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Linux 系统安全概述
著名网站技术调查公司 W3Techs（官方网站：https://w3techs.com）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调查报告 中指出，Linux 在网站服务器操作系统中使用比例高达 37.2%。
除了被广泛使用在网站平台上以外，Linux 也常常被作为 FTP 服务器、电子邮件服务
器、域名解析服务器和大数据分析服务器等而部署在互联网上。Linux 作为互联网基础
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 Linux 是一款被大量部
署的优秀的开源操作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其安全性。在互联网上，有许
许多多针对 Linux 系统的攻击。例如，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verc.org.cn）在《病毒预报 第七百六十九期》 中指出：“通过对互联网的
监测，发现了一款旨在感染 Linux 设备的加密货币挖矿恶意程序 Linux.BtcMine.174。
该恶意程序在不经过设备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CPU 或 GPU 资源来进行隐蔽的加密
货币挖掘操作。”

一

如果缺乏严密细致的防御措施、积极主动的安全扫描、行之有效的入侵检测系统、
切实到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保障，那么 Linux 系统很容易被黑客入侵或利用，而保
障业务和数据安全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本章概览性地介绍信息安全和系统安全的概念、常见的威胁分析模型和保障安全的
主要原则。对于从全局上把握 Linux 系统安全来说，这些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构
建完整 Linux 系统安全体系的指南，引导着本书后续章节内容。
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comparison/os-linux,os-windows，访问日期：2018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cverc.org.cn/yubao/yubao_76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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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安全
1500 多年前，由从梵文译成汉文的《百喻经 · 愿为王剃须喻》中讲述了亲信救王的

故事。故事中写道：“昔者有王，有一亲信，于军阵中，殁命救王，使得安全。”这里的
安全指的就是“平安、不受威胁”。
同样，笔者认为，安全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某种对象或者对象的某种属
性是不受威胁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
“国
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五条中指出，网络安全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免受攻击、侵入、干扰和破坏”，也就是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受威胁。

1.1.1

什么是信息安全

对 于 什 么 是 信 息 安 全（Information Security）， 不 同 的 组 织 和 个 人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定义。
ISO/IEC、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委员会和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对信息安全的定义是
被大部分信息安全从业人员所认可并支持的。《 ISO/IEC 27001:2005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与使用指南》中对信息安全的定义是：“保护信息的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
性（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及其他属性，如真实性、可确认性、不可否认性
和可靠性。”
美 国 国 家 安 全 系 统 委 员 会（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CNSS） 在
《 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 CNSS Instruction No. 4009》 对信息安全的
定义是：“为了保障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保护信息和信息系统，以防止未授权的
访问、使用、泄露、中断、修改或者破坏。”

一

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ISACA）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7447，访问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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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安全的定义是：“在企业组织内，信息被保护，以防止被泄露给未授权用户（机
密性）、防止非恰当的修改（完整性）、防止在需要的时候无法访问（可用性）。”
通过以上这 3 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保障信息安全的最重要目的是保护信息的机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这 3 个属性。
 机密性：信息仅仅能够被已授权的个人、组织、系统和流程访问。例如，个人的
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和余额信息，除了账户持有人、经账户持有人授权的第三方组
织、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查询权限的组织以外，不应该被任何其他实体获取
到。另外，商业组织的客户联系信息往往也具有较高的价值，也需要保护其机
密性。在某些对安全要求较高的行业，甚至特别强调了对机密性的保障。例如，
在《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3.2.1 版本（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 Version 3.2.1）》 3.2.2 条中明确指出，在授权完成后，不能在日志、
数据库等位置存储信用卡验证码（CVV2、CVC2、CID、CAV2 等）。这是一个强
调信用卡验证码机密性的例子。

一

 完 整 性： 保 护 信 息 的 一 致 性（Consistency）、 准 确 性（Accuracy） 和 可 信 赖 性
（Trustworthiness）。例如，A 公司向 B 公司提供的数据报告是通过电子邮件附件
的形式来传输的，那么 A 公司就需要和 B 公司预先确定一种机制，来检查和确
认 B 公司收到的电子邮件附件确实与 A 公司发送的一模一样，是未被在传输过
程中篡改的。
 可用性：当需要访问的时候，信息可以提供给合法授权用户访问。没有了可用性
的保障，信息的价值就难以持续体现出来。
在学习信息安全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这 3 个属性时，我们可以使用信息安全
的 C.I.A 金三角帮助记忆，如图 1-1 所示。
在考虑信息安全的时候，必须把保障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作为最重要目
标，才能建立完善和有效的保护机制，避免顾此失彼。例如，华为公司 2019 年一号文
《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与实践，打造可信的高质量产品—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电
https://www.pcisecuritystandards.org/documents/PCI_DSS_v3-2-1.pdf，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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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全技术体系，覆盖从通信和网络安全、主机系统安全到数据和应用安全各个层面；
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全面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运行保障体系，使得安全技术体系发挥
最佳的保障效果。

1.1.3

Linux 系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的关系

1.1.1 节介绍了信息安全的概念，那么，本书的主题“ Linux 系统安全”与信息安全
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只有保障了 Linux 系统安全，才能保障依赖于其提供服务
的信息安全。信息是有生命周期的，从其产生、收集、处理、传输、分析到销毁或者存
档，每个阶段都可能有大量的设备、平台、应用介入。而为这些设备、平台、应用提供
底层支持的，往往有大量的 Linux 系统（包括服务器和嵌入式设备等），其为信息的整个
生命周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保障 Linux 系统安全是手段，保障信息安全是目的。如
果一个 Linux 系统上没有存储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不生产或者传输有价值的信息，不处
理和分析有价值的信息，那么这个系统也就失去了保护的价值。对 Linux 系统安全的关
注，实际上是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关注。

1.2

威胁分析模型
与安全相对应的是威胁。我们要保障安全，就需要了解威胁是什么。

1.2.1

STRIDE 模型

微软的 STRIDE 模型是常用的威胁模型之一。STRIDE 这 6 个字母分别代表身份欺
骗（Spooﬁng identity）、篡改数据（Tampering with data）、否认性（Repudiation）、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提权（Elevation of privilege）。
STRIDE 模型针对的属性、定义和例子参考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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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针对的属性

威

胁

定

STRIDE 模型

义

例

子

认证

身份欺骗

冒充他人或者他物

A 用户使用 B 用户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并
使用系统

完整性

篡改数据

修改数据或者代码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恶意修改数据库中
的字段数值

不可否认性

否认性

抵赖，声称没有做

我没有发送那封邮件

机密性

信息泄露

把信息展示给未授权去看的人

航空旅客的身份信息被传播在互联网上

可用性

拒绝服务

使服务对已授权的用户不可用

使网站瘫痪，让已授权用户无法进行线上
交易

授权

提权

在未授权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 Linux 普通用户利用系统漏洞把自己变成
权限
root 用户

在分析面对的威胁时，我们应该利用 STRIDE 模型来分门别类地总结和梳理，这样
才能更完整清晰地整理出所有的潜在威胁，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2.2

常见的安全威胁来源

在实际的安全工作中，我们常见的信息安全所面对的威胁来自于多个方面，如图
1-3 所示。
木马后门
黑客渗透

病毒和蠕虫

内部人员威胁

应用逻辑炸弹

拒绝服务

系统漏洞和 Bug

社会工程

硬件故障
地震
网络通信故障

图 1-3

雷雨
供电中断

失火

信息安全面对的威胁实例

第 1 章 Linux 系统安全概述

7

 地震、雷雨、失火、供电中断、网络通信故障和硬件故障都属于破坏物理安全的
例子，它们直接破坏了信息的可用性，导致业务中断，无法继续向合法授权用户
提供服务。
 系统漏洞和 Bug 可能会同时破坏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内部人员威胁往往是很多组织在安全体系建设中未加以足够重视的部分，而事实
表明，因内部人员误操作或者恶意利用职权而导致的信息泄露和破坏的案例不计
其数。IBM 调查报告 中指出，在 2015 年，60% 的攻击是由内部人员直接或者
间接发起的。内部人员造成威胁的个人因素主要有：

一

 出于贪婪或经济利益的需要。
 因工作原因对公司和上级领导心怀不满。
 即将跳槽到另一个组织。
 希望取悦他人。
 个人生活不如意而导致工作行为异常。
 黑客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威胁，黑客们可能会利用系统漏洞和 Bug 进行攻击，也
可能会辅助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进行攻击。在渗透完成后，
黑客往往通过在系统中植入木马后门（包括 Rootkit 等）的方式进行隐秘的长期
控制。
 病毒和蠕虫的散播让信息基础设施的资源被恶意利用，还可能导致信息的非法泄
露和被恶意篡改。
 计算机中的“应用逻辑炸弹”是指在特定逻辑条件满足时，实施破坏的计算机程
序，该程序触发后可能造成计算机数据丢失、计算机不能从硬盘或者软盘引导，
甚至会使整个系统瘫痪，或出现设备物理损坏的虚假现象。
 实施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攻击，包括其高级形式 —分布式拒绝服务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攻击，黑客的目标是让信息系统无法正常
工作提供服务，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商业或者政治目的）。
 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一种通过对受害者心理弱点、本能反应、好奇
心、信任、贪婪等心理陷阱进行诸如欺骗、伤害等危害手段。社会工程攻击在
http://www.findwhitepapers.com/force-download.php?id=62333，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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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一些网络入侵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企业信息安全有很大的威
胁性。

1.3

安全的原则
通过大量的实践，我们总结出 10 个最关键且有效的安全原则，分别是纵深防御、

运用 PDCA 模型、最小权限法则、白名单机制、安全地失败、避免通过隐藏来实现安
全、入侵检测、不要信任基础设施、不要信任服务、交付时保持默认是安全的。

1.3.1

纵深防御

在安全领域，有一种最基本的假设：任何单一的安全措施都是不充分的，任何单一
的安全措施都是可以绕过的。
试想一下，在一些谍战影片中，最核心的机密文件一般放在哪里？
最核心的机密文件不会放在别人能轻易接触到的地方，而是放在有重兵把守的深宅
大院里面，房间的门会配置重重的铁锁，进入房间后还有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之后，会
发现原来机密文件还是加密过的。在这样的场景中，守门的精兵强将、铁锁、保险柜都
是防止机密文件被接触到的防御手段，加密是最后一道防御，防止机密文件万一被窃取
后导致的信息泄露。这是典型的纵深防御的例子。
早在 1998 年，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联合组织编写的《信息保障技术框架
（Information Assurance Technical Framework，IATF）》出版。该书针对美国的“信息基
础设施”防护，提出了“纵深防御策略”
（该策略包括了网络与基础设施防御、区域边界
防御、计算环境防御和支撑性基础设施等深度防御目标）。从此，信息安全领域的纵深
防御的思想被广泛流传开来。
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也被称为“城堡方法（Castle Approach）”，是指在信
息系统上实施多层的安全控制（防御）。实施纵深防御的目标是提供冗余的安全控制，
也就是在一种控制措施失效或者被突破之后，可以用另外的安全控制来阻挡进一步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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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换句话说，纵深防御的目标也就是增加攻击者被发现的几率和降低攻击者攻击成功
的几率。
纵深防御的概念如图 1-4 所示。

图 1-4

纵深防御体系

为了保护核心数据，我们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控制和防御，一般来说包括物理安全
防御（如服务器加锁、安保措施等）、网络安全防御（例如，使用防火墙过滤网络包等）、
主机安全防御（例如，保障用户安全、软件包管理和文件系统防护等）、应用安全防御
（例如，对 Web 应用防护等），以及对数据本身的保护（例如，对数据加密等）。如果没
有纵深防御体系，就难以构建真正的系统安全体系。

1.3.2

运用 PDCA 模型

在实施了纵深防御策略以后，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检查策略的有效性，细致分析其中
潜在的问题，调查研究新的威胁，从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我们需要牢记的一句话是：“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是一次性的静态过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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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和系统地址、网络设备 IP 地址信息及与这些资产相关的被授权人信息。
 制定安全策略：安全策略既包括安全技术策略，也包括安全管理策略，实现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安全技术策略包括安全工具和系统、平台，如果没
有它们的辅助，那么就没有办法阻止恶意入侵。安全管理策略包括制度和流
程，如果没有它们发挥强有力的作用，那么就会使得安全技术策略的效力大打
折扣。
 制定安全策略的实施方案：在这个阶段，需要制定具体的安全策略实施方法、
实施负责人、实施步骤、实施周期。
 制定安全策略的验证方案：制定验证方案的目的是在检查阶段能够以此为基准
检查确认安全策略的有效性。
 在执行阶段的任务是实施计划阶段制定的方案。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物理防护、
网络防护、主机防护、应用防护和数据防护，以及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
 在检查阶段的任务是按照计划阶段制定的验证方案验证安全策略的有效性，从而
确认安全策略的效果。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自我检查、漏洞扫描、网络扫描、应
用扫描、渗透测试等，也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实施效果的检查。这一阶段的成果是
下一阶段的输入。
 在改进阶段的任务是以检查阶段的输出为指导，完善安全策略，进入下一个升级
迭代。

1.3.3

最小权限法则

最小权限法则（Principle of Least Privilege，PoLP）是指仅仅给予人员、程序、系
统最小化的、恰恰能完成其功能的权限。
在系统运维工作中，最小化权限法则应用的一些例子包括：
 服 务 器 网 络 访 问 权 限 控 制。 例 如， 某 些 后 端 服 务 器 不 需 要 被 外 部 访 问， 那 么
在 部 署 时， 就 不 需 要 给 予 其 公 网 IP 地 址。 这 些 服 务 器 包 括 MySQL、Redis、
Memcached，以及内网 API 服务器等。
 使用普通用户运行应用程序。例如，在 Linux 环境中，监听端口在 1024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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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除有特殊权限需求以外，都应该使用普通用户（非 root 用户）来运
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降低应用程序漏洞带来的风险。
 为程序设置 Chroot 环境。在经过 Chroot 之后，程序所能读取和写入的目录和文
件将不再是旧系统根下的而是新根下（即被指定的新位置）的目录结构和文件。
这样，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了入侵事件，也可以阻止黑客访问系统的其他
目录和文件。
 数据库访问控制。例如，针对报表系统对 MySQL 数据库的访问控制，一般情况
下，授予 SELECT 权限即可，而不应该给予 ALL 的权限。
在运维和运营过程中，未遵循最小权限法则将会对系统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例如，根据 The Hacker News 网站 报道，75% 运行在公网上、未使用认证的 Redis 服
务器被黑客入侵过。造成该严重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遵循最小权限法则来
限制 Redis 服务器其对外服务和使用较低权限的用户启动 Redis 服务。

