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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网关产品介绍
2017 年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
模部署行动计划》，要求用5 到10 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 全
球最大规模的IPv6 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 球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由此可见，IPv6 大规模部署和商用已经国家战略，势在必 行
。各国家机关、单位、运营商、企业都面临着在指定期限内完成艰巨的IPv6 升级改造工作，涉 及
到互联网应用、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改造升级。
总体来说，客户在完成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将会面临如下问题或困境：

▪

如何实现IPv4 网络和IPv6 网络的互联互通？从纯IPv4 时代迈向纯IPv6 时代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因此在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IPv4 和IPv6 网络共存的情况，而 客
户则需要允许IPv6 客户访问其IPv4 网络，或者允许IPv4 用户访问其IPv6 网络。为了 解决
该问题，客户则必须部署提供IPv6-to-IPv4 和IPv4-to-IPv6 转换解决方案的产品。

▪

如何提升 IPv6 应用的性能、稳定性和高可用性？随着用户的增长，同 IPv4 应用一样，客
户需要增加更多的 IPv6 应用服务器来提升应用的性能，因此客户需要IPv6 负载均衡功能
来提升IPv6 应用的性能、稳定性和高可用性，为用户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

如何解决IPv6 天窗问题？当网页包含其它网站内容的链接（外链），即使采取双栈技术 路
线，全面升级网络和修改程序，但被引用的其它网站未升级，IPv6 用户访问该网站时会 出
现响应缓慢，部分内容无法显示，部分功能无法使用等情况。该问题被称为“IPv6 天 窗 ”
问 题 。IPv6 天窗问题直接影响了用户体验，因此客户在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解决 IPv6 天
窗问题。

IPv6 网关产品在帮助客户实现IPv4 到IPv6 平滑过度的同时，也保障了客户IPv4 存量网
络、应用和基础设施正常工作，实现客户现有资产价值最大化。IPv6 网关产品系列针对客户的应
用、网络和基础设施的IPv6 改造提供了提供如下解决方案：

▪

IPv6 应用交付：该解决方案为客户的应用交付提供了IPv6-to-IPv4 和IPv4-to-IPv6 转换技
术，帮助客户将应用业务平滑和无缝迁移到IPv6 网络，解决IPv6 升级改造过程中遇到的
“IPv6 天窗”等问题，提供与IPv4 应用交付一致的性能、稳定性和高可用性，为用户提
供最佳的应用体验。

▪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该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客户完成域名系统（DNS）的IPv6 改造，
根据客户的网络和应用状态智能选择最佳解析结果，有效提升域名系统解析性能和应用访
问效率。

▪

IPv4/IPv6 边界网关：该解决方案提供 NAT64/DNS64 和 NAT46/DNS46 功能，帮助客户
实现IPv4 网络和IPv6 网络之间的智能转换，从而实现互联互通。

下文主要介绍IPv6 智能DNS 服务器解决方案提供的关键特性，以及典型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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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特性
1.

IPv4/IPv6 双栈

IPv6 网关提供全面的IPv4/IPv6 双栈支持，IPv4 和IPv6 协议栈独立运行互不干扰。IPv6 网 关
产品支持IPv4/IPv6 双栈的功能包括但不仅限于：接口地址、路由、DHCP、ARP/NDP、DNS 服
务器、NTP 服务器、负载均衡、智能DNS、智能链路、NAT、访问控制、日志主机、SNMP、 故
障检测、设备管理、集群和高可用性。

2.

IPv6 智能DNS
IPv6 网关可以部署为IPv6 智能DNS 服务器，通过返回不同的DNS 解析结果将网络流量分

配到部署在不同位置上提供相同服务的应用服务器上。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根据用户本地DNS 服务器的地理位置和网络就近性，为其返回离用户
“逻 辑 上 ” 最 近 或 响 应 最 快 的 服 务 器 的 IP 地址，提高了用户上网访问效率。
当IPv6 智能DNS 服务器检测到一台服务器故障时，将挑选其它可用服务器的IP 地址返回给
用户，这样就能保证用户在一台服务器故障时仍能正常访问业务，增加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用 性
。当检测到服务器恢复正常后，还可以将流量切换回该服务器。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可以将流量分配到多个可用的服务器上，实现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还支持服务池回退，不仅可以支持同种IP 类型（IPv4 或IPv6）的服务池
之间的失效回退，还可以支持不同IP 类型的服务池之间的失效回退。

3.

全域名解析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可以作为权威域名服务器，负责维护一个区域所有域名的信息，作为
该区域所有信息的权威信息源。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可以对A（IPv4）、AAAA（IPv6）和CNAME 请求提供快速智能的解
析服务，支持轮询、加权轮询、IP 优先、哈希IP 和SNMP 等智能解析IP 选择算法。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还支持自动失效切换，将故障服务器上的流量即使引导到健康的服务器上。此外，全
域名功能可以负责处理A、AAAA 和CNAME 类型之外的所有其它类型的DNS 解析请求，例如 MX
类型和PTR 类型。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还支持递归查询功能，代理客户端进行DNS 递归解析，将最终的正确
解析结果返回给客户端，提升客户端的应用体验。

4.

