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IPv6 改造项目技术总结
（国金期货供稿 四川局指导）

提要：为贯彻落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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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制定了详细的 IPv6 改造部署方案，成立 IPV6

改造工作组，由信息技术部牵头组织落实公司面向公众服务

的互联网应用系统的 IPV6 改造，主要包括网络规划、IPV6

基础环境建设、应用系统改造、应用系统推广等，且各项安

全保障能力不低于 IPV4。

一、项目基本情况

IPV6 改造项目涉及公司所有面向公众服务的互联网应

用系统及因业务发展新增的互联网应用系统。互联网应用系

统大致分为公司官网、主席交易系统、次席交易系统、中继

系统、APP 移动端、仿真系统等 10 余套系统。改造涉及后台

服务端和交易前端及网络设备、安全设备、互联网线路升级

改造。

二、项目执行情况

IPV6 改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系统梳理分析与前期准备

2020 年初因疫情影响，IPV6 改造推动工作进展缓慢。

为按时完成公司 IPV6 改造工作，项目组成员通过远程会议、

远程办公等方式完成公司所有互联网应用系统的梳理，主要

为期货核心交易系统（综合交易平台 CTP、易盛启明星）、中

继系统（文华、彭博、同花顺、咏春、快期）、PC 交易终端

（文华财经、博易大师、易盛、快期、同花顺）、移动端（国

金 APP）、量化交易系统（量投）等，指定专门负责对接人与

相关软件厂商（如上期技术、上海文华财经、上海彭博、郑

州易盛、同花顺）进行技术交流与方案讨论，并与相关网络

及设备服务商（如深信服、山石、华为、A10 Networks、三

大运营商等）进行技术交流与方案讨论。同时参与监管部门

及相关供应商组织的 IPv6 培训会议，积极与四川证监局、

行业机构沟通，确保相关方案的制定有据可依、符合要求。

其中，期货核心交易系统（综合交易平台 CTP、易盛启

明星）、中继系统（文华、彭博、同花顺、咏春、快期）部

署于公司张江机房，量化交易系统（量投）及综合交易平台

（CTP 灾备）部署于公司成都中国电信西部信息中心机房，

量化交易系统（量投）部分服务部署于微软云和天翼云。公

司张江机房和西信机房网络拓扑图及各应用系统基本架构

如下。

图一：张江机房网络拓扑图：



图二：西信机房网络拓扑图



图三：期货交易系统典型架构示意图



如上图一，张江机房的互联网接入区有移动、联通、电

信三大运营商的互联网专线接入，通过两台互联网交换机与

互联网发布区的两台山石网科的防火墙相连，之后与 A10

Networks 的两台负载均衡设备连接，机房核心交易系统均通

过各自专属交换机与 A10 相通。架构上各节点均有冗余备份

设备，安全性上实现 A10 与山石的双重异构。图二，西信机

房作为灾备机房，互联网接入点通过两台深信服设备

（SLFU-CX-LB-SXF-Pri/Sec）对外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机

房应用系统通过两台防火墙后与深信服设备互通。图三，期

货交易系统的典型架构图，用户通过 PC 或手机端访问交易

系统前置层，部分交易客户会通过中继系统中转后访问交易



系统前置层，之后通过交易系统内部核心服务、报盘机服务

连接交易所。

（二）改造方案制定

目前 IPV6 改造主要有三种技术方案：双栈技术、隧道

技术、地址转换。根据目前 IPv6/IPv4 整体使用情况，结合

我公司梳理的信息系统及网络架构现状，组织制定了 IPv6

改造方案如下：

1.申请 IPv６地址段，向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申请

互联网专线 IPV6 地址、新安装 IPV6 互联网专线，在张江机

房和西信机房搭建配置 IPv6 网络环境；IPV6 专线开通后，

为各应用系统前置层分配 IPV6 地址进行联通性测试，并加

入网络监控软件，7X24 监控 IPV6 网络联通性及稳定性。

2.因张江机房 A10 设备支持 IPV6 网络，故无需对网络

设备进行升级。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后期客户交易的连续性

和穿透式监管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决定对张江核心机房的生

产系统应用（综合交易平台 CTP、中继系统）采用双栈模式

改造，为最大程度减小对原有交易系统影响，CTP 系统采用

部署代理服务 Tradeagent 和 mdfront 中转实现应用的 IPV6

访问，中继系统则采用前置层改造的方式，实现应用的

IPV4/IPV6 双栈模式；因易盛启明星系统可直接将客户登录

的穿透式信息采集结果回传至后台，故采用地址转换模式改