1.3.4

一

白名单机制

白名单机制（Whitelisting）明确定义什么是被允许的，而拒绝所有其他情况。
白名单机制和黑名单机制（Blacklisting）相对，后者明确定义了什么是不被允许的，
而允许所有其他情况。单纯使用黑名单机制的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
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威胁；另外，单纯使用黑名单机制，也可能会给黑客通过各种变形
而绕过的机会。使用白名单机制的好处是，那些未被预期到的新的威胁也是被阻止的。
例如，在设置防火墙规则时，最佳实践是在规则最后设置成拒绝所有其他连接而不是允
许所有其他连接。本书第 2 章中就使用了这一原则来进行网络防护。

1.3.5

安全地失败

安全地失败（Fail Safely）是指安全地处理错误。安全地处理错误是安全编程的一
个重要方面。
https://thehackernews.com/2018/06/redis-server-hacking.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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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设计时，要确保安全控制模块在发生异常时遵循了禁止操作的处理逻辑。以
代码清单 1-1 为例。
代码清单 1-1

不安全地处理错误

isAdmin = true;
try {
codeWhichMayFail();
isAdmin = isUserInRole("Administrator");
}
catch (Exception ex)
{
log.write(ex.toString());
}

如果 codeWhichMayFail() 出现了异常，那么用户默认就是管理员角色了，这显然
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风险。
修复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如代码清单 1-2 所示。
代码清单 1-2

安全地处理错误

isAdmin = false;
try {
codeWhichMayFail();
isAdmin = isUserInrole( "Administrator" );
}
catch (Exception ex)
{
log.write(ex.toString());
}

在代码清单 1-2 中，默认用户不是管理员角色，那么即使 codeWhichMayFail() 出
现了异常也不会导致用户变成管理员角色。这样就更加安全了。

1.3.6

避免通过隐藏来实现安全

通过隐藏来实现安全（Security by obscurity）是指通过试图对外部隐藏一些信息来
实现安全。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把贵重物品放在车里，然后给它盖上一个报纸，我们就
认为它无比安全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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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信息安全领域，通过隐藏来实现安全也是不可取的。例如，我们把 Redis
监听端口从 TCP 6379 改成了 TCP 6380，但依然放在公网上提供服务，这样并不会明显
提高 Redis 的安全性。又例如，我们把 WordPress 的版本号隐藏掉就认为 WordPress 安
全了，这也是极其错误的。当前互联网的高速连接速度和强大的扫描工具已经让试图通
过隐藏来实现安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1.3.7

入侵检测

在入侵发生后，如果没有有效的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
的支持，我们的系统可能会长时间被黑客利用而无法察觉，从而导致业务长期受到威
胁。例如，在 2018 年 9 月，某知名国际酒店集团被曝出发现约 5 亿名预定客户信息发
生泄露，但经过严密审查发现，其实自 2014 年以来，该集团数据库就已经持续地遭到
了未授权的访问 。该事件充分证明了建设有效入侵检测系统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

按照部署的位置，入侵检测系统一般可以分为网络入侵检测系统和主机入侵检测
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部署在网络边界，分析网络流量，识别出入侵行为。
 主机入侵检测系统部署在服务器上，通过分析文件完整性、网络连接活动、进程
行为、日志字符串匹配、文件特征等，识别出是否正在发生入侵行为，或者判断
出是否已经发生入侵行为。
本书第 11 ～ 13 章将详细介绍入侵检测相关技术和实践。

1.3.8

不要信任基础设施

在信息安全领域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我使用了主流的基础设施，例如网站服务
器、数据库服务器、缓存服务器，因此我不需要额外防护我的应用了。我完全依赖于这
些基础设施提供的安全措施。”

https://answers.kroll.com/，访问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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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流的信息基础设施在设计和实现时会把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
健壮的验证机制和安全控制措施，这些应用反而会成为基础设施中显而易见的攻击点，
使得黑客通过应用漏洞完全控制基础设施。
WebLogic 这样一个广泛使用的 Web 容器平台就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安全漏洞。例
如，在 2017 年 12 月末，国外安全研究者 K.Orange 在 Twitter 上曝出有黑产团体利用
WebLogic 反序列化漏洞（CVE-2017-3248）对全球服务器发起大规模攻击，大量企业服
务器已失陷且被安装上了 watch-smartd 挖矿程序。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
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及时修正其存在的安全缺陷。

1.3.9

不要信任服务

这里的服务是指任何外部或者内部提供的系统、平台、接口、功能，也包括自研客
户端和作为客户端功能的软件，例如浏览器、FTP 上传下载工具等。
在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对于由外部第三方提供的服务，特别是银行支付接口、
短信通道接口，应用一般都是直接信任的，对其返回值或者回调请求缺少校验。同样，
对于内部服务，应用一般也是直接信任的。事实上，这种盲目的信任关系会导致严重的
安全风险。如外部和内部服务被成功控制后，我们的业务也可能会受到直接影响。对于
来自自研客户端或者作为客户端功能的软件的数据更应该进行严格校验，因为这些数据
被恶意篡改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例如，黑客通过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对自
研客户端进行反编译（Decompilation），往往可以直接分析出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交互的
数据格式，从而可以进一步模拟请求或者伪造请求而尝试入侵。

1.3.10

交付时保持默认是安全的

在交付应用时，我们要保证默认情况下的设置是安全的。比如，对于有初始密码
的应用，我们要设置较强的初始密码，并且启用密码失效机制来强制用户在第一次使用
的时候就必须修改默认密码。另一个例子是虚拟机镜像的交付。我们在烧制虚拟机镜像
的时候，应该对镜像进行基础的安全设置，包括删除无用的系统默认账号、默认密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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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防火墙设置、默认启动的应用剪裁等。在虚拟机镜像交付给用户以后，用户可以按
照实际需要再进行优化和完善，以满足业务需求。

1.4

组织和管理的因素
笔者认为，要保障信息安全和系统安全，除了有必要技术手段的支持以外，还要考

虑组织和管理的因素，也就是人、流程与制度的因素。

1.4.1

加强安全意识培训

在造成信息泄露的事件中，有一定比例是由组织内部人员的安全意识缺失导致的。
例如，据澎湃新闻报道，某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曾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布了《第二批
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公示》，公示单位为其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责任部门为景德镇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中，可供公众下载的文件公布了学生姓名、完整身份证号
以及联系电话等。应对这种问题的方式是对全员进行信息安全意识培训，使所有人都参
与到信息安全建设中，提高防御信息泄露的能力。而覃某利用其在某大型银行内部担任
技术岗位职务的便利，在总行服务器内植入病毒获利的案例 则暴露了组织在安全管理
和流程上的漏洞。

一

在高级持续性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中，通过社会工程方式发送
钓鱼邮件是黑客组织最常用的攻击手段。这种以钓鱼邮件为载体的攻击又被称为“鱼叉
攻击”（Spear Phishing）。随着社会工程攻击手法的日益成熟，电子邮件几乎真假难辨。
从一些受到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的大型企业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受到威胁的关键因素都
与普通员工遭遇社会工程的恶意邮件有关。黑客刚一开始，就是针对某些特定员工发送
钓鱼邮件，以此作为使用高级持续性威胁手法进行攻击的源头。例如，臭名昭著的高级
持续性威胁组织 OceanLotus（海莲花）所使用的近 60% 的攻击都是将木马程序作为电
子邮件的附件发送给特定的攻击目标，并诱使目标打开附件。一个典型的钓鱼邮件攻击
的流程如图 1-6 所示。
https://finance.qq.com/a/20190202/0059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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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量最多，破坏性最强。由此可知，很多时候，黑客入侵并不需要高超的技术能力，
他们仅仅从弱密码这个入口突破就可以攻破企业的整个信息基础设施。因此，企业及组
织应该特别注意弱密码问题。
注
意

组织应该教育员工，在任何环境任何系统中都不能使用弱密码，包括测试机器、
测试账号等，因为：
1）这些环境和系统中可能存储了极其重要的数据，例如源代码、测试库数据和
表结构等；
2）这些环境和系统中的弱密码设置可能会通过发布系统等将风险传递到其他重
要服务器上，例如生产服务器。此时，风险将被放大且不容易被自我发现。

1.4.3

明令禁止使用破解版软件

破解版软件也成为众多木马和病毒的载体，而安装了这些载有恶意代码的破解版软
件后，可能会直接突破网络边界上的安全控制，直接影响服务器和数据的安全。对于服
务器管理和操作软件来说，使用破解版的风险尤其严重。例如，360 终端安全实验室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发布的《警惕！ Oracle 数据库勒索病毒 RushQL 死灰复燃》 中指
出，RushQL 数据库勒索病毒的大规模爆发，正是由于很多数据库管理员下载使用了破
解版 Oracle PL/SQL 而导致 Oracle 数据库被锁定。同样，在 2012 年 1 月爆发的“汉化
版”PuTTY、WinSCP、SSHSecure 工具内置黑客后门，导致 3 万多台服务器系统用户
名和密码被传送到黑客服务器上 ，也再次说明了在组织内禁止使用所谓“汉化版”“破
解版”软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4.4

一

组建合理的安全组织结构

在中大型互联网公司中，一般会有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CSO）直接
负责公司的整体安全事宜。在这种组织架构中，安全事项由较高职位的管理层直接负

https://bbs.360.cn/thread-15628575-1-1.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5 日。
https://pcedu.pconline.com.cn/softnews/bingdu/1202/2661319.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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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于推动安全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强有力的保障。
在小型互联网公司中，服务器安全一般由运维总监兼管，这种情况下，安全制度的
推行一般都会受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研发和测试、业务等干系人。解决这些挑
战的方式是：
 通过公司管理层，对运维总监进行书面授权，确认其承担安全建设的责任，并授
予其制定安全制度和在全公司实施的权力；同时要求各类干系人予以积极配合。
 运维总监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与干系人就安全目标达成一致，然后逐步
实施安全策略。

1.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信息安全的概念、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关系，并解析了微软 STRIDE

威胁分析模型。利用威胁分析模型，可以更好地了解信息安全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
性。1.3 节介绍了 10 个基础的安全原则，即纵深防御、运用 PDCA 模型、最小权限法
则、白名单机制、安全地失败、避免通过隐藏来实现安全、入侵检测、不要信任基础设
施、不要信任服务、交付时保持默认是安全的。这些原则来源于实践，反馈于实践。在
安全实践中，以这些原则为基准，可以避免大部分安全问题的产生。在本章的最后，简
要介绍了在组织中通过安全意识培训等管理手段提高系统安全的方法。接下来的章节是
对本章中提到的一些概念、观点、原则的具体化实践。

推荐阅读材料
《 Computer Secur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3rd Edition) 》，William Stallings 和
Lawrie Brown 著。该书第 1 章提纲挈领地讲解了计算机安全的概念和安全设计
的基础原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fense_in_depth_(computing)， 讲 解 了 纵 深 防 御 的
历史背景、控制措施、例子说明。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nciple_of_least_privilege，讲解了最小权限法则的

第2章

Linux 网络防火墙
网络防火墙（Network Firewall）是一种网络安全系统，它监控并依据预定义的规则
控制进入和外发的网络流量。
对于服务器系统来说，按照纵深防御的原则，使用网络防火墙进行防护是除了保障
物理安全之外必须实施的控制措施。
在诸多相关信息安全规范和指南中也特别强调网络控制的实践。例如，在《 ISO/
IEC 27001:2005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规范与使用指南》的“A.10.6.1 网络控制的控制措施”
中指出，应确保网络充分的管理和控制，以防范威胁、保护使用网络的系统和应用维护
安全，包括传输的信息。
本 章 将 介 绍 网 络 防 火 墙 的 基 本 原 理， 并 讲 解 利 用 iptables、Cisco 防 火 墙、TCP
Wrappers 和 DenyHosts 构筑网络防护措施的技术。接下来介绍在公有云上实施网络安
全控制的措施以及使用堡垒机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的实践。随后介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
击（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的防护措施。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介绍局域
网中 ARP 欺骗攻击的模型和防御方案。

2.1

网络防火墙概述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的开放系

统互联参考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中，网络互联模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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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 层，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层

数据单元

7. 应用层（Application）
6. 表示层（Present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
功

能

网络服务与最终用户的一个接口
Data

5. 会话层（Session）

示

例

HTTP、FTP、SMTP、
SSH、TELNET

数据的表示、安全、压缩

HTML、CSS、GIF

建立、管理、终止会话

RPC、PAP、SSL

4. 传输层（Transport）

定义传输数据的协议端口号，以
Segments/Datagram
及流控和差错效验

3. 网络层（Network）

Packet

进行逻辑地址寻址，实现不同网 I P v 4 、 I P v 6 、 I P s e c 、
络之间的路径选择
ICMP

2. 数据链路层（Data link） Frame

建立逻辑连接、进行硬件地址寻 P P P 、 I E E E 8 0 2 . 2 、
址、差错效验等功能
L2TP、MAC、LLDP

1. 物理层（Physical）

Bit

建立、维护、断开物理连接

TCP、UDP

以太网物理层、DSL

一般来说，网络防火墙工作在表 2-1 所示的第 3 层和第 4 层，它根据预定义规则中
的上层协议或来源地址、目的地址、来源端口、目的端口来进行放行或者禁止的动作。
按照许可协议类型，网络防火墙可分为商业防火墙和开源防火墙两大类。
 大多数商业防火墙以硬件的形式提供给客户，其通过运行在专有硬件上的专有操
作系统来实现网络控制。典型的商业防火墙产品有：
 Cisco 自适应安全设备（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ASA）
 Juniper 安全业务网关（Secure Services Gateway，SSG）
 华为统一安全网关（Unified Security Gateway，USG）
 开 源 防 火 墙 一 般 以 开 源 软 件 的 形 式 提 供 授 权。 典 型 的 开 源 防 火 墙 包 括 Linux
iptables、FreeBSD IPFW 和 PF 防火墙等。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防火墙只是整个安全防护体系中的一部分，虽然其具有重要
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能防止自然或者人为的故意破坏。网络防火墙无法阻止对基础设施的物理损
坏，不管这种损坏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还是人为原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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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防止受病毒感染的文件的传输。受病毒感染的文件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社交
工具（例如，即时通信工具）、网站访问的形式传播，而这些途径都是基于正常
的网络协议，因此网络防火墙是无能为力的。
 不能解决来自内部网络的攻击和安全问题。内部发起的网络攻击并未到达网络边
界，因此网络防火墙也无法产生作用。
 不能防止策略配置不当或者配置错误引起的安全威胁。
 不能防止网络防火墙本身安全漏洞所带来的威胁。例如，在 2017 年下半年，某
知名安全厂商的多个防火墙产品被曝存在未授权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715944） ，该漏洞基于其他３个单独漏洞的综合利用，可以通过 Web 管理端对防
火墙实现 root 身份的未授权远程代码执行攻击。

