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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安全应用在SDN中的
通用集成方法
战略研究部  赵瑞 刘文懋

本文主要讨论了安全应用在 SDN 中的集成方式和对 SDN 控制器接口功能的需求，并

结合 DDoS、BYOD 应用场景进行了具体分析。

引言

云计算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云计算信

息系统中，网络应用和服务需要极高的弹

性和灵活性，而传统网络繁冗的架构已成为

业务快速扩展的绊脚石。SDN（Software 

Defined-Networking，软件定义网络）提出

了网络控制与转发分离、软件与硬件解耦等

原则，进而在产业界出现了如 OpenFlow、

OpenContrail和ACI各式各样的SDN架构，

打破了网络领域多年来的沉寂，成为几乎每

个专业领域的热门议题，有望出现数十年未

有之变局，解决很多传统网络难题。

作为一种全新的集中式网络控制结构，

SDN 具有全局视野和灵活的流量调度等优

点，安全厂商可借助这些特性，开发适用于

不同业务场景的安全应用，如访问控制应用、

DDoS 检测应用和 Web 安全应用等。这些

应用调用北向接口 API 对网络资源进行操

作，从而实现虚拟化的安全功能，监控全网

中与安全事件相关的流量，进而对全网进行

统一安全策略部署，以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

目的。

前面提到 SDN 的实现形式有很多，即

便是同一种南向协议，不同厂商的 SDN 控

制器的北向对外形式或 SDK 也都不同，那

么安全应用与 SDN 控制器是什么关系，安

全应用在 SDN 如何集成和部署，本文将围

绕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本文第一章简单介绍 SDN 基本概念，

第二章主要讨论网络安全应用对 SDN 控制

器的功能需求，第三章总结不同 SDN 控制

器的 Agent 部署方式。最后，第四章结合

BYOD 场景对前述分析进行具体说明。

一、SDN 简介

随着互联网和数据中心规模的迅速发

展，尤其是在虚拟化技术的冲击下，运营

商和大型数据中心的运营者遇到越来越多

的挑战，例如网络设备没有开放接口，很难

实现运维活动的自动化，难以降低运营成

本 ；依赖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响应，无法满

足业务部门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网络设

备之间的互操作性不好，容易导致供应商锁

定；网络规模很难快速扩容和降容 (Scale 

UP/DOWN) ；由于网络地址和物理位置绑

定，很难做业务迁移；传统路由策略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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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很难管理，容易失控等等。软件定义网

络 SDN 的提出为解决以上大型数据中心的

运营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虽然

SDN 还存在许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但已

有很多云计算中心、运营商及相关厂商进行

了SDN 的实践验证。

SDN 的核心特点是抽象出网络操作系

统平台，屏蔽底层网络设备物理细节差异，

并向上层提供统一的管理和编程接口，以网

络操作系统平台为基础开发出应用程序，通

过软件来定义网络拓扑、资源分配、处理机

制等。SDN 通过控制器实现网络的可编程。

SDN的典型架构如图1所示，一般分为三层：

最上层为北向应用层，包括各种不同的业务

和应用；中间的控制层主要负责处理数据平

面资源的编排，维护网络拓扑、状态信息等；

最底层为南向基础设施层，包括各类网络设

备，负责基于流表的数据处理、转发和状态

收集。

二、安全应用所需的北向功能需求

SDN 是网络架构的革新，从网络安全

的角度，这既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面向 SDN 控制器

的各种北向安全应用可结合虚拟化、SDN

新技术，同时通过软件定义安全的理念改

造安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协同防护的安全

体系，有可能变革传统的安全防护体系。在

SDN 网络架构下，业务安全系统能够从网

络中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甚至直接采取安

全操作，如对网络流量镜像、阻断、过滤或

重定向等。

SDN 控制器相当于网络操作系统，网

络安全应用通过调用北向 API 接口对网络资

源进行操作，监控全网中与安全事件相关的

流量，进而对全网进行统一安全策略部署，

以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目的。那么，网络安

全应用获取网络拓扑、数据流信息和下发流

指令的过程中，必然需要 SDN 控制器提供

相应的北向功能接口。

本章将结合 DDoS 流量检测清洗实例，

说明网络安全应用对 SDN 控制器的北向功

能需求。图 2 是 SDN 网络中 DDoS 检测和

清洗示意图，其中 ADS APP 是位于应用层

的抗 DDoS 安全软件，数据层有两个代表

性的设备：网络设备交换机和 DDoS 清洗设

备 ADS。

图 1  SDN 典型架构

图 2  DDoS 检测和清洗示意图

2.1 查询流表

Anti-DDoS APP 首先要检测 DDoS 攻

击，那么它需要攻击流量特征，从交换机的

流表信息中判断是否当前存在恶意流量。所

以应用需要通过 SDN 控制器中从交换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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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相应的流表信息。这需要 SDN 控制器提供获取流表的接口，

能够查询指定或者所有交换机的流表。

应用接口可如：

List<Flow> getFlows(long dpid);

Map<dpid, List<Flow>> getAllFlows();

Flow 的大致结构如下： 

public class Match {

OFMatch match;

OFAction action;

short priority;

short idleTimeout;

short hardTimeout;

...flag 等其它设定 ...

