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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正是淘汰 
网络硬件的时候



2Cloudflare  |  网络硬件设备的消亡

摘要

尽管存储和计算已迁移到云中，但许多网络功能仍留在企业内部，
造成容量限制、高总体拥有成本、支持挑战和安全缺口等问题。在
混合工作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各个组织都在努力确保足够的容量和
有效的安全性。许多转型项目由于硬件积压远远超过一年而停滞。
本文概述这些挑战，对其后果进行量化，并提出通过基于云的解
决方案来提高混合云基础设施的速度、可负担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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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事实证明，云迁移是降低基础设施成本、提高数据和应用程序可用性以及提高运营敏捷性的有效 
策略。不过，这种迁移极少能够一步到位。许多大型组织发现自己混合部署了多云和内部基础设施，
形成一种复杂的结构：

这种混合基础设施不一定是坏事，但确实带来了麻烦。具体来说，它会造成各种网络功能（例如 
DDoS 缓解、负载平衡、防火墙和 VPN）留在本地的情况。

在以云为中心的世界中，传统网络硬件设备不能胜任保护和加速关键基础设施的任务。这些设备一
直是麻烦所在，成本高昂且往往杂乱无章，通过蛛网般的线缆连接在一起。一旦让云加入进来，安全
漏洞、性能损失和其他支持挑战便会迅速出现。

本文描述在迁移到云的世界中维护网络硬件的风险和缺陷，并提供了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有效的网络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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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世界中的硬件风险

网络硬件设备具有多种特定功能，其使用方式在不同组织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常见的示例包括：

安全

• DDoS 防护

• 防火墙

• 虚拟专用网络

• 可配置的策略

性能和可靠性

• 负载平衡

• 流量加速/WAN 优化

• 数据包过滤

• 流量分析

这类硬件部署到本地时，所形成的架构通常会面临五类风险：供应链压力、容量限制、高总体拥有	
成本、支持挑战和安全漏洞。

前三类对于哪怕最先进的网络和安全团队都始终会带来挑战，后两类则因为云迁移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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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种类的物理产品类似，网络硬件容易面临各种供应链困难。材料成本上升时，一些材料和组件
更难获得，或者运输提供商负担过重，网络硬件更难购买和更换。

不幸的是，这类困难最近很普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根据 Gartner 研究：“疫情之前， 
订货交付时间常常需要 4-6 个星期。现在，200–300 天很常见，我们在向客户询问时还发现超过 
430 天的情况。”

这些延迟源于多个因素：

• 物流困难：历史上的供应链模型有多个故障点，要求最低限度的员工数量，并极度依赖不一定安
全的技术——这些挑战近期开始发酵。在疫情期间，许多工厂停工，运输公司遭遇延迟，企业更难
招到并留住许多类型的供应链工人。所有这些挑战都使得生产和交付硬件所需时间更长。也许物
流中最有挑战性的方面就是，这就像是一场接力赛，自身没有遇到挑战的组织也可能因为供应链
上游某个链条中断而受到影响。

• 更高的材料成本：网络硬件设备依赖于各种原材料。由于需求旺盛、供应有限，材料价格飞涨，这
意味着，不仅企业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其网络所需的东西，而且所支付的价格也高了许多。
不幸的是，由于这些挑战，Gartner 预计硬件设备订货交付时间一直到 2023 年初都会保持高位
（来源）。

所有这些挑战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如果继续以采购、维护和更换硬件设备为工作重心，就会带来更
高的开销成本，花费更多时间进行规划而不是执行，并且在动荡时期增加了对于保护物理供应链的安
全性担忧。各个组织的工作重心应当从硬件设备的物流、订货交付时间、采购和存储转移到确保满足
客户的需要之上。

供应链压力

https://blogs.gartner.com/andrew-lerner/2022/02/22/network-equipment-lead-times/
https://blogs.gartner.com/andrew-lerner/2022/02/22/network-equipment-lead-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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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网络硬件设备的本质，在流量意外激增时网络硬件 
可能会变得不堪重负——无论流量是否合法，这一点已经
不足为奇。但近期的一些趋势表明，流量意外激增已经是
一个常见问题。

以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缓解为例。据 Microsoft 称，
史上最大的 DDoS 攻击发生于 2021 年 11 月，最大流量达
到 3.47 Tbps（来源）。即便是对于市面上最先进的 DDoS 
缓解硬件设备，这些 DDoS 攻击造成的负担也是它们承受
能力的许多倍，这些硬件设备通常仅提供缓解此类攻击所
需容量的一小部分。