一

基于以上对网络防火墙的局限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依赖网络防火墙提供的安
全保障服务的基础上，也应该构建多层次、全面保障的纵深防御体系。

2.2

利用 iptables 构建网络防火墙
Linux 系统提供了 iptables 用于构建网络防火墙，其能够实现包过滤、网络地址转

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 等 功 能。 为 iptables 提 供 这 些 功 能 的 底 层 模
块 是 netfilter 框 架（Netfilter 项 目 的 官 方 网 站 是 https://www.netfilter.org）。Linux 中 的
netfilter 是内核中的一系列钩子（Hook），它为内核模块在网络栈中的不同位置注册回调
函数（Callback Function）提供了支持。数据包在协议栈中依次经过这些在不同位置的
回调函数的处理。

2.2.1

理解 iptables 表和链

netfilter 钩子与 iptables 表和链的处理顺序如图 2-1 所示。

http://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CVE-2017-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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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netﬁlter 钩子与 iptables 表和链的处理顺序

netfilter 有 5 个钩子可以提供程序去注册。在数据包经过网络栈的时候，这些钩子
上注册的内核模块依次被触发。这 5 个钩子的处理时间如下。
 NF_IP_PRE_ROUTING：在数据流量进入网络栈后立即被触发，这个钩子上注册
的模块在路由决策前即被执行，如图 2-1 中  所示的阶段。
 NF_IP_LOCAL_IN ：这个钩子在路由判断确定包是发送到本机时执行，如图 2-1
中  所示的阶段。
 NF_IP_FORWARD ：这个钩子在路由判断是需要转发给其他主机时执行，如图
2-1 中的  所示的阶段。
 NF_IP_LOCAL_OUT ：这个钩子在本机进程产生的网络被送到网络栈上时执行，
如图 2-1 中  所示的阶段。

第 2 章 Linux 网络防火墙

25

 NF_IP_POST_ROUTING ：这个钩子在数据包经过路由判断即将发送到网络前执
行，如图 2-1 中  所示的阶段。
iptables 中有以下 5 个链（Chain）。
 PREROUTING：NF_IP_PRE_ROUTING 钩子触发。
 INPUT：NF_IP_LOCAL_IN 钩子触发。
 FORWARD：NF_IP_FORWARD 钩子触发。
 OUTPUT：NF_IP_LOCAL_OUT 钩子触发。
 POSTROUTING：NF_IP_POST_ROUTING 钩子触发。
iptables 中有 5 种表（Table）：
 filter 表。iptables 中使用最广泛的表，作用是进行过滤，也就是由 filter 表来决
定一个数据包是否继续发往它的目的地址或者被拒绝丢弃。
 nat 表。顾名思义，nat 表用于网络地址转换，可以改变数据包的源地址或者目的
地址。
 mangle 表。用于修改 IP 的头部信息，如修改 TTL（Time to Live）。
 raw 表。为 iptables 提供了一种不经过状态追踪的机制，在大流量对外业务的服
务器上使用这个表可以避免状态追踪带来的性能问题。
 security 表。提供在数据包中加入 SELinux 特性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security
一般不常用，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不再包含这一部分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 netfilter 仅仅有 5 个钩子，而 iptables 有 5 个链和 5 种表，
由此可见在一个钩子上可能有多个表的不同链需要处理，如图 2-1 中的 raw 表、mangle
表、filter 表都有 POSTROUTING 链，这些不同表中的链根据自己向内核注册时的优先
级（priority）依次处理。

2.2.2

实际生产中的 iptables 脚本编写

图 2-1 展示了 netfilter 钩子与 iptables 表和链的处理顺序，显示了其强大的处理功
能。在实际生产中，使用比较多的是 filter 表，这个表用于对进入主机或者从主机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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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访问控制。在实践中，笔者建议使用 iptables 脚本来管理访问控制规则，而
不是通过编辑和修改系统自带的 /etc/sysconfig/iptables 文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
清晰地理解规则。
下面以代码清单 2-1 作为一个实际生产中的 iptables 脚本，讲解 iptables 的语法与
使用的最佳实践。
代码清单 2-1

实际生产中的 iptables 脚本

#!/bin/sh
# 首先清除所有规则
iptables -F
# 以下两行允许某些调用 localhost 的应用访问
iptables -A INPUT -i lo -j ACCEPT # 规则 1
iptables -A INPUT -s 127.0.0.1 -d 127.0.0.1 -j ACCEPT # 规则 2
# 以下一行允许从其他地方 ping
iptables -A INPUT -p icmp --icmp-type echo-request -j ACCEPT # 规则 3
# 以下一行允许从其他主机、网络设备发送 MTU 调整的报文
# 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通过 IPSec VPN 隧道时，主机的 MTU 需要动态减小
iptables -A INPUT -p icmp --icmp-type fragmentation-needed -j ACCEPT # 规则 4
# 以下两行分别允许所有来源访问 TCP 80、443 端口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80 -j ACCEPT # 规则 5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443 -j ACCEPT # 规则 6
# 以下一行允许 104.224.147.43 来源的 IP 访问 TCP 22 端口（OpenSSH）
iptables -A INPUT -p tcp -s 104.224.147.43 --dport 22 -j ACCEPT # 规则 7
# 以下一行允许 104.224.147.43 来源的 IP 访问 UDP 161 端口（SNMP）
iptables -A INPUT -p udp -s 104.224.147.43 --dport 161 -j ACCEPT # 规则 8
# 以下一行禁止所有其他的进入流量
iptables -A INPUT -j DROP # 规则 9
# 以下一行允许本机响应规则编号为 01~08 的数据包发出
iptables -A OUT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 -j ACCEPT # 规则 10
# 以下一行禁止本机主动发出外部连接
iptables -A OUTPUT -j DROP # 规则 11
# 以下一行禁止本机转发数据包
iptables -A FORWARD -j DROP # 规则 12

注
意

1）代码清单 2-1 中的规则 9 明确禁止了所有未被允许的网络访问。这是 1.3.4 节
白名单机制原则的贯彻实践。
2）代码清单 2-1 中的规则 11 明确禁止了主机主动发出外部连接，这可以有效地
防范类似“反弹 Shell ”的攻击。在很多情况下，当主机被黑客入侵后，其留下
的后门并不以监听端口的形式接收外部连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监听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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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识别出来，也很容易被外部网络设备的防火墙所截获并禁止；相反，这些后
门会主动向黑客所控制的外部主机发起网络连接，把被入侵主机的 Shell 反弹到
外部主机上，从而进行反向形式的控制。防止反弹 Shell 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禁止
本机主动向未被明确信任的外部主机发起连接。

2.2.3

使用 iptables 进行网络地址转换

在实践中，iptables 还经常用于网络地址转换（NAT）的环境中。通过网络地址转换
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直接部署公网 IP 地址的服务器数量，增强网络环境的安全性。
网络地址转换分为源地址转换和目的地址转换。
1. 源地址转换
源地址转换，主要用于无外网 IP 的服务器（Server B）需要主动向外发起连接访问
互联网的场景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网络地址转换的网络示意图

在图 2-2 中，Server B 没有外网 IP，如其需要访问互联网，则需要进行如下的设置：
1）在服务器 Server B 上，指定其网络的默认网关是 10.128.70.112（即 Server A 的
内网地址）。
2）在服务器 Server A 上，启用路由功能。启用的方法是执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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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ctl -w net.ipv4.ip_forward=1

3）在 Server A 上，设置 iptables 规则如下。
iptables -t filter -A FORWARD -j ACCEPT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j SNAT --to x.y.z.173 #eth0 是 Server
A 的外网网卡，x.y.z.173 是 Server A 的外网 IP

经过以上 3 步骤设置后，Server B 将会通过 Server A 访问互联网。此时，在互联网
上看到的源地址是 Server A 的外网 IP。
以 Server B 访问 8.8.8.8 的 DNS 服务为例，数据流程如下。
1） 在 Server B 上， 网 络 层 数 据 包 格 式 为： 目 的 地 址 IP 8.8.8.8， 源 地 址
IP10.128.70.111。
2）在 Server A 上经过源地址转换后的网络层数据包格式为：目的地址 IP 8.8.8.8，
源地址 IP x.y.z.173。该转换条目被记录在 /proc/net/nf_conntrack 中。
3）8.8.8.8 的 响 应（源 地 址 IP 8.8.8.8， 目 的 地 址 IP x.y.z.173） 到 达 Server A 后，
Server A 改写网络层数据包为源地址 IP 8.8.8.8，目的地址 IP 10.128.70.111。
这就是源地址转换的工作过程。
注
意

在源地址转换的场景中，提供网络地址转换功能的服务器（如图 2-2 中的 Server
A）的内网 IP 和使用网络地址转换服务的服务器（如图 2-2 中的 Server B）的
内网 IP 需要处于同一个网段中。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需要使用 SOCKS 代
理服务器实现无外网 IP 的服务器访问互联网。Linux 系统中常用的开源免费的
SOCKS 代理服务器是 Dantd，该项目的官方网站是 http://www.inet.no/dante。

2. 目的地址转换
目的地址转换用于外部用户直接访问无外网 IP 的服务器（Server B）提供的服务时，
如图 2-2 所示。例如，外部用户希望通过互联网访问到 Server B 上的 Oracle 数据库（监
听端口是 TCP 1521）时，可以使用如下的命令在 Server A 上进行目的地址转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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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ables -t nat -A PREROUTING -d x.y.z.173 -p tcp -m tcp --dport 1521 -j DNAT
--to-destination 10.128.70.111:1521 # 改写目的地址为 10.128.70.111，目的端口为 1521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d 10.128.70.111 -p tcp -m tcp --dport 1521 -j
SNAT --to-source 10.128.70.112 # 改写源地址 IP 为 Server A 的内网 IP，此时在 Server B 上相
当于是与 Server A 在进行通信

网络地址转换是运维人员在工作中经常用到的技术，因此我们需要非常熟悉源地址
转换和目的地址转换这两种方案。

2.2.4

禁用 iptables 的连接追踪

1. 分析连接追踪的原理
概要来说，连接追踪系统在一个内存数据结构中记录了连接的状态，这些信息包括
源 IP、目的 IP、双方端口号（对 TCP 和 UDP）、协议类型、状态和超时信息等。有了这
些信息，我们可以设置更灵活的过滤策略。
注
意

连接追踪系统本身不进行任何过滤动作，它为上层应用（如 iptables）提供了基
于状态的过滤功能。

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通过 cat /proc/net/nf_conntrack 命令可以查看当前连接追
踪的表）：
ipv4
2 tcp
6 62 SYN_SENT src=xxx.yyy.19.201 dst=87.240.131.117
sport=24943 dport=443 [UNREPLIED] src=87.240.131.117 dst=xxx.yyy.19.201 sport=443
dport=24943 mark=0 secmark=0 use=2 # 该条目的意思是：系统收到了来自 xxx.yyy.19.201:24943
发送到 87.240.131.117:443 的第一个 TCP SYN 包，但此时对方还没有回复这个 SYN 包（UNREPLIED）
ipv4
2 tcp
6 30 SYN_RECV src=106.38.214.126 dst=xxx.yyy.19.202
sport=18102 dport=6400 src=xxx.yyy.19.202 dst=106.38.214.126 sport=6400
dport=18102 mark=0 secmark=0 use=2# 该条目的意思是：系统收到了来自 106.38.214.126:18102
发送到 xxx.yyy.19.202:6400 的第一个 TCP SYN 包
ipv4
2 tcp
6 158007 ESTABLISHED src=xxx.yyy.19.201
dst=211.151.144.188 sport=48153 dport=80 src=211.151.144.188 dst=xxx.yyy.19.201
sport=80 dport=48153 [ASSURED] mark=0 secmark=0 use=2# 该条目的意思是：xxx.
yyy.19.201:48153<-->211.151.144.188:80 之间的 TCP 连接是 ESTABLISHED 状态，这个连接是被保
证的（ASSURED，不会因为内存耗尽而丢弃）

该表中的数据提供的状态信息可以使用 iptables 的 state 模块进行状态匹配，进而
执 行 一 定 的 过 滤 规 则。 目 前 iptables 支 持 基 于 以 下 4 种 状 态 的 过 滤 规 则：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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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NEW 和 RELATED。
启用连接追踪后，在某些情况下，在设置 iptables 时会变得比较简单。我们的服
务器需要主动访问 https://www.amazon.com 提供的接口时，3 次握手的示意图如图 2-3
所示。

图 2-3

主动访问外网服务时 3 次握手示意图

在基于状态进行 iptables 设置时，使用如下的规则即可：
iptables -A INPUT -p tcp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 -j ACCEPT # rule1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j ACCEPT # rule2

工作流程如下：
1）第 1 个包①匹配到规则 rule2，允许。
2）第 2 个包②因为在 nf_conntrack 表中有如下的规则匹配到 rule1，允许。
ipv4
2 tcp
6 431995 ESTABLISHED src=172.30.16.1 dst=54.239.25.200
sport=50611 dport=443 src=54.239.25.200 dst=172.30.16.1 sport=443 dport=50611
[ASSURED] mark=0 secmark=0 use=2

3）第 3 个包③匹配到规则 rule2，允许。
2. 禁用连接追踪的方法
通过 2.2.4 节的学习，我们知道在进行大量网络传输连接的时候，启用连接追踪可
能导致网络丢包、无法新建连接、TCP 重传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禁用连接追踪。
禁用连接追踪的方法有如下 3 个。
1）内核中禁用 Netfilter connection tracking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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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内核时，依次进入 Networking support → Networking options → Network packet
filtering framework (Netfilter) → Core Netfilter Configuration，禁用的方法如图 2-4 所示
（取消选中 Netfilter connection tracking support）。

图 2-4

编译内核时禁用连接追踪的方法

这样编译出来的内核将不支持连接追踪功能，也就是不会生成以下的 ko 文件。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proto_dcc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proto_gre.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proto_sct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proto_udplite.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netlink.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amanda.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ft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h323.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irc.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broadcast.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netbios_ns.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snm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ppt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sane.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sip.ko
kernel/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tftp.ko
kernel/net/netfilter/xt_conntrack.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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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net/ipv4/netfilter/nf_conntrack_ipv4.ko
kernel/net/ipv6/netfilter/nf_conntrack_ipv6.ko

此时，在 iptables 中不能再使用网络地址转换功能，同时也不能再使用 -m state 模
块。否则会产生以下的报错信息：
[root@localhost ~]#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s 172.30.4.0/24
-j SNAT --to 172.30.4.11
iptables v1.4.7: can't initialize iptables table `nat': Table does not exist
(do you need to insmod?)
Perhaps iptables or your kernel needs to be upgraded.
[root@localhost ~]# iptables -I INPUT -p tcp -m state --state NEW -j ACCEPT
iptables: No chain/target/match by that name.

