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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P 攻击防御配置命令
1.1 ARP 防止 IP 报文攻击配置命令
1.1.1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命令】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undo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命令用来使能 ARP 黑洞路由功能。undo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命令用来关闭 ARP 黑洞路由功能。
【举例】
# 使能 ARP 黑洞路由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1.1.2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命令】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undo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命 令 用 来 使 能 ARP 源 地 址 抑 制 功 能 。 undo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关闭 ARP 源地址抑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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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配置可参考命令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举例】
# 使能 ARP 源抑制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1.1.3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命令】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limit-value
undo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limit-value：ARP 源抑制的阈值，取值范围为 2～1024。
【描述】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命 令 用 来 配 置 ARP 源 抑 制 的 阈 值 。 undo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ARP 源抑制的阈值为 10。
如果网络中某主机向设备某端口连续发送目标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当每 5 秒内的 ARP 请
求报文的流量超过设置的阈值），对于由此 IP 地址发出的 IP 报文，设备不允许其触发 ARP 请求，
直至 5 秒后再处理，从而避免了恶意攻击所造成的危害。
相关配置可参考命令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举例】
# 配置 ARP 源抑制的阈值为 100。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100

1.1.4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命令】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视图】
任意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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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命令用来显示当前 ARP 源抑制的配置信息。
【举例】
# 显示当前 ARP 源抑制的配置信息。
<Sysname>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ARP source suppression is enabled
Current suppression limit: 100
Current cache length: 16

表1-1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显示信息描述表
字段

描述

ARP source suppression is enabled

ARP 源地址抑制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Current suppression limit

设备在 5 秒时间间隔内可以接收到的同源 IP，且目的 IP 地址不能
解析的 IP 报文的最大数目

Current cache length

目前记录源抑制信息的缓存的长度

1.2 ARP 报文限速配置命令
1.2.1 arp rate-limit (system view)
【命令】
集中式设备：
arp rate-limit { disable | rate pps drop }
undo arp rate-limit
分布式设备：
arp rate-limit { disable | rate pps drop } [ slot slot-number ]
undo arp rate-limit [ slot slot-number ]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disable：不进行限速。
rate pps：ARP 限速速率，单位为包每秒（pps）。取值范围为 1～100000。
drop：丢弃超出限速部分的报文。
slot slot-number：指定单板的槽位号。
【描述】
arp rate-limit 命令用来开启 ARP 报文上送限速功能，可以配置全局 ARP 报文限速速率，配置对
超速 ARP 报文的处理，或者配置取消 ARP 报文限速。undo arp rate-limit 命令用来恢复 ARP
报文限速的缺省值。
缺省情况下，开启 ARP 报文上送限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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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 配置 ARP 报文上送限速为 50pps，超过限速部分的报文丢弃。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rate-limit rate 50 drop

1.3 ARP 报文源 MAC 一致性检查配置命令
1.3.1 arp anti-attack valid-ack enable
【命令】
arp anti-attack valid-check enable
undo arp anti-attack valid-check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arp anti-attack valid-check enable 命令用来在网关设备上使能 ARP 报文源 MAC 一致性检查功
能。网关使能此功能时，会对接收的 ARP 报文进行检查，如果以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源 MAC 地
址和 ARP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不同，则丢弃该报文。undo arp anti-attack valid-check enable
命令用来关闭 ARP 报文源 MAC 一致性检查功能。
缺省情况下，关闭 ARP 源 MAC 一致性检查功能。
【举例】
# 使能 ARP 源 MAC 一致性检查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anti-attack valid-check enable

1.4 ARP 主动确认配置命令
1.4.1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命令】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undo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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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描述】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命令用来使能 ARP 主动确认功能。undo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关闭 ARP 主动确认功能。
ARP 的主动确认功能主要应用于网关设备上，防止攻击者仿冒用户欺骗网关设备。
【举例】
# 使能 ARP 主动确认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anti-attack active-ack enable