并非所有组织都会招来如此规模的攻击，但同样并非所有
组织都能够或已经实施最先进的 DDoS 缓解硬件。一份 
Cloudflare 报告发现，容量耗尽攻击在 2022 年第 1 季度
有所增加。事实上，超过 10 Mpps（百万数据包/秒）的攻
击按季度环比增长了 300%，超过 100 Gbps 的攻击按季
度环比增长了 645%（来源）。不仅仅是 DDoS 攻击的数量
激增令人担忧，而且这些类型的攻击还会让许多所谓基于
高容量硬件的缓解解决方案不堪重负。

此外，攻击流量并没有计入可能同时访问您的数据中心的
合法流量。

容量限制
 在电商大促等流量高峰时段，平均来说，电子商务每日页
面浏览量会在一夜之间翻倍（来源），如果此时发生较小的
攻击，产生的流量激增仍可能足以超出安全硬件的可承受 
极限。

DDoS 缓解只是本地硬件容量限制的一个示例。

其他示例包括：

负载平衡器：独立的本地负载平衡器很容易因合法流量猛
然激增而超负荷。发生这种情况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置备和安装额外硬件。替代方案是保持可应对最坏状况
的充足容量，但这种方法需要组织以高昂代价持续运转大
量硬件。

虚拟专用网络 (VPN)：如今，提前预测 VPN 使用量的难度
提高了许多。对于许多组织来说，完全远程和混合工作成了
新常态，但传统的 VPN 方法需要仔细规划、维护和管理， 
因为许多 VPN 不适用于整个组织连续使用。有太多员工
在使用某个 VPN 时，连接和可靠性都会变差。此外，可能
会出现安全问题，因为 VPN 在设计时并没有实施 Zero 
Trust 控制措施。还有，如果 VPN 不堪重负，组织可能 
拆分隧道”来传输流量，如此一来，访问 Web 的流量不会

经过 VPN——这样就很难跟踪和管理员工的 Web 活动。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应对方法是购置更多、更新、更高容量
的硬件。但这样的方法会带来许多其他问题。

据称，在 2021 年 11 月，史上最大 
DDoS 攻击的最大流量达到了  
3.47 Tbps。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icrosoft-heres-how-we-stopped-the-biggest-ever-ddos-attack/
https://blog.cloudflare.com/zh-cn/ddos-attack-trends-for-2022-q1-zh-cn/
https://cloudflare.showpad.biz/webapp2/content/channel-template/32d04ec8a4816b114c97cca6d76e7d21/a2b46d4c-482c-44b3-8ab4-a7df511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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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容量限制一样，数据中心硬件价格昂贵也不足为奇。 
例如，要获得约 100 Gbps 的 DDoS 缓解能力，所需硬件
的前期投入可能介乎 40 万到 50 万美元之间。

而且，这些费用只是硬件设备总体拥有成本的一部分。请
考虑以下支出：

• 团队成本：购买、运行和维护硬件以抵御 OSI 模型中每
一层的威胁，并提供现代网站和互联网应用程序应有的
性能和可靠性，这需要团队成员在每一种网络功能方面
达到专家水平。组建具有如此广度和专业知识的团队是
一项代价昂贵的提议，尤其是在全世界有史以来劳动力
市场最紧张的时期。2022 年的一项 ISACA 调查发现，
在参与年度调查的 2,000 位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中，有 
63％ 的人反映有空缺的网络安全职位——比前一年增
加了 8%（来源）。

• 维护成本：本地网络硬件的使用寿命平均为 3 到 5 年，
然而这整个周期的质量担保常常需要额外的支出。如
果考虑到技术创新的步伐，这些本地设备的使用寿命
还会 进 一步 缩 短 。替 代 方案 是由厂商或第三方进 行
计划外——因此也没有预算——的维修。硬件故障也
可能导致数据中心停机，其平均机会成本超过每分钟  
8,800 美元（来源）。

拥有成本
• 更换成本：倘若每三年更换一次硬件设备，组织不仅需

要重新支付其初始投资，还要投入资源来运送和安装新
硬件。延迟更换通常会导致故障更加频繁，进而造成维
护成本增多。

云交付的网络服务与这种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有可
能通过一个更灵活的团队来运行，不会产生维护和运输 
成本，也不会迫使组织在代价高昂的升级和更频繁的故障
之间权衡取舍。