２）在 iptables 中，禁用 -m state 模块，同时在 filter 表的 INPUT 链中显式地指定
ACCEPT。
以图 2-3 为例，在满足这样的访问需求时，我们使用的 iptables 必须修改为以下
内容：
iptables -A INPUT -p tcp -s 54.239.25.200 --sport 443 -j ACCEPT # rule1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j ACCEPT # rule2

同时，在 /etc/init.d/iptables 中修改如下的内容：
修 改 前：NF_MODULES_COMMON=(x_tables nf_nat nf_conntrack) # Used by netfilter
v4 and v6
修改后：NF_MODULES_COMMON=(x_tables) # Used by netfilter v4 and v6

3）在 iptables 中，使用 raw 表，指定 NOTRACK。
iptables
iptables
iptables
iptables

-t
-t
-A
-A

raw -A PREROUTING -p tcp -j NOTRACK
raw -A OUTPUT -p tcp -j NOTRACK
INPUT -p tcp -s 54.239.25.200 --sport 443 -j ACCEPT # rule1
OUTPUT -p tcp -j ACCEPT # rule2

在以上的 3 种方法中，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可以参考实施其中一种。
注
意

1）对于使用网络地址转换功能的服务器来说，不能禁用连接追踪。
2）对于 FTP 的被动模式，在 FTP 服务器上需要显式地打开需要进行数据传输
的端口范围。关于主动 FTP 和被动 FTP 的内容，本书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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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了网络地址转换的服务器上，不能禁用连接追踪，但是此时可以使用如下的
方法来提高连接追踪的条目上限。
在 /etc/sysctl.conf 中，新增如下的内容：
net.nf_conntrack_max = 524288
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max = 524288

新增配置文件 /etc/modprobe.d/netfilter.conf，内容如下：
options nf_conntrack hashsize=131072

执行以下的命令使其生效：
/etc/init.d/iptables restart # 重 新 加 载 连 接 追 踪 模 块， 同 时 更 新 nf_conntrack 配 置
hashsize
sysctl -p # 使得修改的 sysctl.conf 中 nf_conntrack 上限提高

在未指定时，系统 nf_conntrack_max 的值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nf_conntrack_max = nf_conntrack_buckets * 4

在未指定时，系统 nf_conntrack_buckets 的值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在系统内存大于等于 4GB 时，nf_conntrack_buckets = 65536
在系统内存小于 4GB 时，nf_conntrack_buckets = 内存大小 / 16384

在本案例中，我们使用 options nf_conntrack hashsize=131072 自主指定了 Buckets
的大小。
Buckets 和连接追踪表的关系如图 2-5 所示。
设置 Buckets 合理的值（一般为预计的连接追踪表上限的 1/4），可以使得连接追踪
表的定位效率最高。
3. 确认禁用连接追踪的效果
我们在禁用了连接追踪后，可以使用如下两个方法来验证效果：
1）检查 /var/log/messages 内容不再出现 table full 的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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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 lsmod |grep nf_conntrack 的输出，确认没有任何输出即可。
如果是在网络地址转换服务器上，则需要执行以下的命令来检查效果：
sysctl 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max # 确认该值是我们修改后的结果
sysctl 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count # 确认该值能够突破出问题时的最大追踪数

图 2-5

2.3

Buckets 和连接追踪表的关系

利用 Cisco 防火墙设置访问控制
在网络边界（Network Perimeter）上，笔者建议使用专用的商业硬件防火墙设备进

行防护，这主要是基于其性能和可配置管理性的优势。另外，使用异构的网络防火墙
设备，还可以为网络内系统和服务增加一层安全防护。本节以 Cisco 防火墙为例，介绍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的使用方法。
ACL 使用包过滤技术，在路由器上读取 IP 层及第 4 层包头中的信息，如源地址、
目的地址、源端口、目的端口等，根据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对包进行过滤，从而达到访问
控制的目的。
Cisco IOS 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分为两种，根据不同场合应用不同种类的 ACL：
1）标准访问控制列表。它通过使用 IP 包中的源 IP 地址进行过滤，使用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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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号 1 到 99 来创建相应的 ACL。
2）扩展访问控制列表。它可以依据第 4 层的信息进行过滤，相对于标准访问控制
列表，可以进行更细粒度的控制。
我们使用扩展访问控制列表来保护 Cisco 路由器后面的主机。使用的命令如下：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Router(config)#ip access-list extended SDACL # 定义扩展 ACL，名称是 SDACL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icmp any any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any host x.y.16.134 eq 80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udp host 202.96.209.5 eq 53 host x.y.16.134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host 202.96.209.5 eq 53 host x.y.16.134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udp host 114.114.114.114 eq 53 host x.y.16.134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host 114.114.114.114 eq 53 host x.y.16.134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host 61.172.240.227 host x.y.16.134 eq 22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host 61.172.240.228 host x.y.16.134 eq 22
Router(config-ext-nacl)#permit tcp host 61.172.240.229 host x.y.16.134 eq 22
Router(config-ext-nacl)#deny ip any any # 默认禁止所有
Router(config-ext-nacl)#exit
Router(config)#int g0/1
Router(config-if)#ip access-group SDACL out # 把 ACL 绑定到 g0/1 的出方向
Router(config-if)#exit
Router(config)#exit

注
意

在使用 Cisco 路由器设置 ACL 的时候，请注意端口的方向，不要把 in 和 out 搞
反了。

2.4

利用 TCP Wrappers 构建应用访问控制列表
TCP Wrappers 也被称为 tcp_wrappers。它是一个基于主机的网络访问控制列表系

统，在 Linux 和 BSD 等系统上都有支持。最初的代码是由 Wietse Venema 在 1990 年编
写的，在 2001 年，以类 BSD 的许可发布。TCP Wrappers 的核心是名为 libwrap 的库，
所有调用这个库的程序都可以利用 libwrap 提供的网络访问控制能力。
在 Linux 系统中，我们可以使用 ldd 命令来判断一个程序是否调用了 libwrap 的库，
示例如代码清单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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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2-2

验证程序是否调用 libwrap

$ sudo ldd /usr/sbin/sshd |grep libwrap
libwrap.so.0 => /lib64/libwrap.so.0 (0x00007fb77b2e4000)

在代码清单 2-2 中，我们可以看到，OpenSSH 的服务器端程序 /usr/bin/sshd 调用了
libwrap。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TCP Wrappers 来控制允许哪些主机或者禁止哪些主机访
问 sshd。
远程 IP 请求连接的时候，TCP Wrappers 检查策略是先看 /etc/hosts.allow 中是否允
许，如果允许就直接放行；如果没有，则再看 /etc/hosts.deny 中是否禁止，如果禁止，
那么就禁止连接；否则允许连接。
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的配置来仅仅允许指定的 IP 104.224.147.43 访问 sshd。
配置 /etc/hosts.allow 来限制 sshd 的访问。
sshd:104.224.147.43:allow
sshd:ALL:deny # 明确禁止不在白名单内的 IP 访问

/etc/hosts.allow 的配置语法如下：
服务名 : 来源 IP/ 网段（多个 IP/ 网段以英文逗号 , 分隔）: 动作（允许 => allow，禁止 => deny）

使 用 TCP Wrappers 时， 不 需 要 重 新 启 动 程 序， 修 改 /etc/hosts.allow 和 /etc/hosts.
deny 并保存后，对于所有新建立的 TCP 连接立即生效；对于已建立的连接则没有作用，
此时需要手动把网络连接断掉，例如使用 iptables 或者使用 kill 命令终止对应的进程来
强制远程重新建立连接。

2.5

利用 DenyHosts 防止暴力破解
在 2.2 节 和 2.4 节 我 们 介 绍 了 使 用 iptables 和 TCP Wrappers 来 进 行 访 问 控 制 的 方

案。以上的措施，全部基于白名单机制，对于没有固定来源 IP 地址但又需要进行防护
的场景来说，使用 DenyHosts 来防止暴力破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
DenyHosts 由 Phil Schwartz 编写，其官方网站是 http://denyhosts.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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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yHosts 是 使 用 Python 开 发 的， 它 通 过 监 控 系 统 安 全 日 志（例 如，/var/log/
secure）来分析是否存在对 OpenSSH 的暴力破解行为。如发现暴力破解，则其从该系统
安全日志中分析出来源 IP 地址，然后通过在 /etc/hosts.deny 中加入相应的条目来使用
TCP Wrappers 禁止该 IP 地址的后续连接尝试。
DenyHosts 的安装和启动脚本如代码清单 2-3 所示。
代码清单 2-3

DenyHosts 的安装和启动脚本

# 下载安装包
wget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denyhosts/files/latest/download' -O
DenyHosts-2.6.tar.gz
# 解压
tar zxvf DenyHosts-2.6.tar.gz
cd DenyHosts-2.6
#setup.py 安装
python setup.py install
cd /usr/share/denyhosts/
# 复制自带的配置文件为 DenyHosts 使用的配置文件
cp denyhosts.cfg-dist denyhosts.cfg
cp daemon-control-dist daemon-control
# 创建硬链接
ln daemon-control /etc/init.d/
# 以 Daemon 形式启动 DenyHosts
/etc/init.d/daemon-control start

下 面 我 们 来 看 看 DenyHosts 的 几 个 核 心 配 置 片 段（文 件 /usr/share/denyhosts/
denyhosts.cfg）。
 SECURE_LOG ：指定系统安全日志的位置，在 CentOS 和 Redhat 系统中设为 /
var/log/secure。
 HOSTS_DENY ：检测到暴力破解后，指定在哪个文件中添加相应的恶意 IP 并禁
止，在 CentOS 和 Redhat 系统中设为 /etc/hosts.deny。
 BLOCK_SERVICE ：检测到暴力破解后，指定封停来源 IP 访问哪些服务，可以
指定 sshd 或者 ALL（即封停来源 IP 访问任何使用了 libwrap 的服务程序）。
 DENY_THRESHOLD_INVALID ：对于在 /etc/passwd 不存在的用户名的暴力尝
试，指定发现多少次以后封停，这个值使用默认的 5 即可。
 DENY_THRESHOLD_VALID ：对于在 /etc/passwd 存在的用户名（除 root 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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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尝试，指定发现多少次以后封停。建议适当调大这个值（如设置为 20），以
避免合法用户自己输错密码导致的无法继续登录。
 DENY_THRESHOLD_ROOT ：对于 root 账户的暴力尝试，指定发现多少次以后
封停。建议适当调大这个值（如设置为 10），以避免合法 root 用户自己输错密码
导致的无法继续登录。
 HOSTNAME_LOOKUP ： 指 定 是 否 启 用 来 源 IP 到 完 整 域 名（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FQDN）的解析，建议设置为 NO，以节省服务器尝试反向解析
的开销。
在安装和启动了 DenyHosts 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etc/hosts.deny 来查看效果。一般
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发现其已经封停了大量的暴力破解尝试。由此，也可以
看出，互联网上时时刻刻存在着风险，总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工具来发现可能的
“猎物”。
以下是实际生产中抓到的一些恶意 IP 地址来源，我们可以看到，DenyHosts 在记录
该 IP 地址的同时记录了其添加到系统访问控制列表的时间：
# DenyHosts: Thu Dec 6 14:44:33 2018 | sshd: 177.114.90.32
sshd: 177.114.90.32
# DenyHosts: Thu Dec 6 14:44:33 2018 | sshd: 171.11.231.58
sshd: 171.11.231.58
# DenyHosts: Thu Dec 6 14:44:33 2018 | sshd: 193.112.128.197
sshd: 193.112.128.197

2.6

在公有云上实施网络安全防护
随着云计算的兴起和公有云资源性价比的提高，大量的企业正在计划或已经把业务

从自有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迁移到公有云上。
在国内，知名的公有云厂商举例如下：
 阿里云（https://www.aliyun.com）
 腾讯云（https://cloud.tencent.com）
 华为云（https://www.huaw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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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云（http://www.ksyun.com）
在国外，知名的公有云厂商举例如下：
 亚马逊 AWS（https://aws.amazon.com）
 微软 Azure（https://azure.microsoft.com）
 谷歌云（https://cloud.google.com）
在企业 IT 基础设施迁移到公有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良好的架构设计和运维实践
来进行网络安全防护。