}

其中Flow的match 部分对应设定OpenFlow 协议中的12元组。

action 除普通的输出到某个端口操作 Output 外，应能支持其它

重写地址 set 操作： 

public class OFAction {

    List<Integer> output;       /* Output to switch port. */

    short vlanId;              /* Set the 802.1q VLAN id. */

    byte[] dlSrc = new byte[6];  /* Ethernet source address. */

    byte[] dlDst = new byte[6];  /* Ethernet destination 

address. */

    long nwSrc;              /* IP source address. */

    long nwDst;              /* IP destination address. */

    byte nwTos;              /* IP ToS (DSCP field, 6 bits). */

    short tpSrc;             /* TCP/UDP source port. */

    short tpDst;            /* TCP/UDP destination port. */

    ...

}

2.2 主机和拓扑发现

检测到恶意流量后，Anti-DDoS APP 下发实时清洗的流指令，

将恶意流量牵引到清洗设备 ADS上。在流量牵引的过程中，第一步

是需要找到 ADS 设备的部署位置，以及网络拓扑信息。

此外，一些用于安全可视化或收集威胁情报的安全应用也需要

通过 SDN 控制器获取全局视野下的网络布局，包括底层网络拓扑和

安全设备资源部署情况，下面对此类接口进行具体描述：

（1）能够返回全局交换机拓扑状况，即交换机之间端口连接情况。

（2）能够返回某主机的位置，即输入主机 MAC 或者 IP+VLAN

等网络特征，可返回与该主机连接的所有的交换机及其端口信息。

抗 DDoS 实例中，具体体现为能够根据 ADS 设备的输入网卡 MAC

地址找到 ADS 设备所在交换机的 DPID 和连接的端口号。例如 : 

DpidPortPair findHostByMac(String mac);

//mac 为类似 "52:54:00:a9:b8:b1" 的字符串

其中 DpidPortPair 定义为： 

class DpidPortPa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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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dpid;

int port;

}

2.3 路径计算

当 Anti-DDoS APP 获得拓扑信息和 ADS 的位置后，也就了解

了交换机间的连接关系，以及源交换机端口和目的交换机端口，此

时就需要计算出流量接入节点到 ADS 设备之间的路径。该接口功能

可具体描述为：输入两组交换机 & 端口对，返回两者之间的路径（一

个交换机 & 端口对的有序序列） 。例如： 

List<DpidPortPair> computeRoute(DpidPortPair star t, 

DpidPortPair end)

2.4 控制流表

流量牵引的最后一步，就是根据计算出来的路径，依次对沿途

交换机下发重定向流表。安全应用对流量的操作，最后体现为对交

换机流表的控制。因此，新建、更新和删除流表的接口是必不可缺的。

输入一个 Flow_Mod 消息和 DPID，将相应交换机上的流进行

添加 / 删除。需要提供 Flow_Mod 消息包含的 OpenFlow 协议中的

Match，Actions，以及 priority，timeout 等参数的完整表达式。例如： 

IFlowModifier createFlowModifierInstance(long dpid, Flow 

flow)

三、不同 SDN 控制器的 Agent 部署

安全应用对流的操作最终通过调用 SDN 控制器的北向 API 来

完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厂商的 SDN 控制器对第二章中的

API 定义是不同的，甚至很多 SDN 控制器只提供部分 API，缺乏安

全应用所需的功能。为了能将安全应用不做大的改动，又能部署到多

种 SDN 控制器的环境中，我们在安全应用和 SDN 控制器之间添加

一个 Agent，实现一个适配层，使得不同的 SDN 控制器透过 Agent

后，对安全应用提供一组相同的北向 API，保证了安全应用的逻辑

一致性。

下面笔者以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器为例，说明不同 SDN 控制

器的 Agent 部署方式。

3.1 内置型 Agent

紧耦合型是指 Agent 以在控制器源码定制模块的方式整合到

SDN 网络控制器中，或利用 SDN 控制器提供的二进制库编译成一

个可执行文件，如图 3 所示。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器有 Floodlight，

图 3 紧耦合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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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DayLight，VNCController 等。

