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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开
放与封闭之间的较量，始终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主机

领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嬗变，而网

络设备领域，依然保持传统的体系架构和工作模式，这种架构和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网管人员的“简单、高效、灵活、通用”等要求。越

来越多的网络运维人员被下面这些问题所困扰：

 设备如同铁疙瘩，很难集成、自动化排错（trouble shooting）

 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互操作性不好，容易造成供应商锁定

 (vendor locking) 

 厂商响应速度太慢，无法满足业务部门需求

 IP 地址和物理位置绑定，很难做业务迁移

 传统路由策略太复杂，很难管理，容易失控

 网络规模很难快速扩容收缩（Scale Up/Down）

从“软件定义网络”
到“软件定义安全”
行业技术部 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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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前半部分简要介绍了“软件定义网络”（SDN）的概念和原理。考虑到安全

网关类产品与网络交换设备在数据包处理方面具有相同的本质，可以将 SDN 的理念延伸

到安全网关类设备的架构设计中，并将这种延伸称为“软件定义安全”（SDSec）。后半部

分阐述了 SDSec 架构的组成与具体产品实现思路。

图 1  PC 的出现对比 SDN 的发明 [1]



10

专家视角

图 2  SDN 的体系架构 [2]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网络技术即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将

网络设备的控制平面从设备中剥离出来，形成一种可以通过编程用软件定义的网络，简称

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如图 1 所示，SDN 的发明与 PC 的出现在本质上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一个发生在主机

设备，一个发生在网络设备。SDN 的体系架构如图 2 所示。

2.SDN 概述

2.1 SDN 定义和 OpenFlow 的工作原理

SDN 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 Clean Slate 研究组提出的一种将控制从硬件中解耦合的新

型网络架构，其核心技术 OpenFlow 通过将网络设备控制面与数据面分离开来，从而实现了

网络流量的灵活控制，为核心网络及应用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简单来说，SDN 可以实

现网络如电脑般可编程，可以创建易于管理的网络虚拟化层，而 OpenFlow 则是一个标准化

SDN 应用协议。

OpenFlow 网络的组成

OpenFlow 网络由 OpenFlow 交换机和

Controller 组成。OpenFlow 交换机进行数

据层的转发；Controller 对网络进行集中控

制，实现控制层的功能。OpenFlow 网络的

结构如图 3 所示。

 控制器

OpenFlow 实 现 了 数 据 平 面（Data 

Plane） 和 控 制 平面（Control Plane） 的

分离， Controller 实现了控制平面的功能。

Controller 通过 OpenFlow 协议这个标准接

口对 OpenFlow 交换机中的流表进行控制，

从而实现对整个网络进行集中控制。

图 3  OpenFlow 网络结构示意



11

专家视角

 OpenFlow 交换机

根据白皮书的解释，一个 OpenFlow 交换机包含了最少三个部分：

（1）流表（Flow Table）

每个流表包含一组流项（flow entry），每个流项就是一个转发规则。每个流项包括匹配

域（match fields）、计数器（counters）和一组应用到匹配数据包的指令（instructions）（如

图 4 所示），告诉交换机该如何处理这个数据流。

（2）安全通道（Secure Channel）

安全通道是连接 OpenFlow 交换机到控制器的接口，用于连接交换机与远程控制器

（Controller），以便在控制器和交换机之间传递命令和数据包。控制器通过这个接口控制和

管理交换机，同时控制器接收来自交换机的事件并向交换机发送数据包。交换机和控制器

通过安全通道进行通信，而且所有的信息必须按照 OpenFlow 协议规定的格式来执行。

（3）OpenFlow 协议

OpenFlow 协议用来描述控制器和交换机之间交互所用信息的标准，以及控制器和交

换机的接口标准。协议的核心部分是用于

OpenFlow 协议信息结构的集合。

 数据包处理流程

如图 5 所示，当数据包进入交换机后，

必须从流表 0 开始依次匹配。流表可以按

次序从小到大越级跳转，但不能从某一流表

向前跳转至编号更小的流表。当数据包成功

匹配第一条规则后，将首先更新该规则对应

的统计数据（如成功匹配数据包总数目和总

字节数等），然后根据规则中的指令进行相

应操作，比如跳转至后续某一流表继续处

理、修改或者立即执行该数据包对应的动作

集（action set）等。当数据包已经处于最

图 4  流表的组成 图 5  OpenFlow 数据包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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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流表时，其对应的动作集中的所有动

作（actions）将被执行，包括转发至某一端

口、修改数据包某一字段、丢弃数据包等。

OpenFlow 规范中对目前所支持的指令和动

作进行了完整详细的说明和定义。

2.2 OpenFlow 的用途

OpenFlow 可以被应用于很多场景，主

要包括：

 静态地划分 VLAN

 定制路由协议（比如单播、组播、多径、

负载均衡）

 家庭网络管理

 移动性管理

 能耗管理

 流量控制

 包处理器 ( 在控制器上 )