1.5 授权 ARP 配置命令

本特性目前仅支持三层以太网接口。

1.5.1 arp authorized enable
【命令】
arp authorized enable
undo arp authorized enable
【视图】
三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arp authorized enable 命令用来使能接口下的授权 ARP 功能。undo arp authorized enable 命
令用来关闭接口下的授权 ARP 功能。
缺省情况下，接口下未使能授权 ARP 功能。
使能接口下的授权 ARP 功能后，会启动接口下授权 ARP 表项的老化探测功能，并禁止该接口学
习动态 ARP 表项；关闭接口下的授权 ARP 功能后，会关闭该接口下授权 ARP 表项的老化探测
功能，并允许该接口学习动态 ARP 表项。
【举例】
# 使能接口下授权 ARP 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arp authorized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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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arp authorized time-out
【命令】
arp authorized time-out seconds
undo arp authorized time-out
【视图】
三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seconds：授权 ARP 表项的老化时间。取值范围为 30～86400，单位为秒。
【描述】
arp authorized time-out 命 令 用 来 配 置 该 接 口 下 授 权 ARP 表 项 的 老 化 时 间 。 undo arp
authorized time-out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授权 ARP 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1200 秒。
【举例】
# 配置授权 ARP 表项的老化时间。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arp authorized time-out 120

1.6 ARP 自动扫描、固化配置命令
1.6.1 arp fixup
【命令】
arp fixup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arp fixup 命令用来配置 ARP 固化功能，将当前的动态 ARP 表项转换为静态 ARP 表项。后续学
习到的动态 ARP 表项可以通过再次执行 arp fixup 命令进行固化。
需要注意的是：
z

固化后的静态 ARP 表项与配置产生的静态 ARP 表项相同。

z

固化生成的静态 ARP 表项数量同样受到设备可以支持的静态 ARP 表项数目的限制，由于静
态 ARP 表项数量的限制可能导致只有部分动态 ARP 表项被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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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如果用户执行固化前有 D 个动态 ARP 表项，S 个静态 ARP 表项，由于固化过程中存在动
态 ARP 表项的老化或者新建动态 ARP 表项的情况，所以固化后的静态 ARP 表项可能为（D
＋S＋M－N）个。其中，M 为固化过程中新建的动态 ARP 表项个数，N 为固化过程中老化
的动态 ARP 表项个数。

z

通过固化生成的静态 ARP 表项，可以通过命令行 undo arp ip-address [ vpn-instance-name ]
逐条删除，也可以通过命令行 reset arp all 或 reset arp static 全部删除。

【举例】
# 配置 ARP 固化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rp fixup

1.6.2 arp scan
【命令】
arp scan [ start-ip-address to end-ip-address ]
【视图】
三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三层以太网子接口视图/VLAN 接口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start-ip-address：ARP 扫描区间的起始 IP 地址。起始 IP 地址必须小于等于终止 IP 地址。
end-ip-address：ARP 扫描区间的终止 IP 地址。终止 IP 地址必须大于等于起始 IP 地址。
【描述】
arp scan 命令用来启动 ARP 自动扫描功能，该功能可以对接口下指定地址范围内的邻居进行扫
描。
需要注意的是：
z

如果用户知道局域网内邻居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指定了 ARP 扫描区间，则对该范围内的邻
居进行扫描，减少扫描等待的时间。如果指定的扫描区间同时在接口下多个 IP 地址的网段
内，则发送的 ARP 请求报文的源 IP 地址选择网段范围较小的接口 IP 地址。

z

如果用户不指定 ARP 扫描区间的起始 IP 地址和终止 IP 地址，则仅对接口下的主 IP 地址网
段内的邻居进行扫描。其中，发送的 ARP 请求报文的源 IP 地址就是接口的主 IP 地址。

z

ARP 扫描区间的起始 IP 地址和终止 IP 地址必须与接口的 IP 地址（主 IP 地址或手工配置的
从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z

对于已存在 ARP 表项的 IP 地址不进行扫描。

z

扫描操作可能比较耗时，用户可以通过 Ctrl_C 来终止扫描（在终止扫描时，对于已经收到
的邻居应答，会建立该邻居的动态 ARP 表项）。

【举例】
#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下的主 IP 地址网段内的邻居进行扫描。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arp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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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下指定地址范围内的邻居进行扫描。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arp scan 1.1.1.1 to 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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