2.6.1

减少公网暴露的云服务器数量

通过合理规划架构来减少公网暴露的云服务器数量是减小攻击面和提高系统安全
级别的重要手段。笔者建议在规划架构时可以考虑使用公有云上提供的弹性负载均衡
（Elastic Load Balance）和 NAT 网关（NAT Gateway）来实现这一目的。
 弹性负载均衡将访问流量自动分发到多台云服务器，从而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整
体服务能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应用容错。弹性负载均衡除了实现业务分流、负载
均衡功能之外，也极大地减少了云服务器对公网 IP 的需求（减少成本支出），还
减少了对外暴露的攻击面（增加安全性）。
 NAT 网关能够为虚拟专有网络（Virtual Private Cloud，VPC）内的弹性云服务器
提供源网络地址转换（SNAT）功能。通过灵活简易的配置，即可轻松构建虚拟
专有网络的公网出口。NAT 网关为虚拟专有网络内云服务器提供主动连接到互
联网的服务。
如图 2-6 所示是某物流电子商务公司的混合云网络架构设计图。
在图 2-6 中，我们使用公有云上的 VPN Gateway 来把本地机房和公有云 VPC 以内
网的形式连接起来，同时在公有云上使用弹性负载均衡、NAT 网关来减少云服务器的公
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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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网络安全组规则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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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堡垒机增加系统访问的安全性
堡垒机（Bastion Host）也被称为跳板机，是网络环境中一台特殊的服务器，它提

供其他所有服务器的访问控制入口，也就是通过这台服务器来访问和管理其他所有服
务器。
使用堡垒机的简化版网络架构图如图 2-8 所示。
与管理员直接从本机发起网络连接来管理所有服务器相比，使用一台或者多台分布
式堡垒机可以提供更多的安全性。
 统一登录来源。被管理服务器上仅仅开放更有限的访问来源 IP 地址。在管理员
直接从本机发起网络连接来管理服务器的情况下，往往因为管理员来源 IP 地址
是动态 IP 地址或者需要从多个场所访问而导致需要在所有被管理服务器上添加
较多的白名单来源 IP 地址。在这些 IP 地址失效或者被多人共用的情况下，将成
为严重的攻击面。在堡垒机模式下，所有被管理服务器上仅仅需要开放信任这些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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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个堡垒机的出口 IP 地址，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攻击面。
 操作可审计。因为管理员从堡垒机上进行服务器的管理，所以其所有操作都可以
被记录下来，而不用再依赖每台服务器上记录的操作日志。在每台服务器上非集
中式管理操作日志的问题是，在发生了入侵事件后，黑客可以比较容易地删除独
立服务器上的操作日志而导致无法追溯。采用堡垒机后，操作日志记录在堡垒机
上，黑客无法删除这些操作审计日志。
 可设置灵活的访问控制。比如：
 在堡垒机上设置在某些时间段内不允许访问和管理被控制服务器，也是增加安
全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可以通过在堡垒机上设置可执行命令的范围（黑名单和白名单）来进一步提高
安全性。
 便于用户授权。通过在堡垒机上集中管理服务器的实际登录账号，可以避免把服
务器的账号信息分散地交接给不同的维护人员，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服务
器登录信息的泄露和被恶意利用。

图 2-8

使用堡垒机的简化版网络架构图

第 2 章 Linux 网络防火墙

2.7.1

43

开源堡垒机简介

1. Jumpserver
Jumpserver 是一款优秀的开源堡垒机软件，其官方网站是 http://www.jumpserver.org。
Jumpserver 提供的功能如表 2-2 所示 。
表 2-2

一

Jumpserver 功能列表
资源统一登录和认证

登录认证

身份认证

LDAP 认证
支持 OpenID，实现单点登录

多因子认证
集中账号管理

MFA（Google Authenticator）
管理用户管理
系统用户管理
资产密码托管

统一密码管理

账号管理

自动生成密码
密码自动推送

批量密码变更
多云的资产纳管

定期批量修改密码
生成随机密码
对私有云、公有云资产统一纳管
资产树

资产授权管理

资产或资产组灵活授权
节点内资产自动继承授权

组织管理

授权控制

多维度授权

可对用户、用户组或系统角色授权

指令限制

限制特权指令使用，支持黑白名单

统一文件传输
文件管理
会话管理
安全审计

实现多租户管理

录像管理
指令审计
文件传输审计
附加功能

来源 https://github.com/jumpserver/jumpserver。

SFTP 文件上传 / 下载
Web SFTP 文件管理
在线会话管理
历史会话管理
Linux 录像支持
Windows 录像支持
指令记录
上传 / 下载记录审计
完全开源
无并发及资产数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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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分布式架构、灵活扩展
支持混合云中物理地隔离资产的管理
容器化部署

附加功能

体验极佳的 Web Terminal
网域功能适用于多云环境
提供商业支持服务

2. 麒麟堡垒机
麒麟堡垒机是一款易部署、易使用、功能全面的堡垒机产品，其官方网站是 http://
www.tosec.com.cn。麒麟堡垒机提供开源版本和收费版本，这两个版本的特性对比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序

号

麒麟堡垒机开源版和收费版特性对比

比较项

开源版本

1

支持协议

Ssh/telnet/rdp/vnc/x11/ftp

2

双机

支持

收费版本
Ssh/telnet/rdp/vn/x11/ftp/sftp/scp http/
https/db/ 其他 cs 应用
支持

3

证书认证

支持

支持

4

动态口令

支持

支持

5

AD/RADIUS/LDAP 认证

支持

支持

6

RDP 磁盘映射

不支持

支持

7

RDP 剪切版本

不支持

支持单向控件（只进或只出或全部允许）

8

sftp

不支持

9

可管理设备数量

10

支持服务

2.7.2

最大 50 个
QQ 群（一对多，当支持量大时

支持单向控件（只进或只出或全部允许）
根据购买许可数，分为多个档次，最大
可支持不限
QQ 群（一 对 一 保 证 时 效、QQ 远 程、

不能保证时效）、文档、5*8 小时 电话、7*24 小时

商业堡垒机简介

1. 齐治堡垒机
齐治堡垒机的官方网站是 https://www.shterm.com。作为一款成熟的商业堡垒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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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解决的问题如下。
 自动化操作：这是有效提高运维效率的关键，可以让堡垒机自动帮助运维人员执
行大量、重复的常规操作，提高运维效率。
 操作审计：解决操作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快速定位操作者
和事故原因，还原事故现场和举证。
 访问控制：解决操作者合法访问操作资源的问题，通过对访问资源的严格控制，
确保操作者在其账号有效权限和期限内合法访问操作资源，降低操作风险。
 身份管理：解决操作者身份唯一的问题，身份唯一性的确定是操作行为管理的基
础，将确保操作管理的各项内容有源可溯。
 集中管理：解决操作分散、无序的问题，管理的模式决定了管理的有效性，对操
作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是解决运维操作管理诸多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2. 帕拉迪统一安全管理和综合审计系统
帕拉迪统一安全管理和综合审计系统通过统一运维入口、统一身份认证、统一资源
管理、统一权限管理和统一过程审计等一系列手段，将制度落于实处；通过技术手段硬
性规范了运维操作的流程，控制人为风险，提高 IT 系统整体可用性。帕拉迪统一安全
管理和综合审计系统的官方网站是 http://www.pldsec.com。
3. 华为 UMA 运维审计系统
华为 UMA（Unified Maintenance and Audit）运维审计系统是专为运营商、政府、
金融、电力、大企业及上市公司而设计的，能够为组织构建一个统一的 IT 核心资源运
维管理与安全审计的平台。通过对核心业务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设备等各种
IT 资源的账号、认证、授权和审计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实现运维集中接入、集中认证、
集中授权、集中审计功能，满足用户 IT 运维管理和 IT 内控外审的需求。华为 UMA 运
维 审 计 系 统 产 品 介 绍 地 址 是 http://enterprise.huawei.com/cn/products/security/securitymanagement/security-management-system/hw-143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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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防护措施
分布式拒绝服务（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攻击是指借助于客户端 / 服

务器技术，将多个计算机（特别是僵尸网络的“肉鸡”，指被黑客入侵后控制的网络服
务器或者个人计算机）联合起来作为攻击平台，对一个或多个目标发动拒绝服务攻击，
从而成倍地提高拒绝服务攻击的威力。
仅仅从我国国内来看，僵尸网络的规模已十分惊人。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在 2018 年 4 月发布的《2017 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中指出：
“据 CNCERT 抽样监测，2017 年我国境内感染计算机恶意程序的主机数量约 1256 万台。
从所控制我国境内主机数量来看，位于美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控制服务器控制规
模分列前三位，分别控制了我国境内约 323 万、42 万和 30 万台主机。”如此数量庞大
的僵尸网络，为黑客实施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弹药”。

2.8.1

直接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直接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一种典型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其逻辑图如图 2-9
所示。

黑客

流量

制

指

令

控制指令

肉鸡服务器 1

控

流量
指令

控制
控制
指令

被攻击服务器

肉鸡服务器 2
量

流

控制机
肉鸡 PC

图 2-9

直接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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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通过控制机，向被其控制的“肉鸡”（被入侵后的服务器、个人计算机等）发
出指令，通过木马程序发起流量，引导到被攻击服务器。被攻击服务器受限于带宽和
CPU 处理能力，导致业务中断而无法向正常用户提供服务，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在
这种攻击模式下，攻击的能力取决于黑客可以控制的“肉鸡”的数量及“肉鸡”提供的
网络带宽容量。

2.8.2

反射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反射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另外一种典型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模式，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反射式分布式拒绝服务逻辑图

在这种模式情况下，“肉鸡”服务器通过构造虚假 DNS 请求（UDP 数据以被攻击服
务器作为来源 IP 地址）向全球数量巨大的开放 DNS 服务器发起请求，开放 DNS 服务
器产生响应后发送到被攻击服务器。
在这种攻击模式下，攻击行为充分利用了 DNS 请求响应的非对称特点，也就是，
请求数据流量小，响应数据流量大。在一个典型的 DNS 放大攻击（DNS Amplification
Attack）或者 NTP 放大攻击（NTP Amplification Attack）中，响应数据和请求数据的数
据量对比可以达到 20:1 甚至 200:1，放大效果非常明显。同时 UDP 不需要实际建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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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源地址没有任何形式的校验，因此可以把“肉鸡”伪装成被攻击服务器发起 UDP
请求。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分布式拒绝服务以 UDP 协议为多，同时利用类似 DNS
反射、NTP 反射或者 Memcached 反射的漏洞进行攻击。例如，据 The Hack News 网站
报道，全球知名代码托管商 GitHub 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遭受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规
模达到惊人的 1.3 Tbps，其中大部分流量正是来自于利用 Memcached 反射漏洞进行的
攻击。

2.8.3

一

防御的思路

对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我们应如何防御呢？
在遭受小流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时，可以通过上层设备过滤非法的 UDP 数据进
行清洗。
在遭受大流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时，目前比较好的方案是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在
源头上或者运营商互联的接口上进行清洗。中国人民银行 2012 年 5 月发布的《网上银
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标准编号：JR/T 0068-2012）中也指出：“应防范对网上银
行服务器端的 DoS/DDoS 攻击。可参考的加固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与电信运营商签署
DoS/DDoS 防护协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云堤的方案。云堤是中国电信推出的运
营商级 DDoS 防护方案，使用灵活、高效。云堤官方网站是 http://www.damddos.com。

2.9

局域网中 ARP 欺骗的防御
在局域网中，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欺骗是需要特别

注意的一种攻击模式，笔者在工作中曾多次遇到这种攻击。ARP 欺骗攻击的模型如图
2-11 所示。

https://thehackernews.com/2018/03/biggest-ddos-attack-github.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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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欺骗攻击的模型

在图 2-11 中，被欺骗对象（IP 地址为 192.168.1.2，真实 MAC 地址为 fa:38:4e:c0:fb:02）
发送“① ARP 请求（广播）：IP 地址为 192.168.1.1 的 MAC 地址是多少？”，该广播包
被发送给同局域网内的所有服务器。攻击者（IP 地址为 192.168.1.3，真实 MAC 地址为
fa:38:4e:c0:fb:03）抢先回复“②欺骗的 ARP 响应（单播）：IP 地址为 192.168.1.1 的 MAC
地址是 fa:38:4e:c0:fb:03”。此时，被欺骗对象的 ARP 表中会增加一条 IP 和 MAC 地址
的映射：192.168.1.1 映射到 fa:38:4e:c0:fb:03。被欺骗对象主动发到局域网外的任何数
据都会被攻击者截获嗅探甚至修改。
防御 ARP 欺骗攻击的方式一般分为以下两种。
 使用静态 MAC 地址绑定。例如，在图 2-11 中，在被欺骗对象上使用命令行执行
以下语句即可：
arp -s 192.168.1.1 fa:38:4e:c0:fb:01

 使用 Linux 下的 arptables。例如，在图 2-11 中，在被欺骗对象上使用命令行执
行以下语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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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tables -A INPUT -i eth0 --src-ip 192.168.1.11 --src-mac ! fa:38:4e:c0:fb:01
-j DROP

2.10

本章小结

网络防火墙是构建服务器系统安全纵深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章
详细介绍了使用 Linux iptables、Cisco 防火墙、TCP Wrappers 构建防火墙系统的方法，
也介绍了使用 DenyHosts 阻止来自互联网的暴力破解的实践，然后介绍了在公有云上使
用网络安全组保障安全的方案。作为规范化服务器远程网络管理的关键工具，堡垒机发
挥了重要作用。本章还简要介绍了开源堡垒机和商业堡垒机的各自特点。随后讲解了分
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原理和防御方法。作为结束部分，笔者介绍了一种专门针对局域网
主机的欺骗攻击—ARP 欺骗攻击，并讲解了对于这种攻击模型和防御方法。

推荐阅读材料
《 Linux Firewalls: Enhancing Security with nftables and Beyond (4th Edition) 》，
Steve Suehring 著。该书是详细讲解 Linux 防火墙相关技术的经典著作。
《 ChinaUnix 讲 座：2 小 时 玩 转 iptables 》， 百 度 文 库 https://wenku.baidu.com/
view/21730feecc17552706220872.html。该文档是学习 iptables 的入门指南。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26，以太网地址解析协议 RFC。
 https://linux.die.net/man/8/arptables，详细介绍了 arptables 命令的各种参数。