 访问控制

 网络流量监控和虚拟化

其中 VLAN 隔离、访问控制和流量监

控都属于网络安全的范畴。SDN 的内在性

质就适合用于网络安全的场景。

3. 软件定义的安全

就是将安全策略执行点（数据平面）与安全

控制器（控制平面）相互分离，从而使安

全设备能快速、自动地适应业务的动态变

化。SDSec 概念的具体实现表现在三个环

节上，即海量数据的采集、智能和情境感知

（context-aware）的异常检测和以流表项表

达的安全策略。

3.1 海量数据的采集

在传统的网络中，数据采集可以利用串

联在链路中的设备或分光镜像技术。但是在

绝大多数异常检测的场合，只需要分析日志

类型的信息，如数据包头信息（也可看作流

量日志）、操作系统日志、应用系统日志等等。

SDN 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采集方式。

在 SDN 架构中，允许将指定的数据包发送

到控制器。那些没有匹配到任何规则的数据

包都可以看作是疑似异常的数据，有必要发

送到控制器做进一步分析。对于那些匹配上

的数据包，流表项中的计数器会记录相应的

包数和字节数。

在 DDoS 攻击防护过程中，需要将被

攻击目标的流量牵引到防护设备上，这个牵

引过程也可以看作一种数据采集过程。传统

安全网关设备如防火墙（FW）、入侵防

护系统（IPS）、抗拒绝服务系统（ADS）等

同样存在通用网络设备的缺陷和不足，安全

运维人员也同样面临前面所提到的困扰。例

如通用的防护设备在用户那里使用效果并不

理想，无法快速响应用户环境所特有的攻击，

往往需要厂商的技术支持人员远程抓包和人

工分析之后，找到一些攻击特征，再手工

生成新的防护策略并部署到用户的防护设备

上。有些文章称这种高度依赖人工分析且响

应速度极慢的情形为信息安全的石器时代。

此外，安全设备也同样存在互操作性差、难

以集成等问题。造成这些困扰的根源在于安

全设备的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是整合在一个

设备上的。

所有的安全网关设备在体系架构和部

署维护等方面与通用网络设备没有本质的差

别，只是数据包转发规则是依据安全需求

制定的而已，可以看作一类特殊用途的网络

设备。基于这样的前提，SDN 的理念完全

可以拓展到安全网关设备上，作为下一代安

全产品开发的指导思想。即可以从 SDN 引

申出 SDSec( 软件定义的安全 ) 的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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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引需要根据网络拓扑结构，选择用于牵引的网络协议，并在路

由交换设备上做比较复杂的配置。而 SDN 的转发机制可以将牵引过

程变得非常简便和快捷。

3.2 智能和情境感知（context-aware）的异常检测

在复杂的网络中发现入侵行为已经证明是很困难的。隐蔽的攻

击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防御措施，如入侵防御系统、防火墙和杀毒

软件，“大数据分析（BDA）”的方法将提供新的希望。有分析师在

RSA 关于大数据和大数据如何帮助增强安全的分析师小组讨论会上

说：“统计分析将识别出异常情况，但是统计分析不理解安全。”他

还预计最终将出现一个大数据的“安全算法市场”。已经有商业公司

正在致力于利用大数据计算分析发现异常情况的研究。

传统的安全网关，异常检测和数据包转发处理往往集成在一个

设备中。SDSec 的架构使得异常检测（相当于网络设备的控制平面）

从安全网关中剥离出来，安全网关只负责根据流表进行数据包的转

发处理。这样做有利于厂商集中精力研发异常检测技术，提高安全

产品的核心能力，同时也便于在一个计算能力更强的、开放的、综合

的平台上完成异常检测，例如将数据集中到云计算平台上进行异常

检测的计算分析。

传统的异常检测往往是基于特征的静态对比，没有考虑时间因

素。在实际环境中，同样的访问行为在不同的时机条件下，实际的

效果不同，最终被判断的结果也应该不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异常

检测可以综合时间因素对访问行为做出判断。

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利用统计算法对多种来源数据进行分析计

算，并结合查询漏洞库、特征库、信誉库等各种信息库的结果，做

出综合判断。这种检测过程较传统的特征比对的方法更容易获得准

确的检测结果。

3.3 以流表项表达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一般是由“规则 (Rule)”和“动作 (Action)”组成的，

而 OpenFlow 的流表项也有同样的组成元素。因此流表项可以很适

合用来表达一个安全策略，例如防火墙的 ACL完全可以写成流表项

的形式 ( 如图 6 所示 )。

 图 7  SDSec 设备的体系架构和实现

图 6  流表项形式的防火墙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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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DN 架构下，传统的安全设备将分