其中 Floodlight 和 OpenDayLight 是开源控制器，方便获取

控制器源码，API 接口封装较好，直接在源码中添加新模块即可。

VNC 是日本 NTT Data 开发的一款 SDN 控制器，目前控制器只提

供了一些底层的 OpenFLow 操作库，大多数接口例如流获取、路径

计算等需要自己编写，开发难度较前两个要大。

3.2 松耦合型 Agent

松耦合型是指 Agent 独立于 SDN 控制器，在安全应用和控

制器之间充当通信媒介的角色，如图 4 所示。适用这种部署方式

的 SDN 控制器有武汉绿网控制器 (GNFlush)、华为 SDN 控制器

等。这类控制器一般是由网络公司自主开发，控制器源码不对外开

放，但整体较为成熟完善，具备丰富的北向接口。在这种部署方式下，

Agent 对于 SDN 控制器而言相当于一个网络应用；对于安全应用来

说，Agent 相当于 SDN 控制器，Agent 屏蔽了不同 SDN 控制器北

向 API 之间的差异。

究竟哪一种部署方式更好呢？表1对两种部署方式优劣进行对比：

                   表 1 松耦合和紧耦合优劣对比

松耦合 紧耦合

优点 缺点 优点 缺点

Agent 与 SDN

控制器耦合度

低，开发相对

简单，易于移

植

功能实现是否

全面完全取决

于 SDN 控制器

北向 API 是否

丰富，实时性

较低

Agent 与 SDN

控制器整合度

较高，效率较

高，实时性好，

可以实现所有

功能需求

定制程度较高，

开 发 难 度 大，

不易移植

四、应用场景展现

4.1 BYOD 简介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指携带自己的设备办公，这

些设备包括个人电脑、手机、平板等（而更多的情况指手机或平板这

样的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在机场、酒店、咖啡厅等，登录公司邮箱、

在线办公系统，不受时间、地点、设备、人员、网络环境的限制，

BYOD 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办公场景。不过，BYOD 下的

安全问题，如访问控制，始终是企业安全防护面临较为棘手的一个

问题。图 4 松耦合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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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面向 SDN 的 BYOD 访问控制原理

BYOD 环境的搭建，只需一个集中的安全控制平台、一个 SDN

控制器和一个有足够多端口的 SDN 交换机即可实现基本的 BYOD

访问控制机制。在部署阶段，可在任意物理位置部署一台实体 SDN

交换机，然后在所有需要提供 WIFI 接入的位置放置普通的无线路

由器，并将这些无线路由器通过桥接的方式直接连接到 SDN交换机。

根据所需网络服务部署相关应用，如 DHCP 服务、认证服务、网关

服务以及相关的安全服务。

在初始化阶段，安全控制平台通过 SDN 控制器向 SDN 交换机

下发以下指令：

（1） 允许所有的 DHCP、DNS 请求。

（3） 抛弃其它所有数据包。

（2） 将所有 HTTP 请求重定向到认证服务器。

此外，配置 DHCP 服务和网关服务的相关参数，使得移动终端

能获得网络接入信息，并能经过网关接入内部或外部网络。

（4） 允许已经认证过的设备 HTTP 请求，无需重定向。

图 5  认证服务器重定向需 reactive 方式下发流表

到此，有些读者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管允许还是重定向，所

有流表都指向控制器，将数据流首包上传呢？其实在（1）和（4）

场景中，当网络规模较小，访问控制关系较为固定时是可以通过

proactive 方式预先下发流表的，但如果内网规模较大，事先下发的

流表数量会很多。为了方便和灵活，这里把数据包提交给 Controller

进行判断。但场景（4）需要对单个认证主机的流量重定向，需要重

写其网络地址和物理地址，而且在建立一条回程路径中将两个地址

恢复，如图 5 所示，那么只能使用 reactive 的方法，运行时通过控

制器进行判断。

运行时，移动终端连接上无线路由器，发送 DHCP 发现请求，

数据包经过 SDN 交换机到达 DHCP 服务器，最终终端获得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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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网关和 DNS 地址。但此时终端因为规则（3）还无法访问其他网络，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任意网址，SDN 交换机则会将该 HTTP 连

