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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IPv6 是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的缩写，即“互联网协
议第 6 版”，用于替代现行协议 IPV4（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的下一代 IP 协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
金融行业贯彻〈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
动计划〉的实施意见》银发〔2018〕343 号文件（下文简称
“《意见》”）的要求，我公司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学习文件精
神，并安排技术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对信息系统进行梳
理，制定 IPv6 改造计划并进行了分批实施。
IPv6 的一系列推广有着深远的意义。我公司在部署 IPv6
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难点，本着积极面对问题的态度，寻求
合适的解决办法，顺利完成既定的改造任务。下面就推广
IPv6 的意义及遇到的工作难点做下简单总结。
二、对 IPv6 推广意义的认识
（一）解决 IPv4 地址严重不足的问题
IPv4 地址数量共有 40 多亿，据公开数据显示，美国拥
有一半以上，我国拥有全球 20%的互联网用户，却只有 5%
的 IP 地址，已成为 IPv4 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作为一种垄
断资源，美国也不可能让出部分 IP 给其它国家使用，随着互

联网应用的继续发展，解决 IPv4 地址数量不足已迫在眉睫。
IPv6 从现有 IPv4 的 32 位扩展至 128 位，
IP 地址数量（理
论上有 2128 个）多到可以为全世界的每一粒沙子分配一个地
址，可有效解决 IPv4 地址不足的问题。将来随着物联网的发
展，我们可能会为所使用的每个电器分配一个 IP 地址，这样
的 IP 地址需求量是 IPv4 无法满足的。
（二）实现互联网服务安全运行
绝大部分互联网服务依赖于域名解析，而现行 IPv4 的共
有 13 台根域名服务器（1 台主根服务器，12 台辅根服务器），
美国部署了 1 台主根服务器和 9 台辅根服务器，英国、瑞典
和日本各有一个辅根服务器。如果发生战争等极端情况，他
国关闭根服务器对我国的服务，我国的 IPv4 互联网将陷入瘫
痪。
IPv6 的根域名服务器共 25 台（3 台主根服务器，22 台
辅根服务器）
，我国部署了 1 台主根服务器、3 台辅根服务器，
从根本上消除了对他国的依赖，从而更好的实现互联网服务
的安行运行，这一点也是对“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三）提升我公司业务系统的连续性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是我公司始终坚持的原则，而客
户的网络有着复杂机而多样的环境，我公司实现 IPv6 改造，
也可为客户多一条访问路径，不管客户所处的网络环境是
IPv4 还是 IPv6，亦或是发生了关闭 IPv4 根域名服务器的情
况，都可保证客户访问业务系统的连续性，从而提升客户的

满意度与信任度。
（四）缓解我公司在 IPv4 使用中配置复杂的问题
我公司在 IPv4 的使用中，大部分网段没有采用标准的私
网 地 址 ， 而 是 使 用 了 较 多 的 公 网 网 段 （ 如 198.0.0.0/8 、
221.0.0.0/8 等），当访问的 IP 地址在公网和内网中同时存在
时，会增加网络路由配置的复杂度。而随着全球 IPv6 的推广，
这个问题将得到缓解并最终不复存在。
三、我公司 IPv6 改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我公司从 2019 年开始，根据行业推广 IPv6 计划的要求，
着手对互联网业务进行对 IPv6 的支持与改造。到目前为止，
能够按照行业要求进度推 IPV6 改造工作，但具体工作中也
遇到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惑。
（一） 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的思考
我公司机房分为主机房、同城备份机房和异地灾备机
房，各机房均需完成 IPv6 改造。根据工作规划，所有机房的
IPv6 改造分为三期完成。其中，2020 年底将完成一期改造。
网络示意图如图 1 所示，由于部分重要业务（如网上交易）
在 IPv4 的环境中主备机房同时接入，处理能力较强，但如果
一期工作只改造主机房，必然会造成 IPv6 接入能力低于改造
前的情况。为此，我公司通过网络设计，主机房采用多家运
营商 IPv6 专线接入，以解决线路冗余与容量问题，同时利用
跨机房二层网络，将客户请求均衡分发至主备机房服务器，
以提高服务器处理能力，以满足《意见》中“到 2020 年底，
金融服务机构面向公众服务的互联网应用支持 IPv6 连接访

问，并具备与 IPv6 改造前同等的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的要

求。
图 1：IPv6 网络改造示意图
在后期的改造中，还将考虑主备机房接入设备组成跨机
房集群，将进一步提高机房间的 IPv6 的互备能力。
（二） 链接页面的“天窗问题”
我公司部分网站中存在一些纯 IPv4 的链接页面，当使
用 IPv6 客户端访问该网站时，会出现链接页面无法正常打开
的问题。针对该问题，通过设置前端负载均衡，将 IPv4 的链
接页面替换为负载均衡的 IPv6 地址，当客户端访问到该 IPv6

地址时，负载均衡作为代理服务器访问链接页面，并将结果
返回给客户端，从而在客户端正常显示链接页面。该方法可
能会牺牲一些效率并增加负载均衡设备的压力，但客户体验
较好，且将来随着 IPv6 的普及，该问题最终将不复存在。
（三） NAT4/6 转换引起的安全问题
对于部分无溯源要求且近期无法完成升级的应用，可
采用 NAT4/6 转换的方式进行升级，即负载均衡将 IPv6 请求
的客户端源地址改为自己的 IPv4 地址发送给服务器，该方法
可实现客户的正常访问，但由于 IP 地址已经转换，网络安全
防护设备（如 WAF、流量分析等）却无法对访问进行溯源，
流量审计存在较大隐患，防护层次被打破，运行监控体系无
法发挥效果。针对该问题，通过配置负载均衡设备，在访问
请求的 TCP 头部 Option 字段或 HTTP 协议的 X-Forward-For
字段中插入源 IPv6 地址，安全防护设备可通过读取这些字段
来获取客户端真实的 IPv6 地址。由于 IPv6 是新增的独立路
径，原 IPv4 访问不受影响（见图 2：NAT4/6 转换访问示意
图，其中，红线为原 IPv4 访问路径，紫线为新增 IPv6 访问
路径）
。后期也会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软件的升级改造。