本章重点内容助记图
本章涉及的内容较多，因此，笔者特编制了图 2-12 以帮助读者理解和记忆重点
内容。

第3章

虚拟专用网络
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架设在公共共享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上，在非受信任的网络上建立私有的和安全的连接，把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信息基础设
施、办公场所、用户或者商业伙伴互联起来。
虚拟专用网络使用加密技术为通信提供安全保护，以对抗对通信内容的窃听和主动
的攻击。虚拟专用网络在今天被广泛地使用到远程互联中。在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出现之
前，不同办公场所互联组建专用私有网络时，企业往往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用于租赁专
用线路。虚拟专用网络的出发点是建立虚拟的专用链路，在互联网上进行传输并使用加
密技术进行通信安全防护。
虚拟专用网络的使用场景如下。
 安全互联：把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服务器或者网络安全地连接起来。
 指定网络流量路由：把多个点之间的网络流量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的隧道进行连接
后，可以使用动态路由等优化内部网络通信。
 匿名访问：通过虚拟专用网络通道，可以隐藏客户端的来源 IP 地址，在某些场
景下可以起到保护用户的作用。
本章将首先概要描述目前使用比较多的各种虚拟专用网络构建技术、方案和原理，
然后重点讲解使用 OpenVPN 构建企业级虚拟专用网络的最佳方案，深入研究其中的核
心配置参数，最后对 OpenVPN 的排错思路和方法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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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虚拟专用网络构建技术
目前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虚拟专用网络构建技术，大致上分以下 3 类：
 点到点的隧道协议（Point-to-Point Tunneling Protocol，PPTP）虚拟专用网络
 互联网协议安全（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IPSec）虚拟专用网络
 安 全 接 口 层 / 安 全 传 输 层 协 议（Secure Sockets Layer/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SSL/TLS）虚拟专用网络

3.1.1

PPTP 虚拟专用网络的原理

PPTP 使用建立于 TCP 之上的通道来进行控制，使用通用路由封装协议（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GRE） 隧 道 技 术 来 封 装 点 到 点 协 议（Point to Point Protocol，
PPP）包。PPTP 规范里面没有描述加密和认证的特性，它依赖于底层的 PPP 协议来实
现数据安全的功能。
PPTP 的第 1 个隧道首先通过和对端服务器的 TCP 1723 端口进行通信来建立。在
该 TCP 连接建立后，再创建第 2 个隧道 GRE 来进行数据传输。在 RFC 2673 中详细
描述了 PPTP 协议的控制和数据通信过程。

一

在 Linux 环境中，我们可以使用 pptpd 进行 PPTP 虚拟专用网络的架设。

3.1.2

IPSec 虚拟专用网络的原理

IPSec 是一组基于 IP 协议的协议组。它使得两台或者多台主机之间通过认证和加密
每个 IP 包以一个安全的方式进行通信。IPSec 由以下协议组成。
 封装的安全负荷（Encapsulated Security Payload，ESP）：通过使用对称加密算法
（比较常用的，如 Blowfish 和 3DES）来加密通信内容，以防止被第三方窃听和干
扰通信。
 认证头部（Authentication Header，AH）：通过计算校验和的方式来对通信双方的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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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认证，防止被第三方篡改。
 IP 负荷压缩协议（IP Payload Compression Protocol，IPComp）：通过压缩 IP 的负
荷来减少数据通信量，提高性能。
IPSec 虚拟专用网络有以下两种工作模式。
 传输模式：仅 IP 数据负荷被加密，IP 和路由信息不做修改。这个模式主要在两
个服务器之间进行 Host-to-Host 加密通信时使用。
 隧道模式：整个 IP 包都被加密。这个模式主要在不同网络之间构建 Network-toNetwork 的虚拟专用网络时使用。
在 Linux 环境中，使用范围比较多的 IPSec 虚拟专用网络实现方案是 strongSwan（官方
网站：https://www.strongswan.org）和 FreeS/WAN（官方网站：https://www.freeswan.org）。
IPSec 也是大部分商业硬件防火墙或者路由器所支持的 VPN 构建协议。

3.1.3

SSL/TLS 虚拟专用网络的原理

SSL/TLS 虚拟专用网络的工作过程如下。
 认证过程：在 SSL/TLS 的握手过程中，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分别使用对方的证书
来进行认证。
 加密过程：在 SSL/TLS 的握手过程中，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使用非对称算法计算
出对称密钥进行数据加密。
SSL/TLS 虚拟专用网络主要使用了以下的虚拟设备。
tun/tap 设备：Linux 中提供了两种虚拟网络设备 tun/tap 设备。通过对这两种设备的
读写操作，实现内核与用户态程序的交互。
在 Linux 环境中，SSL/TLS 虚拟专用网络的典型代表是 OpenVPN（OpenVPN 项目
的官方网站是 https://openvpn.net）。
对于 3.1.1 节、3.1.2 节和本节中讲到的 3 种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来说，其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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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PPTP 需要建立两个隧道进行通信，控制和数据传输分离，其中传输数据使用
GRE。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的多个内网主机需要建立多条 GRE 通道连接到同一
台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时，需要在防火墙或者网络地址转换设备上进行特殊设
置，以增加对 Call ID 的支持，否则会导致隧道建立失败。
 IPSec 虚拟专用网络是一个成熟的方案，但其配置较复杂，学习成本较高。IPSec
虚拟专用网络在商业硬件设备上实现得较多。
 SSL/TLS 虚拟专用网络工作在用户态，不需要对内核做特殊的修改，可移植性较
高；且配置简单，学习成本低。接下来的章节将重点介绍该开源虚拟专用网络软
件的最佳配置。

3.2

深入理解 OpenVPN 的特性
使用 OpenVPN，我们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对任何 IP 子网或者虚拟以太网通过一个 UDP 或者 TCP 端口来建立隧道。
 架构一个可扩展的、负载均衡的虚拟专用网络集群系统，同时支持来自上千用户
的连接。
 使用任意的加密算法、密钥长度或者 HMAC 摘要。这些功能是使用 OpenSSL 库
来实现的。
 可以选择最简单的静态密码的传统加密算法或者基于证书的公钥私钥加密算法。
 对数据流进行实时压缩。
 支持对端节点通过动态方法获取 IP 地址，例如 DHCP 等。
 对于面向连接的有状态防火墙，不需要使用特殊的设置。
 支持网络地址转换。
 在 Windows 或者 mac OS 上提供 GUI 工具，方便配置。

3.3

使用 OpenVPN 创建点到点的虚拟专用网络
在某些运维场景中，我们会遇到只需要把两台处于 Internet 上的服务器使用虚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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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互联起来的需求，比如远程的 SNMP 信息抓取、远程数据库备份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OpenVPN 来创建点到点（Peer-to-Peer）的虚拟专用
网络的物理架构，如图 3-1 所示。

图 3-1

点到点的虚拟专用网络物理架构图

创建点到点模式的虚拟专用网络的操作步骤如下。
1）在两台需要互联的服务器 x.y.z.28 和 a.b.c.239 上都执行如下安装操作。
# 下载 epel 的扩展仓库，其中提供了 OpenVPN 的 rpm 包
wget https://dl.fedoraproject.org/pub/epel/epel-release-latest-6.noarch.rpm
# 安装 epel 的 rpm 包
rpm -ivh epel-release-latest-6.noarch.rpm
# 安装 OpenVPN 前，需要安装 OpenVPN 的依赖库（lzo 库用于压缩；openssl 库用于支持加密和证书
认证）
yum -y install lzo lzo-devel openssl openssl-devel
# 安装 OpenVPN
yum -y install openvpn

2）在服务器 x.y.z.28 上生成静态密码。使用的命令如下。
openvpn --genkey --secret key

key 的内容如下：
#
# 2048 bit OpenVPN static key
#
-----BEGIN OpenVPN Static key V1----8acc8d8feae2fc13ec66fac4eabc72b8
10fa75f239e8cd77d0cec0361dd77046
c6e757c9ed392410b6671899229983cc
6c85f9a3449ae6847fb569559bdebd93
bfecdf00bee63453e2cac80e4429e98d
3162eae826837836fe37959fd96040c4
445b568028e8cc251e557d3ce39b88e2

第 3 章 虚拟专用网络

57

385af0b64bcb7860bc133859bcd9a8da
63f2729b1f5ebf003cb26005249dcf03
9fd37cba370af73be523ad549a3df6b5
b53f441e674f8e05201f051ce66f2f87
83c3c33fd29cf7bfb85be3370ee00c07
a8e7227e78557155fb365c812570d8bf
c0bf845a7c24abc262de77a68567d1b2
afc96447fcfc1e3286f18a22512abfa3
f68bcd0bfe892fa14848166bc1b36bac
-----END OpenVPN Static key V1-----

3）使用 scp 把该 key 文件传到对端 a.b.c.239 服务器上。
4）创建隧道。
在服务器 x.y.z.28 上执行以下命令。
openvpn --remote a.b.c.239--dev tun0 --ifconfig 10.6.0.1 10.6.0.2 --secret
key --daemon

在对端服务器 a.b.c.239 上执行以下命令。
openvpn --remote x.y.z.28 --dev tun0 --ifconfig 10.6.0.2 10.6.0.1 --secret
key --daemon

其中的关键配置项解释如下：
 --remote，指定点到点架构中对端的公网 IP。
 --dev，指定使用 tun 设备。
 --ifconfig，指定虚拟隧道的本端和远端 IP 地址。
 --secret，指定包含静态密码的文件。
 --daemon，指定使用后台驻守进程的模式。
执行步骤 4 后，两台服务器之间的虚拟专用网络如图 3-2 所示。

图 3-2

两台服务器间的虚拟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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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验证隧道功能。
在服务器 x.y.z.28 上执行以下命令。
ping 10.6.0.2 -c 2

在 a.b.c.239 使用 tcpdump 可以看到以下输出。
tcpdump -vvv -nnn -i tun0 icmp
tcpdump: listening on tun0, link-type RAW (Raw IP), capture size 65535 bytes
10:07:04.031236 IP (tos 0x0, ttl 64, id 0, offset 0, flags [DF], proto ICMP
(1), length 84)
10.6.0.1 > 10.6.0.2: ICMP echo request, id 26451, seq 1, length 64
10:07:04.031272 IP (tos 0x0, ttl 64, id 42617,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ICMP (1), length 84)
10.6.0.2 > 10.6.0.1: ICMP echo reply, id 26451, seq 1, length 64
10:07:05.032546 IP (tos 0x0, ttl 64, id 0, offset 0, flags [DF], proto ICMP
(1), length 84)
10.6.0.1 > 10.6.0.2: ICMP echo request, id 26451, seq 2, length 64
10:07:05.032565 IP (tos 0x0, ttl 64, id 42618,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ICMP (1), length 84)
10.6.0.2 > 10.6.0.1: ICMP echo reply, id 26451, seq 2, length 64
10:07:06.033775 IP (tos 0x0, ttl 64, id 0, offset 0, flags [DF], proto ICMP
(1), length 84)

注
意

1）在这种点到点模式中，使用静态密码的方式时，--secret 指定的 key 文件是需
要进行严格保密的。
2）在这种点到点模式中，只能有两个端点参与。
3）点到点是最简单的部署方式。初步学习 OpenVPN 时，建议先了解该模式虚
拟专用网络的构建方式。

tun 和 tap 是 Linux 等操作系统中提供的一种虚拟网络设备。tun 设备可以理解为
Point-to-Point 的设备；tap 设备可以理解为 Ethernet 设备。
需要注意的是：tun/tap 设备不是从物理网卡设备中读取包，而是从用户空间的程序
中读取包；向该设备写入时，并不实际从物理网卡设备上发出包，而是由内核提交到应
用程序。
讲起来比较难以理解，那么我们以本案例中的 ping 10.6.0.2 为例，对 OpenVPN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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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的关键技术 tun 设备进行详细说明。
在服务器 x.y.z.28 上由用户使用 BASH 输入 ping 10.6.0.2 后，tun 设备和内核、OpenVPN
及物理网卡之间的工作流程如图 3-3 所示。
OpenVPN
(4)
src IP:x.y.z.28
dst IP:a.b.c.239

BASH
ping 10.6.0.2

User Space
(1)
src IP:10.6.0.1
dst IP:10.6.0.2
Kernel Space

TCP/IP Stack

(2)
src IP:10.6.0.1
dst IP:10.6.0.2
(3)
READ

tun0

(5)
Physical
NIC
(6)
物理链路

图 3-3

x.y.z.28 上的 tun 设备工作流程图

详细说明如下：
1）用户使用 BASH 进程输入 ping 10.6.0.2。此时，内核收到的 IP 包地址信息为：
源地址 10.6.0.1，目的地址 10.6.0.2。
2）内核经过路由判断，把该 IP 包写入 tun0 设备（tun0 的 IP 地址是 10.6.0.1）。
3）OpenVPN 进程读取该 IP 包。
4）OpenVPN 对该包进行封装、加密后，向内核写入，此时 IP 包地址信息为：源
地址 x.y.z.28，目的地址 a.b.c.239。1）中的包信息，含 IP 头部，被封装到该 IP 包内。
5）内核经过路由判断，把该包写入物理网卡（Physical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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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理网卡经过封装成帧（Frame）通过物理链路，经过互联网发送到 a.b.c.239 上。
服务器 a.b.c.239 收到经过互联网传输过来的数据时，它的工作流程如图 3-4 所示。
User Space

OpenVPN
(3)
src IP:x.y.z.28
dst IP:a.b.c.239

Kernel Space

TCP/IP Stack

(5)
src IP:10.6.0.1
dst IP:10.6.0.2
(4)
WRITE

tun0

(2)
Physical
NIC
(1)
物理链路

图 3-4

a.b.c.239 的 tun 设备工作流程图

详细说明如下：
1）物理网卡收到帧（Frame）。
2）物理网卡将帧提交到内核。
3）OpenVPN 读取该 IP 包后，经过解封装、解密，获得内容是 ICMP 的 ping 包，
目的地址是 tun0。
4）OpenVPN 向 tun0 写入经过步骤 3 解封的 ICMP 包。
5）内核模块处理。
内核模块处理完成后，会发回 ICMP 请求响应。回包的流程与图 3-3 中所示的流程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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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penVPN 创建远程访问的虚拟专用网络
在上个实践中，我们创建了两台具有公网 IP 的服务器之间的虚拟专用网络，进行

安全的数据传输。在本案例中，我们将创建远程访问（Remote Access）模式的虚拟专用
网络。
在某些文档中，远程访问被称为 Road Warrior（可以翻译为“移动办公”），是指为
经常不在办公室的驻场人员或者远程办公的人员提供访问服务器资源或者办公网络资源
的通道。在这些场景中，远程访问者一般没有公网 IP，他们使用内网地址通过防火墙设
备进行网络地址转换后连接互联网。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的物理网络结构图如图 3-5 所示。