接重定向到认证服务器 a.com上。认证服务器运行 Web 服务，收

到 HTTP 请求后将 URL（如 http://b.cn/b.html）进行重写，变为

http://a.com/login?url=http://b.cn/b.html。那么用户的浏览器出现了

A 的登陆页面，Web 服务可直接对用户的登陆信息进行验证。

验证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如 LDAP 服务、数据库验证及手机

号验证等，当然很多企业有专门的集中目录服务存放员工信息，那么

通过扩展响应的认证驱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服务进行验证，一旦验

证通过后可以获得员工更详细的信息，为下一步的自适应访问控制

做基础。

当用户的终端 X 通过验证后，认证服务器上的安全应用通知安

全控制平台，通过 SDN 控制器向 SDN 交换机下发以下规则：

（5）允许源为 X 的数据包通过，动作为查询 SDN 控制器。

最终，X 发出的数据包经过 SDN 交换机时，通过 PACKET_IN

发往 SDN 控制器，后者根据访问规则和目的地址的路由，下发相应

的 PACKET_OUT 和改变路由的 FLOW_MOD 数据包，以决定该

数据包是正常路由、经过特定安全设备还是直接丢弃。重定向部分

流表会在下文具体说明。

关于 BYOD 访问控制更详细内容，请分别参见往期《安全 +》

刊物。

4.3 BYOD 场景分析

BYOD 场景网络拓扑：图 6 中有两个节点，Node 是一台服务

图 6  BYOD 场景分析

器，Switch 是一台实体交换机。 服务器中，br-byod、br-internal

和 br-external 是三个 ovs 网桥，eth0、eth1 和 eth2 是服务器物

理网卡，分别连接到 br-byod、br-external 和 br-internal上。ns 代

表 network namespace，两个 ns 分别提供 DHCP 和路由功能。

Byod-Server 是 Byod 认证服务器，连接到 br-byod 网桥上面。 其

中 br-internal 通过 eth2 接入到公司内网，br-external 通过 eth1 接

入到 Internet。Switch下面接入两个无线 AP，供手机和 Pad 等设

备接入网络。

软件定义安全（SDS，Software-Defined Security）与软件定

义网络对应的，是安全控制平台分离了安全的控制和数据平面。虽

然在软件定义安全体系中，安全控制器（Security Controller）是核心，

但对于图 6 中 SDN 控制器，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北向应用。

用户将设备通过无线 AP 接入SDN 网络，如果是未经认证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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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其 HTTP 请求会被重定向到认证服务器上（Byod-Server）进行认证。如果认证通过，

根据用户身份，判断该用户外网和内网访问权限，允许用户接入有权限访问的网络。在此过

程中，Agent 需要实时监测 Switch 提交给控制器的 PacketIN 数据包，如果检测到 TCP 端

口是 80（HTTP）的数据包，SC 通过 Agent 调用 SDN 控制器的路径计算和新增流表 API，

首先计算出一条设备接入点到 Byod-Sever 之间的路径，然后对路径中的交换机依次下发流

表，完成重定向操作。在重定向过程中，Switch 新增流表为：

cookie=0xcc0000000000000, duration=23.43s, table=0, n_packets=4, n_

bytes=801, idle_timeout=28,priority=3,tcp,inport=4,dl_src=9c:c1:72:c6:12:ba,dl_

dst=00:11:22:03:04:01,nw_src=111.0.0.169,nw_dst=54.192.140.131,tp_src=54209,tp_

dst=80 actions=output:47

br-byod 新增流表为：

cookie=0x0, duration=24.74s, table=0, n_packets=0, n_bytes=4, idle_age=28, 

priority=3,tcp,in_port=6,dl_src=9c:c1:72:c6:12:ba,dl_dst=00:11:22:03:04:01,nw_

src=111.0.0.169,nw_dst=54.192.140.131,tp_src=80,tp_dst=54209 actions=mod_dl_

dst:52:54:00:12:34:56, mod_nw_dst: 111.0.0.64,output:5

从以上连个流表可以看出，流表下发后，除 byod-server 所在交换机之外的所有交换

机会对重定向数据包沿着重定向路径进行正常转发，byod-server 所在交换机会根据 byod-

server 相关信息（Mac ：52:54:00:12:34:56 ；IP ：111.0.0.64）修改数据包的目的 Mac 地址

和目的 IP 地址。以上两条流表可以把数据包从接入点重定向到 byodserver，从 byodserver

返回到接入点流表原理相同。

若设备认证通过后，则会新下发一条更高优先级的流表，对认证后设备的流量进行正常

转发，对应流表可参考初始化指令（4）中流表。

我们在 BYOD 场景中，分别验证了 Floodlight、VNC 和绿网 GNFlush 控制器，对于不

同的 SDN 控制器采用对应的 Agent，而安

全控制平台与其北向安全应用保持不变，实

现了灵活普适的软件定义安全。

五、总结

本文讨论了安全应用在 SDN 中的集成

方式和安全应用对 SDN 控制器接口功能的

需求。对比内置型和松耦合两种 Agent 部署

方式，松耦合方式移植性更好，能够更快地

适配不同的 SDN 控制器。如何设计 Agent

保证尽可能独立于 SDN 控制器和安全应用，

又要保证 Agent 以更高实时性监测网络数据

包和拓扑变化，是以后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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