支持EDNS 扩展

自 2019 年2 月1 日起，主要DNS 软件和服务提供商将会更新相关代码，从他们的软件和服 务
中去掉对不规范 DNS 实现的兼容，这一变动又称为“DNS Flag Day”。 在“ DN S Flag Day” 之
后，DNS 权威服务器在收到请求者的带有 EDNS 扩展的查询时必须返回 DNS 响应。否则，请 求
者不会在发起非不带EDNS 扩展的查询，进而会导致DNS 业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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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智能DNS 服务器不受“ DNS Flag Day” 的影响。IPv6 智能DNS 服务器不仅可以忽略
DNS 查询携带的EDNS 扩展而返回不带EDNS 扩展的DNS 响应，还能够对携带DNSSEC 和
Client Subnet 扩展的DNS 查询返回携带相应EDNS 扩展的DNS 响应。
此外，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的 DNSSEC 功能解决了用户在 DNS 递归查询中可能遭遇的中
间人攻击，有效防止DNS 欺骗和缓存污染。

2.5.

动态就近性系统

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提供动态就近性探测系统（Dynamic Proximity System，DPS），可
以用于动态探测客户端的本地 DNS 服务器与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的就近性关系，从而可以生 成
动态就近性规则。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根据动态就近性规则确定客户端归属的区域，从而为 客
户端选择距离“ 最 近 ” 的服务器IP 来进行应答，缩短客户端访问的响应时间，提升用户体验。

6.

DNS 服务器高可用

IPv6 智能DNS 服务器提供应用健康检查功能，对服务池中的服务IP 进行健康检查。当服务
IP 不可用时，IPv6 智能DNS 服务器自动将不可用IP 从服务池中下线，确保了返回给本地DNS
的IP 地址都是健康可用的，增加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用性。当服务IP 恢复可用时，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又可以将服务IP 自动上线。

7.

DNS 安全
IPv6 网关提供DDoS 防御功能，防护IPv6 智能DNS 服务器免受DoS 和 DDoS 攻击。

DDoS 防御功能可以防御如DNS Query Flood 攻击、DNS NXDomain Flood 攻击、UDP Flood
攻击、TCP Flood 攻击、Teardrop、Ping-of-Death、尼姆达病毒、Smurf 和其它恶意攻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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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网关提供访问控制功能，用于控制客户端的访问行为，从而防止大流量的恶意攻击，提
高内网资源的可用性。

2.8.

DNS 代理和侦听

DNS 代理和DNS 侦听提供丰富的策略，对广域网多链路网络中DNS 请求和应答进行智能地
分配和映射，引导网络流量合理分配到多链路网络中，充分利用带宽资源，节省用户开支。
DNS 代理和DNS 侦听支持DNS network 策略用于为源IP 地址属于特定网段的DNS 查询请 求
选择一个DNS 服务器。此外，DNS 代理和DNS 侦听还支持域名定制策略，包括静态策略，
Bypass 策略和保持性策略。
DNS 代理和DNS 侦听提供链路带宽检查，支持带宽超限时自动切换链路选择DNS 服务器；
支提供链路健康检查，支持链路故障时自动下线，切换到可用链路选择DNS 服务器，保证业务 的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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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应用场景
1.

支持IPv4 和IPv6 混合解析

客户的应用或者在线系统在完成了IPv6 的升级改造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对IPv6 和
IPv4 用户提供服务。
于此同时，客户的 DNS 服务器也需要完成 IPv6 的升级改造，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不仅可
以支持对 A（IPv4）、AAAA（IPv6）和 CNAME 请求提供快速智能的解析服务，还支持对应用
流量进行引导。
例如，对于IPv6 客户端的查询请求，可以返回IPv4 解析 IP，引导用户使用 IPv4 地址访问 客
户的应用，反之，对于 IPv4 客户端的查询请求，可以返回IPv6 解析 IP，引导用户使用 IPv6 地
址访问客户的应用。
此外，IPv6 智能 DNS 服务器提供服务池回退功能。例如当IPv4 服务池中所有 IP 不可用
时，可以回退到IPv6 服务池，提升客户应用的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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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耀
北京华耀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网络功能平台解决方案、应用交付解决方案、移动应用接入
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应用交付控制器（APV）、远程安全接入网关（AG）、应用安全防火
墙（ASF）、网络功能平台（NFP）、AMP集中管理平台等。
华耀科技一贯秉持为用户打造敏捷灵活与安全性能兼顾的网络环境的理念。作为多年的应用交
付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华耀科技确保应用性能、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将应用推送到终
端用户。通过华耀产品，用户可以使用任何设备、从任何地点访问云环境或企业数据中心的应
用、桌面或服务。从Web站点、到电子商务、到企业应用、再到云服务， 华 耀 科 技 解决方案
提供 了卓越的终端用户体验和可靠的安全性，全力保障企业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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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444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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