硬件故障可能导致数据中心停机，平
均机会成本超过每分钟 8,800 美元。

https://www.helpnetsecurity.com/2022/03/24/cybersecurity-professionals-hiring-retaining/
https://priceonomics.com/quantifying-the-staggering-cost-of-it-ou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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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硬件设备提供支持不仅是一项昂贵的提议，也是一
个后勤上的挑战。硬件需要经常打补丁，才能应对最新的漏
洞和攻击手段，这一过程通常依靠手动实施，因此容易受
到人为错误的影响。

组织使用的硬件设备越多，因为疏忽大意或担心影响重要
系统而最终疏于安装补丁的几率就越高。在最近的联合网
络安全公告中，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网络安全和基础
设施安全局 (CI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报告称，在广为传
播的网络攻击中利用了未安装补丁的网络设备中的 16 个
公开已知缺陷（来源）。这些漏洞会影响从小型商务路由器
到企业 VPN 在内的各种本地设备，而且可能使攻击者能够
操控网络流量并从目标网络中渗漏数据。

尽管列出的这 16 个缺陷大部分被评级为紧急，安装补丁
和补救措施并不容易。事实上，对硬件安装补丁可能相当 
复杂，因而有一整套的软件来帮助公司保持更新（来源）。

并且，哪怕只是遗漏一个补丁，后果也可能非常严重。这不
仅是因为硬件仍然存在漏洞，还因为一旦发布了补丁，相应
漏洞就会成为机会主义攻击者更高调的目标。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基于云的安全防护服务，后者默认自动修复漏洞并
安装更新，而且传播时间可以短至 30 秒，具体因云提供商
网络速度而异。

支持挑战

硬件的其他维护挑战包括：

• 故障排除：在仅有硬件的场景中，故障排除通常会迫使 
IT 团队经历一次艰辛的过程，逐一拔掉负载平衡器、 
防火墙和其他本地设备，如此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同时使用云服务时，会使此过程更加复杂。依赖硬件的
组织往往通过集中式数据中心及其所有独立设备来管
理对这些服务的访问。当员工无法访问某项服务时，IT 
团队还要检查一个额外位置来诊断问题。Productiv 最
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所有 SaaS 应用程序中有 56% 属
于影子 IT，也就是在 IT 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的未
经批准、未受到管理的应用程序，这个问题的范围和规
模正在迅速增长（来源）。

• 物理维护：当硬件设备发生损坏时，IT 团队必须断开其
物理连接，订购替换设备，测试替换设备并安装到位。
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考虑到许多跨国企业的规模十
分庞大，这些需要关注的设备有可能位于地球另一端。

https://www.cisa.gov/uscert/ncas/alerts/aa22-158a
https://www.comparitech.com/net-admin/best-patch-management-software-tools/
https://www.helpnetsecurity.com/2021/09/23/saas-applications-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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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组织具备所需的资源来持续置备和维护最新、最大 
容量的本地硬件，所形成的基础设施仍将面临严重的安全
缺陷，尤其是在云计算已成为全球趋势的大环境中。

以员工访问管理为例。尽管 VPN 硬件可以在远程员工设备
和运行于内部数据中心的应用程序之间建立加密隧道，但
在建立此隧道后，它无法监控和保护用户活动。

如果员工的设备受到恶意软件入侵，或者网络钓鱼攻击窃
取了他们的 VPN 凭据，则攻击者可能利用该 VPN 连接
来访问各种敏感信息。网络钓鱼和恶意软件仍旧构成严
重风险，并为威胁行为者带来丰厚的金钱收益。2021 年，
FBI 报道称网络犯罪造成了 69 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商
业电子邮件威胁 (BEC) 给企业造成了 24 亿美元的损失 
（来源）。

安全漏洞

云服务和 SaaS 应用程序进一步增加了以硬件为中心的基
础设施的安全性保障难度。例如，在混合云模型中，组织
会同时运行本地和云基础设施。组织无法简单地将安全硬
件发送给云提供商。如果组织想要继续将本地硬件用于其
自己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不同部分将以不同的方式受
到保护，从而使安全团队对传入攻击的可见性和控制力度
降低。

基于云的服务将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统一在由软件定义的单
个层下，从而克服这两项挑战。

对这种方法的详细说明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若要了解更多
信息，可以浏览以下文章：