图 2： NAT4/6 转换访问示意图
（四） SSL 二次加解密的效率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部分 WEB 服务采用了 SSL 加密，而
加解密工作均在 WEB 服务器上完成，NAT4/6 虽然可以很好
的解决客户访问问题，但由于负载均衡要在 HTTP 协议的
X-Forward-For 字段中插入源 IPv6 地址，因此在负载均衡在
SSL 卸载后，插入 IPv6 地址，并再次加密发送给 WEB 服务
器，WEB 服务器收到请求后，再次解密，设备压力大，效
率也比较低。为解决该问题，结合原 IPv4 相关配置，将 SSL
卸载工作统一由负载均衡完成，后端使用非加密的 HTTP 协
议，同时，后端安全设备也不再需要对访问数据进行解密处
理，既降低压力，又提高效率。
（五） NAT 应用的困惑
在 IPv6 的使用特点上，由于 IP 数量足够多，公网与私

网访问可以采用直接路由的方式，从而提高网络工作效率。
可在实际的环境中，每个互联网应用都采用多家运营商的专
线接入，每个运营商给我公司分配了足够使用 IPv6 地址段，
如果采用某一家运营商分配的 IPv6 地址段做为内网生产地
址，则其他运营商线路必须采用 NAT 的方式工作。即使是同
一个运营商，如果使用了多条专线，如不采用 NAT 方式，也
存在一个路由选择问题。所以我公司最终全部采用的 NAT
的方式，虽然这可能会损失一些效率，但由于该方式技术人
员最为熟悉，对维护更加有利。
（六） 双栈地址的有效管理困惑
目前的 IPv6 改造与应用，服务器全部都是 IPv4 与 IPv6
共存的双栈配置，而 IPv6 地址长度分为 8 段，每段由 4 个
16 进制字符组成，如果能在 IPv4 与 IPv6 之间建立一种简易
的对应关系，将便于记忆与管理。IPv6 虽提供了内嵌 IPv4
的书写方式（即后 32 位采用 IPv4 的书写格式）
，但在实际传
输过程中，还是会转换成标准的 IPv6 格式，不够直观。为此，
我公司在规划网段分类的同时，也制定了与 IPv4 相对应的分
配方法，即后 4 段（64 位）地址与 IPv4 直接保持一致，有
效解决了记忆与管理的难题。下一步将引入自动化流程管理
IP 地址，并结合域名的方式，提高 IP 管理效率。
（七） 网络设备选型周期长
IPv6 网络改造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需要具有 IPv6 接
入功能外，还需要有不低于 IPv4 的安全防护与运行能力，这
就要求在设备的选型、网络防护等方面有较为全面、可靠的

方案，对 IPv6 技术与产品掌握需要一个过程。从 2018 年下
年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对防火墙、负载均衡、WAF 等多家硬
件设备进行了测试与组网方案交流，并最终制定了符合我公
司 IPv6 建设方案。同时在测试与交流过程中，也逐渐提升了
技术人员对 IPv6 技术的理解和认识。
（八） 应用系统厂商响应较慢
我公司只有少部分互联网应用可以通过 NAT6/4 转换的
方式完成改造（如投教网站），但大部分互联网服务存在溯
源等要求（如网上交易系统），这就决定了不能以简单的网
络 NAT6/4 转换方式完成改造。即使在 NAT 过程中通过在
TCP Option 或 X-Forward-For 字段中插入源 IPv6 地址，但提
取这些字段内容也需要开发商完成，而开发商因技术或工作
排期等原因，不能及时给予升级，与之沟通也存在一定难度。
在分类统计各类互联网应用后，指定专门责任人，负责沟通
与督促，并施加适当压力，最终如期完成升级。另外，也存
在少量厂家产品已停止维护，但业务还暂时不能下线，也无
法利用 NAT 等网络技术解决互联网应用，该类应用通过下线
或功能替代的方法加以解决。
（九） 技术人员对 IPv6 认知需要提升
对于技术人员而言，IPv6 虽然并不陌生，但由于接触与
学习机会相对较少，处于边学习、边测试、边改造的状态，
遇到问题后需不断寻找外部帮助。
目前，技术人员虽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 IPv6 较多的知
识，但由于接触面的原因，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还只能从 IPv4

的角度去简单的理解与使用 IPv6，未能完全体现出 IPv6 的
新功能与新特点。后续工作中将组织技术人员进行 IPv6 的对
外学习和专项培训，以提高对 IPv6 的理解与应用
四、结束语
IPv6 的改造推广，对于我国互联网发展有着深远的意
义。目前，我公司的 IPv6 改造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可能还
会遇到一些难题和困惑，这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和坚持，相
信一定会如期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在我公司未来的工作
中，IPv6 网络改造仍然是一项主要工作，后续将逐步完成包
括同城备份机房、异地灾备机房在内的 IPv6 接入能力的建
设，并持续推进非面向公众服务的应用系统支持 IPv6 接入，
争取早日实现 IPv6 互联网服务全覆盖，在全行业推广 IPv6
的工作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