图 3-5

远程访问模式虚拟专用网络物理网络结构图

创建远程访问模式的虚拟专用网络的操作步骤如下。
1）在服务器 a.b.c.239 上生成 CA 证书、服务器证书、客户端证书。
在 OpenVPN 2.0.9 的源码包中有相关的脚本可以辅助我们进行证书的生成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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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首 先 从 http://build.openvpn.net/downloads/releases/openvpn-2.0.9.tar.gz 下 载 该
代码。使用如下命令：
wget http://build.openvpn.net/downloads/releases/openvpn-2.0.9.tar.gz

解压缩后，进入以下目录：
[root@localhost easy-rsa]# cd openvpn-2.0.9/easy-rsa
[root@localhost easy-rsa]# ls
2.0
build-dh
build-key
build-key-pkcs12
build-req
clean-all make-crl
README
revoke-full vars
build-ca
build-inter
build-key-pass
build-key-server
build-req-pass
list-crl
openssl.cnf revoke-crt sign-req
Windows

生成如下 CA 证书：
[root@localhost easy-rsa]# . vars # 初始化环境变量
NOTE: when you run ./clean-all, I will be doing a rm -rf on /root/openvpn/
openvpn-2.0.9/easy-rsa/keys
[root@localhost easy-rsa]# ./clean-all # 删除旧的文件
[root@localhost easy-rsa]# ./build-ca # 创建 root CA
Generating a 1024 bit RSA private key
...........................++++++
....++++++
writing new private key to 'ca.key'
----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ent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What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what is called a Distinguished Name or a DN.
There are quite a few fields but you can leave some blank
For some fields there will be a default value,
If you enter '.', the field will be left blank.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KG]:CN # 填写国家代码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NA]:SH # 填写省份
Locality Name (eg, city) [BISHKEK]:SH # 填写城市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OpenVPN-TEST]:XUFENG-INFO # 填写组织名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DEVOPS # 填写部门名称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cert.xufeng.info
Email Address [me@myhost.mydomain]:xufengnju@163.com # 填写管理员邮箱地址

注
意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cert.xufeng.info 是最重
要的字段，相当于发证机关 root CA 的组织代码。务必保持唯一。

第 3 章 虚拟专用网络

63

生成 OpenVPN 服务器证书和私钥如下：
[root@localhost easy-rsa]# ./build-key-server vpnserver #extension = server
Generating a 1024 bit RSA private key
...........++++++
..........................................++++++
writing new private key to 'vpnserver.key'
----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ent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What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what is called a Distinguished Name or a DN.
There are quite a few fields but you can leave some blank
For some fields there will be a default value,
If you enter '.', the field will be left blank.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KG]:CN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NA]:SH
Locality Name (eg, city) [BISHKEK]:SH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OpenVPN-TEST]:XUFENG-INFO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VPN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vpnserver.xufeng.info
Email Address [me@myhost.mydomain]:xufengnju@163.com
Please enter the following 'extra' attributes
to be sent with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A challenge password []:
An optional company name []:
Using configuration from /root/openvpn/openvpn-2.0.9/easy-rsa/openssl.cnf
Check that the request matches the signature
Signature ok
The Subject's Distinguished Name is as follows
countryName
:PRINTABLE:'CN'
stateOrProvinceName
:PRINTABLE:'SH'
localityName
:PRINTABLE:'SH'
organizationName
:PRINTABLE:'XUFENG-INFO'
organizationalUnitName:PRINTABLE:'VPN'
commonName
:PRINTABLE:'vpnserver.xufeng.info'
emailAddress
:IA5STRING:'xufengnju@163.com'
Certificate is to be certified until Dec 8 06:56:36 2025 GMT (3650 days)
Sign the certificate? [y/n]:y
1 out of 1 certificate requests certified, commit? [y/n]y
Write out database with 1 new entries
Data Base Updated

注
意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vpnserver.xufeng.info 是
最重要的字段，相当于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的标识。建议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服
务器的完整域名（Fully Qualiﬁed Domain Name，FQDN）
，例如 vpnserver.xufen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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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客户端需要的证书和私钥如下：
[root@localhost easy-rsa]# ./build-key vpnclient2
Generating a 1024 bit RSA private key
........................++++++
......++++++
writing new private key to 'vpnclient1.key'
----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ent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What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what is called a Distinguished Name or a DN.
There are quite a few fields but you can leave some blank
For some fields there will be a default value,
If you enter '.', the field will be left blank.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KG]:CN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NA]:SH
Locality Name (eg, city) [BISHKEK]:SH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OpenVPN-TEST]:XUFENG-INFO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VPN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vpnclient2.xufeng.info
Email Address [me@myhost.mydomain]:xufengnju@163.com
Please enter the following 'extra' attributes
to be sent with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A challenge password []:
An optional company name []:
Using configuration from /root/openvpn/openvpn-2.0.9/easy-rsa/openssl.cnf
Check that the request matches the signature
Signature ok
The Subject's Distinguished Name is as follows
countryName
:PRINTABLE:'CN'
stateOrProvinceName
:PRINTABLE:'SH'
localityName
:PRINTABLE:'SH'
organizationName
:PRINTABLE:'XUFENG-INFO'
organizationalUnitName:PRINTABLE:'VPN'
commonName
:PRINTABLE:'vpnclient2.xufeng.info'
emailAddress
:IA5STRING:'xufengnju@163.com'
Certificate is to be certified until Dec 8 06:57:53 2025 GMT (3650 days)
Sign the certificate? [y/n]:y
1 out of 1 certificate requests certified, commit? [y/n]y
Write out database with 1 new entries
Data Base Updated
注
意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or your server's hostname) []:vpnclient2.xufeng.info
是最重要的字段，相当于虚拟专用网络客户端的标识。建议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客户端的完整域名或用户的邮箱名加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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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服务器 a.b.c.239 配置 OpenVPN，配置文件是 server.conf。配置文件的内容
如下：
port 1194 # 使用 1194 端口进行监听
proto udp # 使用 UDP 协议
dev tun # 使用 IP 路由模式
ca
/etc/openvpn/ca.crt # 指定 CA 证书位置
cert
/etc/openvpn/vpnserver.crt # 指定服务器端证书位置
key
/etc/openvpn/vpnserver.key # 指定服务器端私钥位置
dh
/etc/openvpn/dh1024.pem # 使用 Diffie-Hellman 算法进行加密密钥计算
server 172.16.100.0 255.255.255.0 # 客户端连接上虚拟专用网络后从此网段分配隧道 IP
client-config-dir /etc/openvpn/ccd # 使用此目录对各个虚拟专用网络客户端进行细粒度控制
route 192.168.20.0 255.255.255.0 # 配置服务器增加一条到客户端网络的路由
client-to-client # 允许不同的客户端进行互相访问，使用 OpenVPN 内部路由
keepalive 10 120 # 每 10s 发送保活，120s 内未收到保活信息时向 OpenVPN 进程发送 SIGUSR1
信号
# 在 TLS 控制通道的通信协议上增加一层 HMAC（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防
止 dos 攻击
tls-auth
/etc/openvpn/ta.key 0
comp-lzo # 启用压缩
max-clients 100 # 最大用户数
user nobody # 执行 OpenVPN 进程的用户
group nobody # 执行 OpenVPN 进程的组
persist-key # 收到信号 SIGUSR1 时不重新读取 key 文件
persist-tun # 收到信号 SIGUSR1 时不关闭 tun 虚拟网口和重新打开
# 创建并修改权限，使 nobody 可以读写 /var/log/openvpn
status /var/log/openvpn/status.log # 指定状态日志位置
log-append /var/log/openvpn/openvpn.log # 指定运行日志位置
verb 4 # 设置日志级别为一般级别，会记录正常连接信息和报错

我们来看看 /etc/openvpn/ccd 下文件 vpnclient2.xufeng.info 中的内容：
ifconfig-push 172.16.100.9 172.16.100.10 # 指定客户端的 IP 为 172.16.100.9
iroute 10.192.168.20.0 255.255.255.0 # 加一条内部路由
push "route 10.168.103.0 255.255.255.0" # 把该路由推送到客户端执行

注
意

1）ccd 目录下的文件必须以客户端证书的 Common Name 为文件名。
2）ccd 目录可以对每个不同的客户端进行细粒度控制。
3）iroute 是必需的。在 server.conf 中的 --route 指令把包从内核路由到 OpenVPN，
进入 OpenVPN 以后，--iroute 指令把包路由到该指定的客户端。

启动 OpenVPN 服务器进程。使用如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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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vpn --daemon --config /etc/openvpn/server.conf

3）在 192.168.20.96 上安装 OpenVPN GUI，并部署配置文件。
在 https://openvpn.net/index.php/download/community-downloads.html 页 面 进 行
下载。
在 32 位 Windows 7 系统上，我们通过以下链接进行下载并安装：
https://swupdate.openvpn.org/community/releases/openvpn-install-2.3.9-I601-i686.exe
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确认界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OpenVPN 安装确认界面

请勾选“始终信任来自‘ OpenVPN Technologies，Inc. ’的软件 (A) ”。
安装完成后，在目录 C:\Program Files\OpenVPN\config 下面部署如下文件，如图
3-7 所示。

图 3-7

客户端文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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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client.ovpn 内容如下：
client # 指定角色为客户端
dev tun # 和服务器端一致
proto udp # 和服务器端一致
remote a.b.c.239 1194 # 指定服务器端 IP 和端口
resolv-retry infinite # 连接失败时重复尝试
nobind # 不指定本地端口
persist-key # 收到信号 SIGUSR1 时不重新读取 key 文件
persist-tun # 收到信号 SIGUSR1 时不关闭 tun 虚拟网口和重新打开
ca ca.crt # 指定 CA 证书位置
cert
vpnclient2.crt # 指定客户端证书位置
key
vpnclient2.key # 指定客户端私钥位置
ns-cert-type server # 要求服务器端的证书的扩展属性为 server
# 在 TLS 控制通道的通信协议上增加一层 HMAC（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防
止 dos 攻击
tls-auth ta.key 1
comp-lzo # 启用压缩
verb 4 # 设置日志级别为一般级别，会记录正常连接信息和报错
keepalive 10 120 # 每 10s 发送保活，120s 内未收到保活信息时向 OpenVPN 进程发送 SIGUSR1
信号
log-append openvpn.log # 指定 log 位置

经 过 以 上 3 个 步 骤 后， 客 户 端 192.168.20.96 可 以 使 用 虚 拟 隧 道 和 虚 拟 专 用 网 络
服务器进行通信。但此时无法与 10.168.103.171 通信。为了实现客户端 192.168.20.96
可以与 10.168.103.171 通信，必须在 a.b.c.239 这个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上执行以下的
操作：
# 启用 ip_forward
sed -e 's/net.ipv4.ip_forward = 0/net.ipv4.ip_forward = 1/g' /etc/sysctl.conf
sysctl -p
# 增加 iptables 对 tun0 的转发支持
iptables -A FORWARD -i tun0 -j ACCEPT
# 加入网络地址转换的转发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1 -j MASQUERADE #eth1 为服务器内网端口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tun0 -j MASQUERADE #tun0 为虚拟隧道端口

同时在 10.168.103.171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的操作：
route add -net 192.168.20.0/24 gw 10.168.103.239

4）在 192.168.20.96 上，连接 OpenVPN 服务器并进行网络测试。
连接后，我们在 192.168.20.96 上可以看到它获得的隧道 IP 地址，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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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客户端获得的隧道 IP 地址

由此可见，它获得的隧道 IP 地址和服务器端配置文件 /etc/openvpn/ccd/vpnclient2.
xufeng.info 中使用 ifconfig-push 指令配置的完全一致。
它获得的路由如图 3-9 所示。

图 3-9

客户端获得的路由

在远程访问模式下，从虚拟专用网络客户端 192.168.20.96 使用 ICMP ping 服务器
Host ：a.b.c.239 所在局域网中的一台服务器 10.168.103.171 的虚拟网络数据流图如图
3-10 所示。
tun0
172.16.100.1/30

Teredo Tunneling Pseudo-Interface
172.16.100.9/30
172.16.100.10/30

10.168.103.239

172.16.100.2/30
10.168.103.171

192.168.20.96
src:172.16.100.9
dst:10.168.103.171

OpenVPN 虚拟路由器
ping 10.168.103.171

图 3-10

Host: a.b.c239
src:10.168.103.239
dst:10.168.103.171

远程访问模式下虚拟网络数据流图

可以看到，OpenVPN 起到虚拟路由器的作用，使用 net30 的模式，建立起远程访
问者和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之间的虚拟专用网络。方框中的 IP 包标示出了在虚拟专用
网络客户端发出的包到达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时经过网络地址转换的情况。此时，在
服务器 10.168.103.171 上看到的 ICMP 的来源 IP 地址是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Host:a.
b.c.239）的内网 IP 地址 10.168.1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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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 10.168.103.171 使用 tcpdump 抓取 ICMP 网络通信的结果如下：
# tcpdump -vvv -nnn -i em1 -c 3 icmp
tcpdump: listening on em1, link-type EN10MB (Ethernet), capture size 65535
bytes
10:38:35.015495 IP (tos 0x0, ttl 127, id 654,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ICMP (1), length 60)
10.168.103.239 > 10.168.103.171: ICMP echo request, id 1, seq 9923, length 40
# 源地址已经被转换成 VPN 服务器的内网地址
10:38:35.016139 IP (tos 0x0, ttl 64, id 64964,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ICMP (1), length 60)
10.168.103.171 > 10.168.103.239: ICMP echo reply, id 1, seq 9923, length 40
10:38:36.017624 IP (tos 0x0, ttl 127, id 655,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ICMP (1), length 60)
10.168.103.239 > 10.168.103.171: ICMP echo request, id 1, seq 9924, length 40
# 源地址已经被转换成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的内网地址
3 packets captured
4 packets received by filter
0 packets dropped by kernel

3.5

使用 OpenVPN 创建站点到站点虚拟专用网络
站点到站点（Site-to-Site）虚拟专用网络，用于连接两个或者多个地域上不同的局

域网 LAN，每个 LAN 有一台 OpenVPN 服务器作为接入点，组成虚拟专用网络，使得
不同 LAN 里面的主机和服务器能够互相通信。
一个典型的站点到站点的虚拟专用网络物理架构如图 3-11 所示。
LAN 1
10.128.119.0/24
Internet