• 什么是 Zero Trust 网络？

• 什么是安全访问服务边缘？

如果员工的设备受到恶意软件入侵，
或者网络钓鱼攻击窃取了他们的 VPN 
凭据，则攻击者或可利用该 VPN 连接
来访问各种敏感信息。

https://tech.co/news/phishing-scams-most-common-fbi
https://www.cloudflare.com/learning/security/glossary/what-is-zero-trust/
https://www.cloudflare.com/learning/access-management/what-is-s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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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安全和性能服务：	
优势和挑战

通过云交付网络服务能够避免许多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如供应链压力、容量限制、成本、支持挑战和
安全漏洞。

• 供应链：许多基于云的网络提供商旨在利用现代全球架构进行扩展，从而缓解供应链问题。

• 容量：由于云具有广泛分布和软件定义的性质，组织可随业务规模扩大而轻松置备更多容量。

• 成本：硬件的追加成本要么不存在，要么更容易提前计划。此外，云服务通常被归类为运营支出，
而不是资本支出，这为许多企业带来税务和会计方面的好处。

• 支持：后勤和资源需求由服务提供商解决。此外，也不会有遗漏补丁的可能，因为更新是自动 
进行的。

• 安全：软件定义的网络服务可以在单个保护层下统一不同的基础设施。

但若部署不周全，云网络服务也会面临自身的风险：

风险 描述

延迟

一些基于云的网络功能依赖于专门的云数据中心，例如用于缓解 DDoS 的清理中心。
将流量回传到这些数据中心可能会大幅增加延迟，具体取决于它与目标服务器的相
对位置。

如果组织针对不同的网络功能使用不同的提供商，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如果流量必
须在不同提供商之间传递，延迟可能达到数百毫秒。

支持 当组织为不同功能采用不同提供商时，故障排除仍然是个问题。很难判断哪个提供商
是拥塞或中断的起因。

成本 当组织为不同功能采用不同提供商时，仍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对其进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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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这些问题，请考虑以下策略：

• 寻找同时适用于云和本地基础设施的提供商。	  
这种能力让 IT 和安全团队能够设置一致的控制并从一个地方监控全局流量。这还有助于构建更
有韧性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团队能够迅速对市场状况的波动做出应对。

• 寻找提供能协同工作的多种网络功能的云提供商。	 	
这通常会减少流量必须进行的网络跳转次数，从而缩短延迟，进而改善最终用户体验。此外， 
在对网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您只需要联络一家公司就可以解决问题。另外，将多种功能捆绑
在一起通常可以降低成本。

• 寻找可以从其网络中每一个位置执行多种网络功能的云提供商。	  
通过收购来扩展其服务组合的提供商不一定会全面整合这些新服务，导致某些功能只能由某些数
据中心交付。因此，要考虑在整个网络中提供这些功能的提供商，从而避免上文列出的问题。

• 寻找网络覆盖全球的云提供商。	  
这一能力为上一项能力提供支持，确保最终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接近其网络。同时也能形成
一个大型网络表面，既可吸收 DDoS 流量，又能执行其他需要大容量的联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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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box 最近成了‘虚拟优先’
的公司。我们一直在探索这种业务
战略会对我们的安全性方法和网络
架构带来何种影响。Cloudflare 提
供了大力支持，帮助我们和其他像
我们这样的远程优先组织学习如何
适应这种‘新常态’，对此我们深表 
感激。”

Konstantin Sinichkin 
Dropbox 工程经理

Cloudflare 如何提供协助

组织如何加速网络转型，而不必等待硬件送达，也不必
投入更多资金采购只能使用几年的设备？  
使用 Cloudflare。

Cloudflare 建设了一个提供广泛服务的全球云平台，帮
助企业增强安全性，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并消除管理单
个网络硬件的成本与复杂性。这个平台充当一个可扩展、
易于使用的统一控制面，为本地、混合、云和软件即服务 
(SaaS) 应用程序提供极佳的安全、性能和可靠性。

至关重要的是，在 Cloudflare 覆盖 270 多个城市的全球
网络中，每个数据中心都能提供这些服务中的每一项， 
减少了使云实施复杂化的延迟。简化您的网络堆栈，加速
转型，并让您的网络做好应对未来的准备。

如需进一步了解，请访问：www.cloudflare.com 。

http://www.cloudflare.com


REV:BDES-3313.2022JUN10

010 8524 1783 | enterprise@cloudflare.com | www.cloudflare.com

© 2022 Cloudflare Inc. 保留一切权利。Cloudflare 
徽标是 Cloudflare 的商标。所有其他公司和产品名
称分别是与其关联的各自公司的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