造。



3.因西信机房除了部署综合交易平台（灾备系统）外，

还部署了公司张江主用系统的交易站点（交易前置层），为

节约服务器资源，有效利用资源，故灾备机房的综合交易平

台和主用系统站点置于同一服务器，均采用双栈模式改造，

通过不同应用端口区分。

4.对 PC 交易终端（文华财经、博易大师、易盛、快期、

同花顺）、移动端（国金 APP）等前端进行改造，前端的改造

根据其后台服务的改造模式进行对应改造。

5.加强 IPv6 网络安全防护，防火墙采用双重异构模式，

同时旁路部署 IDS、部署 WAF 防火墙等设备，确保网络安全。

（三）搭建环境测试验证

针对以上改造方案，分别在张江核心机房和成都西信机

房进行验证测试，对各系统改造完成后的后台服务运行情况、

交易终端使用情况、系统稳定性进行了充分测试。测试验证

结果均符合预期。

（四）生产环境实施 IPV6 改造

1.生产环境开通 IPv6 地址并进行联通性测试，结果如

下：



2.针对综合交易平台（CTP 交易系统），分别对前置层操

作系统配置 IPV6 地址，并配置其代理前置实现 IPV6/IPV4

双栈模式，具体如下：

Tradeagent 配置：

3.针对易盛启明星系统直接通过 NAT地址转换模式实现



IPV6 改造，主要完成系统版本升级与网络站点配置与发布。

4.针对中继系统，在中继系统前置层服务器配置 IPV6

地址，同时在 A10 网络设备通过 IPV6 网络发布至互联网，

实现 IPV6 访问。

5.IPV6 支持的 PC 终端及 APP，通过改造互联网 PC 终端

及移动 APP 通信协议，完成改造。





三、技术难点和解决方案

（一）技术难点

1.互联网应用系统繁多，部署于多地数据中心，改造涉

及网络设备、应用系统改造，如何合理制定 IPV6 技术改造

实现方案？

2.各应用系统厂商支持进度不同，如何确保改造期间技



术系统平稳运行？

3.部分云服务商不支持 IPV6，且支持时间点无法明确，

如何确定改造方案？

（二）解决方法

1.针对技术难点 1，互联网应用系统部署于多数据中心

且应用系统繁多，通过梳理系统类别及通信方式，将各应用

系统对外服务层主机进行罗列，根据其通讯方式和系统特点

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改造方案，如仅涉及做 IPV6 地址转换

后即可正常运行的应用系统，直接通过 IPV4toIPV6 的转换

方式进行改造，如果应用系统本身需对互联网终端访问方进

行有效数据记录、采集等，则通过在应用系统前置层部署

IPV6 应用，且在前置层主机配置有效 IPV6 地址方式进行改

造，网络设备改造层，则依据各数据中心应用系统特点，充

分利用已有支持 IPV6 的设备，如防火墙、路由器等进行网

络层改造。

2.针对技术难点 2，因各系统厂商支持进度不同，为确

保有互联依赖的互联网系统正常工作，则通过对独立系统进

行优先改造，有依赖系统根据其运行特点，若通过网络层改

造支持 IPV6 后，应用层可支持正常链接访问的，则优先进

行改造，若应用本身需采集客户端访问地址信息等，则通过

在实际环境进行验证，在确保应用可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进行

改造，若采集异常，则暂时只完成网络层和操作系统层改造，



应用层完全支持 IPV6 后再行测试改造。对互联网应用终端，

则通过分批分机房实现，如本机房网络设备及当前网络运营

商 IPV6 支持不足，则通过其它机房互联方式完成改造。

3.针对技术难点 3，部分云服务商，如天翼云 IPV6 支持

程度不足，且通过沟通，无法确保在人民银行要求的时间节

点内支持，则通过对应用系统功能组件进行分类并把支持

IPV6 的组件进行剥离，部署于已完成 IPV6 改造的数据中心，

进行跨机房互联模式，完成部署于云环境的应用系统 IPV6

改造。

四、结语

在保证 IPv6 改造项目按计划方案推进的同时，不会影

响原有 IPv4 应用系统的正常使用，推荐改造措施有：

1.新建 IPv6 网段，与原 IPv4 独立；

2.互联网应用系统的升级发布应在搭建测试环境充分

测试、完全通过之后再进行切换；

3 切换后及时记录 IPV6 用户访问情况和 IPV6 网络流量

情况，对 IPv6 与 IPv4 用量进行对比，确保升级系统容量使

用率在正常范围；

4.充分研究各种网络环境情况和各类交易终端客户

IPv6 请求机制及运营商 IPv6 支持状况，目前 PC 端因网络运

营商原因，存在较多不支持 IPv6 的情况，而移动端比较新

一些的手机基本是支持双栈，并且是 IPv6 优先。



IPV6 改造后面临的问题：

1.IPv6 网络目前的稳定性和客户侧网络环境支持情况

较弱，不及原来的 IPv4 网络,网络运营商的线路与环境都在

逐步改善中，对应用稳定要求较高的系统，需要做好监控和

应急措施；

2.随着互联网应用系统的迁移及客户访问环境的变化，

容量可能出现瓶颈，需要根据自身业务发展及网络的变化，

做好评估与升级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