺序和范围。这包括将执行该规则的容器级别。如果在错误的容器下配置基于 IP 地址的规则，
可能会出现问题。

检查受影响的虚拟机所在的位置。虚拟机是否在 vShield App 后面？如果不是，则说明没有执行该规则的代

理。在资源树中选择虚拟机。此虚拟机的 App Firewall 选项卡会显示影响此虚拟机的所有规则。

将任何不受保护的虚拟机放置在受 vShield 保护的交换机中，或通过安装 vShield 来保护虚拟机所在的虚拟交
换机。

为上述存在问题的 App Firewall 规则启用日志记录。这可能会减慢通过 vShield App 的网络通信。

验证 vShield App 连接。在 System Status 页上检查 vShield App 是否同步。如果不同步，请单击 Force Sync。
如果仍然不同步，请查看系统事件日志查明原因。

Flow Monitoring 中未显示流量数据

问题

我安装了 vShield Manager 和 vShield App。我在打开 Flow Monitoring 选项卡时，没有看到任何数据。

解决方案

这可能由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导致。

n 您没有为 vShield App 提供足够的时间来监视流量会话。安装 vShield App 之后等待几分钟再收集流量数

据。可单击 Flow Monitoring 选项卡上的 Get Latest 来请求收集数据。

n 流量一定会传至不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虚拟机。请确保您的虚拟机受 vShield App 保护。虚拟机必须与

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 (p0) 端口位于相同的端口组。

n 没有流量传输至受 vShield App 保护的虚拟机。

n 检查每个 vShield App 的系统状态，确定是否存在不同步的问题。

对 vShield Edge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对 vShield Edge 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虚拟机未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步骤

1 运行以下 CLI 命令验证 DHCP 配置在 vShield Edge 上是否成功：show configuration dhcp。

2 运行以下 CLI 命令检查 DHCP 服务是否在 vShield Edge 上运行：show service dhcp

3 确保虚拟机和 vShield Edge 上的虚拟机网卡已连接（vCenter > Virtual Machine > Edit Settings > Network
Adapter > Connected/Connect at Power On 复选框）。

当 vShield App 和 vShield Edge 安装在同一 ESX 主机上时，如果 vShield App 是在 vShield Edge 之后安
装的，则可能出现网卡断开连接的情况。

负载平衡器无法工作

步骤

1 运行以下 CLI 命令验证负载平衡器是否在运行：show service lb。

发出 start 命令即可启动负载平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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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以下命令验证负载平衡器配置：show configuration lb。

此命令还会显示侦听器在哪个外部接口上运行。

负载平衡器为 HTTP 请求抛出错误 502 网关错误

此错误会在后端或内部服务器未响应请求时出现。

步骤

1 验证内部服务器 IP 地址是否正确。

当前配置可通过 vShield Manager 或 CLI 命令 show configuration lb 进行查看。

2 验证内部服务器 IP 地址是否可从 vShield Edge 内部接口进行访问。

3 验证内部服务器是否在侦听配置负载平衡器时指定的“IP:端口”组合。

如果未指定端口，则必须选中 IP:80。内部服务器不能只侦听 127.0.0.1:80；还必须打开 0.0.0.0:80 或 <internal-
ip>:80。

VPN 无法工作

步骤

1 验证通道的另一个端点是否正确配置。

使用以下 CLI 命令：show configuration ipsec

2 验证 IPSec 服务是否在 vShield Edge 上运行。

使用以下 CLI 命令进行验证：show service ipsec。必须发出 start 命令来启动 IPSec 服务。

如果 IPSec 正在运行并在建立通道时出现错误，show service ipsec 命令的输出结果会显示相关信息。

3 验证两端（vShield Edge 和 remoteEnd）的配置，尤其是共享密钥。

4 通过对大小数据包执行 ping 操作来调试与 MTU 或碎片相关的问题。

n ping -s 500 ip-at-end-of-the-tunnel

n ping -s 2000 ip-at-end-of-the-tunnel

SSL VPN 无法工作

步骤

1 确保 SSL VPN 和负载平衡器未配置在同一主机上。

2 验证是否已启用 SSL VPN 服务。

3 验证是否已指定服务器设置，以便在 vShield Edge 接口上启用 SSL。

4 确保可访问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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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vShield Endpoin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对 vShield Endpoint 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瘦代理日志记录

vShield Endpoint 瘦代理日志记录在受保护的虚拟机内完成。引导时会从 Windows 注册表读取两个注册表值。
这些值会定期重新轮询。

log_dest 和 log_level 这两个注册表值位于以下注册表位置：

n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vsepflt\Parameters\log_dest

n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vsepflt\Parameters\log_level