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前面讲的异常检测，

这部分具有高度的分析智能；另一部分是负

责数据包处理的硬件设备。数据包处理的依

据就是表达安全策略的流表项，它是由通用

芯片（相对与 ASIC 而言）构成的低智能高

性能的设备。分析平台负责将检测结果生成

流表项，并下发到硬件设备上。

3.4 基于 SDSec 的设备体系架构和实现

攻击防护过程通常可以分解为数据采

集、异常检测、策略执行三个环节。如图 7，

基于 SDSec 的设备依然遵循这样一种体系

架构。异常检测引擎或平台对采集来的各种

数据进行分析，依据分析出的异常结果生成

安全策略，最后安全策略下发到网络设备或

安全网关上执行。

在性能允许的情况下，安全策略可以作

为专门的流表下发到网络交换设备上；反之，

安全策略需要在专用的安全网关上执行。对

于串联部署的情况，安全策略全部在安全

网关上执行；而旁路部署的情况，需要将待

处理的流量牵引到安全网关上，流量牵引策

略是在交换设备上执行，安全防护策略在专

用设备上执行。例如图 7 中，流量清洗策略在 ADS 设备上执行，而牵引策略在包交换设备

上执行。

实现基于 SDSec 的防火墙，就是将防火墙中的 ACL 转换为一张 OpenFlow 流表，可

以分布在各个网络交换设备上，也可以集中在一个专门的硬件上。FloodLight 项目已经开发

出防火墙应用作为该项目的一个模块，允许在基于 OpenFlow 的交换机上执行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规则。

图 8 给出基于 SDSec 实现 ADS 产品的设计思路。在大流量环境下，DDoS 攻击检测

通常采用对流量日志（如 Netflow、 sFlow 记录）统计分析的方法。异常检测设备检测到攻击

事件后，可以很容易在原始数据中找到与攻击相关的流量日志。从攻击流量生成的日志中可

以提取攻击特征。把攻击特征和 SDN 规范中的指令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流表项。将

流表项下发到基于 SDN 的安全设备上 , 凡是匹配上该流表项的流量一律丢弃，从而实现对

攻击流量的清洗。

图 8  基于 SDSec 的 ADS 产品设计思路



15

专家视角

4. 结束语

SDN 的开放架构具备很多优秀的特性，这些特性很好地满足了

业务快速变化的需求，帮助用户摆脱传统专用硬件设备带来的很多

困扰。这些特性对于网络安全的应用场景中尤为重要。而 SDSec 作

为 SDN 的在安全设备上的应用，全面继承了这些特性。

4.1 简易性

基于 SDSec 的安全设备，通过集中化的控制和流表化的安全

策略，可以大大简化安全设备的部署和维护。

4.2 高效性

SDSec 架构允许快速动态的部署安全策略。从控制器向安全设

备下发策略比传统的登录到设备上手工配置策略要快捷很多。用户可

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以软件开发的速度创新和定制安全策略，而不

必依赖来自厂商响应缓慢的更新升级和技术支持。

4.3 可伸缩性

在 SDSec 架构下，安全设备可能演化成交换设备上一个流表（或

流表项），安全设备的部署和撤除演变为流表（或流表项）的启用和

关闭，这些都可以通过控制器上的简单操作来完成。

4.4 互操作性

基于 SDSec 的安全设备具有高度的通用性，不同厂商的设备可

以很容易互相替代，用户可以避免“供应商锁定”的困境。安全设备

的核心能力聚焦在异常分析，并以各种 APP 的形式存在。用户可以

与多个合作伙伴或厂商交换技术。

4.5 创新性

开放的控制平面管理接口，网管人员能够使用网络 API 来编写

软件，按本地需求定制安全策略，消除不需要的设备内建策略。

业界对 SDN 的看法尚存争议，也会同样影响对 SDSec 的评价。

有些人认为 SDN 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未来在产业化过程中还需要克

服很多技术困难，例如性能与硬件成本和功耗之间的矛盾、架构设

计很难兼顾性能和效率两方面的要求。更有行业分析机构质疑：为了

引入可编程性使用复杂的且可能令网络不稳定的代码值得吗？

另一种观点对 SDN 的前途充满信心。产业内大厂商的一系列收

购行为（Oracle 收购 Xsigo、VMware 收购 Nicira、Juniper 收购

Contrail、博科收购 Vyatta、思科收购 Cariden 等），可以看作新

技术被接受的标志之一，因为被收购公司的技术至少是值得追求的，

而且比起自己开发，更好的方式是购买。一些主流网络设备厂商推出

基于 SDN 的设备，也标志着这项新技术被业界广泛接受。

第三种观点认为 SDN 技术用于交换领域是个错误的方向，而最

适合的应用方向应该是在安全领域。甚至有专家认为，SDSec 将颠

覆现有的 IT 安全模型。

参考文献

[1] Nick McKeown, "How SDN will shape networking"

[2] Dan Pitt, "SDN Standards ：What and Whatnot!"

[3] "OpenFlow 网络的基本组成 " http://network.51cto.com/

art/201105/2641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