Host: x.y.z.28
10.128.119.28

LAN 2
10.168.103.0/24
10.168.103.239

Host: a.b.c.239
10.168.103.171

10.128.119.30

图 3-11

典型的站点到站点模式虚拟专用网络物理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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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这种站点到站点模式虚拟专用网络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所有虚拟专用网络的接入点，把系统路由转发打开。
 在所有虚拟专用网络的接入点，在 tun0 端口和内网端口全部配置成网络地址转
换模式，这样可以极大地简化虚拟专用网络路由设置。
 在所有虚拟专用网络的接入点，把 iptables 转发设置为允许。
 每个 LAN 的主机，通过设置静态路由或者默认路由，把到对端 LAN 的访问下一
跳指向到本 LAN 的接入点服务器的内网 IP。
本架构中的虚拟专用网络客户端 x.y.z.28 配置文件如下，供大家参考。
[root@localhost openvpn]# cat vpnclient.conf
client
dev tun
proto udp
remote a.b.c.239 1194
resolv-retry infinite
nobind
persist-key
persist-tun
ca /etc/openvpn/ca.crt
cert
/etc/openvpn/vpnclient1.crt
key
/etc/openvpn/vpnclient1.key
ns-cert-type server
tls-auth /etc/openvpn/ta.key 1
comp-lzo
verb 4
route-delay 2
keepalive 10 120
log-append /var/log/openvpn/openvpn.log

3.6

回收 OpenVPN 客户端的证书
如果我们分发给客户端的证书不慎被窃取了，或者相关员工离职了，那么我们必

须确认它不能继续通过 OpenVPN 接入我们的虚拟专用网络。在此情况下，我们以收回
vpnclient2 的证书为例，需要使用如下的命令：
. ./vars
./revoke-full vpncli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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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在 keys 目录下产生一个文件 crl.pem。我们把它复制到 /etc/openvpn 目录下。
然后在 server.conf 中加入下面一行：
crl-verify crl.pem

这样，每次建立虚拟专用网络连接前，OpenVPN 服务器会查看 crl.pem，来确定客
户端的证书是否在收回的列表里面。如果匹配到，则禁止客户端进行连接。

3.7

使用 OpenVPN 提供的各种 script 功能
在以上的各个实践中，我们分别使用了静态密码或者证书的方式来提供客户端的认

证。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可以体现 OpenVPN 灵活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提供了从客户端认证前、认证
中、认证后、隧道建立后等各个阶段的 script 处理功能。我们可以用这些 script 来实现
各种控制功能。
OpenVPN 按照执行的顺序，提供了以下的一系列脚本功能：
 --up，在 TCP/UDP 在 socket 上执行了 bind、TUN/TAP 打开后执行。
 --tls-verify，远程开始进行 tls 认证时执行。
 --ipchange，在客户端，OpenVPN 连接认证后执行。
 --client-connect，在服务器端，客户端认证后立即执行。
 --route-up，连接认证后执行。
 --route-pre-down，路由删除前执行。
 --client-disconnect，在服务器上，客户端断开连接时执行。
 --down，TCP/UDP 和 TUN/TAP 关闭后执行。
 --learn-address， 在 服 务 器 端， 任 何 路 由 或 者 IP 地 址 对 应 的 MAC 地 址 学 习 时
执行。
 --auth-user-pass-verify，在服务器端，新的客户端连接开始建立的时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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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前面提到的对客户端进行其他方式认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authuser-pass-verify 这个指令实现。
在 server.conf 中增加如下配置项：
auth-user-pass-verify /etc/openvpn/myauth.pl via-file

myauth.pl 脚本输出 0（成功）或者 1（失败）以通知 OpenVPN 是否认证通过。
通过如下的脚本，我们使用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来进行用户的控制，只有合
法的 Active Directory 账户才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虚拟专用网络。脚本内容如下：
#!/usr/bin/perl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use utf8;
use Net::LDAP;
my $tmpfile = $ARGV[0];#OpenVPN 进程会把客户端提交过来的用户名和密码记录在临时文件中
my $line
= 1;
my $username;
my $password;
my $not_verified = 1;
open( TMP, '<', $tmpfile ) or exit(1); # 打开临时文件
while (<TMP>) {
chomp;
if ( $line eq 1 ) {
$username = $_; # 获取用户名
}
else {
$password = $_; # 获取密码
}
$line++;
}
close(TMP);
if ( !( $username && $password ) ) {
exit(1);
}
# verify via active directory
my $ldap = Net::LDAP->new('shrd.woyo.com', timeout =>3) or exit(1);
my $mesg =
$ldap->bind( $username . "\@" . 'shrd.woyo.com', password => $password );
$mesg->code && exit(1); #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到 AD 中进行认证
my $searchbase = 'dc=shrd,dc=woyo,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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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专用网络用户必须属于 vpn 组
my $filter
= "memberOf=CN=vpn,OU=Accounts,DC=shrd,DC=woyo,DC=com";
my $results
= $ldap->search( base => $searchbase, filter => $filter );
foreach my $entry ( $results->entries ) {
if($entry->get_value('mailNickname') && ($entry->get_
value('mailNickname') eq $username )) {
$not_verified = 0;
last;
}
}
$ldap->unbind;
exit($not_verified);

3.8

OpenVPN 的排错步骤
在实践中，运维工程师们经常需要搭建一套 OpenVPN 的系统或者运维一套已经在

线上生产环境中使用的 OpenVPN 系统。在配置或者维护 OpenVPN 虚拟专用网络的过
程中，根据不同的需求，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
在此，我们总结了对于 OpenVPN 系统最佳的排错步骤。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按照
下面的步骤进行排查。
1）认真查看与分析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 OpenVPN 日志。
在服务器上，我们使用如下指令配置 OpenVPN 的日志：
log-append
verb 4

/var/log/openvpn/openvpn.log

那么在出现异常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这个文件。
该文件分以下几个部分：
 OpenVPN 实际运行时读取的配置文件位置和配置项。
以如下的格式开始。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56293 Current Parameter Settings: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56383
config = '/etc/openvpn/server.conf'

 OpenVPN 的版本和 OpenSSL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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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60554 OpenVPN 2.3.8 x86_64-redhat-linux-gnu [SSL
(OpenSSL)] [LZO] [EPOLL] [PKCS11] [MH] [IPv6] built on Aug 4 2015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60566 library versions: OpenSSL 1.0.1e-fips 11
Feb 2013, LZO 2.03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63615 Diffie-Hellman initialized with 1024 bit
key

 OpenVPN 本地添加的路由信息。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65243 /sbin/ip link set dev tun0 up mtu 1500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68536 /sbin/ip addr add dev tun0 local
172.16.100.1 peer 172.16.100.2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70061 /sbin/ip route add 10.128.119.0/24 via
172.16.100.2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71212 /sbin/ip route add 192.168.20.0/24 via
172.16.100.2
Fri Dec 18 13:25:44 2015 us=672122 /sbin/ip route add 172.16.100.0/24 via
172.16.100.2

注
意

观察需要增加的路由是否完整，同时注意配置项的输出是否与配置文件中一致。
如果不一致，则可能是修改了配置文件而没有重启 OpenVPN 进程。

 客户端连接时的信息。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333 x.y.z.28:58937 Re-using SSL/TLS context
# 压缩启用成功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369 x.y.z.28:58937 LZO compression initialized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505 x.y.z.28:58937 Control Channel MTU parms [
L:1542 D:166 EF:66 EB:0 ET:0 EL:3 ]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537 x.y.z.28:58937 Data Channel MTU parms [
L:1542 D:1450 EF:42 EB:143 ET:0 EL:3 AF:3/1 ]
# 和客户端建立连接时，本地的配置项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679 x.y.z.28:58937 Local Options String:
'V4,dev-type tun,link-mtu 1542,tun-mtu 1500,proto UDPv4,comp-lzo,keydir 0,cipher
BF-CBC,auth SHA1,keysize 128,tls-auth,key-method 2,tls-server'
# 和客户端建立连接时，对客户端配置项的要求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706 x.y.z.28:58937 Expected Remote Options
String: 'V4,dev-type tun,link-mtu 1542,tun-mtu 1500,proto UDPv4,comp-lzo,keydir
1,cipher BF-CBC,auth SHA1,keysize 128,tls-auth,key-method 2,tls-client'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743 x.y.z.28:58937 Local Options hash (VER=V4):
'14168603'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766 x.y.z.28:58937 Expected Remote Options
hash (VER=V4): '504e774e'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348824 x.y.z.28:58937 TLS: Initial packet from
[AF_INET]x.y.z.28:58937, sid=5e66e4eb b8382c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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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证书信息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652935 x.y.z.28:58937 VERIFY OK: depth=1,
C=CN, ST=SH, L=SH, O=XUFENG-INFO, OU=DEVOPS, CN=cert.xufeng.info,
emailAddress=xufengnju@163.com
# 客户端证书，注意 VERIFY 的后面必须是 OK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653140 x.y.z.28:58937 VERIFY OK:
depth=0, C=CN, ST=SH, O=XUFENG-INFO, OU=VPN, CN=vpnclient1.xufeng.info,
emailAddress=xufengnju@163.com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04318 x.y.z.28:58937 Data Channel Encrypt:
Cipher 'BF-CBC' initialized with 128 bit key # 加密算法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04352 x.y.z.28:58937 Data Channel Encrypt: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HMAC 算法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04436 x.y.z.28:58937 Data Channel Decrypt:
Cipher 'BF-CBC' initialized with 128 bit key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04453 x.y.z.28:58937 Data Channel Decrypt: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243 x.y.z.28:58937 Control Channel: TLSv1.2,
cipher TLSv1/SSLv3 DHE-RSA-AES256-GCM-SHA384, 1024 bit RSA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287 x.y.z.28:58937 [vpnclient1.xufeng.info]
Peer Connection Initiated with [AF_INET]x.y.z.28:58937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344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OPTIONS IMPORT: reading client specific options from: /etc/openvpn/ccd/
vpnclient1.xufeng.info # 确认服务器上读到了客户端的专用配置文件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586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MULTI: Learn: 172.16.100.5 ->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610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MULTI: primary virtual IP for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172.16.100.5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628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MULTI: internal route 10.128.119.0/24 ->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Fri Dec 18 13:25:54 2015 us=729648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MULTI: Learn: 10.128.119.0/24 ->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Fri Dec 18 13:25:56 2015 us=789781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PUSH: Received control message: 'PUSH_REQUEST'
Fri Dec 18 13:25:56 2015 us=789819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send_push_reply(): safe_cap=940
Fri Dec 18 13:25:56 2015 us=789862 vpnclient1.xufeng.info/x.y.z.28:58937
SENT CONTROL [vpnclient1.xufeng.info]: 'PUSH_REPLY,route 172.16.100.0
255.255.255.0,topology net30,ping 10,ping-restart 120,route 10.168.103.0
255.255.255.0,route 192.168.20.0 255.255.255.0,ifconfig 172.16.100.5
172.16.100.6' (status=1) # 向客户端发送的 PUSH 内容

2）对比分析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配置文件，确保相关配置项一致。
这里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首先把服务器配置文件和客户端配置文件都下载下
来，对二者内容使用 Linux 中的 diff 或者 Windows 中的 Beyond Compare 进行对比。使
用 diff 命令时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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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server.conf > server.conf.1
sort vpnclient.conf > vpnclient.conf.1
diff server.conf.1 vpnclient.conf.1

注
意

这样对比下来，以下项目必须保证一致：cipher、ca、dev、proto、comp-lzo。
另外，在服务器端 tls-auth /etc/openvpn/ta.key 0 和客户端上 tls-auth /etc/openvpn/
ta.key 1 匹配。

3）检查服务器是否打开转发并被防火墙允许。
使用如下的命令，确认值是 1。
# sysctl net.ipv4.ip_forward
net.ipv4.ip_forward = 1

使用如下的命令，确认 chain FORWARD 为 ACCEPT，或者显式地指定了 tun0 的
FORWARD 为 ACCEPT。
iptables -L -n

4）检查服务器上网络地址转换的设置。
如下是一个正确使用 iptables-save 之后的网络地址转换配置内容：
*nat
:PREROUTING ACCEPT [176:15277]
:POSTROUTING ACCEPT [44:2480]
:OUTPUT ACCEPT [36:2160]
-A POSTROUTING -o eth1 -j MASQUERADE # 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内网口启用网络地址转换
-A POSTROUTING -o tun0 -j MASQUERADE # 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器隧道口启用网络地址转换
COMMIT

5）检查主机的路由表。在所有参与网络通信的服务器上，按照网络数据流的路径，
依次使用 route 或者 traceroute 命令检查下一跳是否正确。如指向不正确，则修正。
6）使用 tcpdump 进行分析。
如以上步骤依然无法排除问题，可以使用 tcpdump 进行抓包分析。

第 3 章 虚拟专用网络

3.9

77

本章小结
虚拟专用网络通过使用软件来互联不同地域分布的分支机构、人员，为业务提供安

全的加密通道，有效地扩展了局域网的范围。同时，借助开源方案，能够显著降低总拥
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
本章首先介绍了常见的虚拟专用网络构建技术和原理，并简要对比分析了它们的
特点。然后我们实践了 OpenVPN 构建 3 种不同网络结构的虚拟专用网络，指出其中核
心配置内容和证书管理等。通过对 OpenVPN 排错步骤的梳理，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建立
一套高效的问题排查思路，在遇到任何 OpenVPN 相关的故障时，都能从容不迫地去分
析、处理、总结。
OpenVPN 作为一款具有超过 10 年历史的开源 SSL 虚拟专用网络实现方案，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和性能，同时在国内外也有良好的技术生态圈，应用非常广泛，值得每个
运维工程师去研究、学习、使用。

推荐阅读材料
 https://openvpn.net/community-resources/how-to，OpenVPN 手册。
《 Troubleshooting OpenVPN 》，Eric F Crist 著。该书专注于 OpenVPN 的调试和
排错。

本章重点内容助记图
本章涉及的内容较多，因此，笔者特编制了图 3-12 以帮助读者理解和记忆重点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