两者都是可为以下值的任意组合的 DWORD 位掩码：

表 16-1  瘦代理日志记录

DWORD 值 描述

log_dest 0x1

0x2

WINDBLOG

需要调试模式

VMWARE_LOG

日志文件存储在虚拟机的根目
录中

log_level 0x1

0x2

0x4

0x8

0x10

AUDIT

ERROR

WARN

INFO

DEBUG

默认情况下，版本号的值设置为 VMWARE_LOG 和 AUDIT。可将这些值并列起来。

有关监视 vShield Endpoint 运行状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7 页，第 14 章“vShield Endpoint 事件和警报”。

组件版本兼容性

SVM 版本和瘦代理的版本必须兼容。

要检索各组件的版本号，请执行以下命令：

n SVM：对于合作伙伴 SVM，请参见防病毒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说明。对于 vShield Data Security 虚拟机，

请登录 vShield Manager，然后从清单中选择虚拟机。Summary 选项卡将显示内部版本号。

n GVM：右键单击驱动程序文件的属性以获取内部版本号。驱动程序的路径为
C:\WINDOWS\system32\drivers\vsepflt.sys。

n vShield Endpoint 模块：登录 vShield Manager，然后从清单中选择主机。Summary 选项卡将显示 vShield
Endpoint 内部版本号。

检查 vShield Endpoint 运行状况和警报

vShield Endpoint 组件应该能够与 vShield Manager 通信。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群集或 ESX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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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vShield App 选项卡。

4 单击 Endpoint。

5 确认安全虚拟机 (SVM)、ESX 主机所驻留的 vShield Endpoint 模块以及受保护的虚拟机所驻留的瘦代理均
正常。

6 如果虚拟机所在的瘦代理不正常，请检查 VMware Tools 的版本是否为 8.6.0（与 ESXi 5.0 Patch 1 一同发布）。

7 如果显示警报，请执行相应的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8 页，“vShield Endpoint 警报”。

对 vShield Data Security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由于 vShield Data Security 使用 vShield Endpoint 技术，因此这两个组件的故障排除非常类似。

遇到任何 vShield Data Security 问题时，请首先确保 Data Security 设备报告为已启用。然后验证数据安全扫
描是否已启动。

检查扫描启动和停止时间戳

vShield Data Security 仅扫描已打开电源的虚拟机。对 vShield Data Security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第一步是确
认是否已扫描虚拟机。

步骤

1 在 vSphere Client 中，转到 Inventory > Hosts and Clusters。

2 从资源树中选择一个数据中心、ESX 主机或虚拟机。

3 选择 Tasks and Events 选项卡。

4 在“名称”列中查找“扫描”，然后确认该扫描是否已成功完成。

关于检测冲突的准确性

通过以下两个因素衡量准确性：查全率与查准率。综合考虑查全率与查准率并在理想情况下将其结合可确保您
仅获取需要保护的内容。任何内容检测都将使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评估：阳性或阴性，以及真或假（例如，是
否已标识出要查找的内容，以及标识是否正确？）。

结果有四种可能，且分别具有以下意义。

表 16-2  内容检测的结果

阳性 阴性

真 敏感内容正确标识为敏感。 非敏感内容正确标识为非敏感。

假 非敏感内容错误标识为敏感。 敏感内容错误标识为非敏感。

查全率采集与内容刀片相关的文档部分。

n 较高的查全率广泛撒网，并采集所有可能的敏感文档。查全率过高会导致出现更多误报。[误报 = 内容刀片

判断为敏感的文档，实际上为非敏感。]

n 较低的查全率在选择返回为敏感的文档时更为严格。查全率过低会导致更多漏报。[漏报 = 内容刀片判断为
非敏感的文档，实际上为敏感。]

查准率是检索到的与搜索相关的文档的百分比。

n 查准率高可能会减少返回的误报数。

n 查准率低可能会增加返回的误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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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准率指的是返回结果的相关性。例如，触发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 策略的所有文档是否均包含

真实的信用卡号码，或者某些错误标识为敏感 PCI 数据的文档是否包含 UPC 或 EAN 编号？较高的查准率可以
通过缩小范围集中搜索来实现，以确保捕获的所有内容都真正敏感。

表 16-3  查准率与查全率

准确性因素 测量 值较低时出现的问题

查准率 实际相关的已检索文档的百分比。 增加误报

查全率 实际检索的所有敏感文档的百分比。 增加漏报

章 16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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