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tive Standby

高速硬件设备

支持 IPV6、DNSSEC、Microsoft NAP

采用 Active-Standby 方式，充分利用 IP 地址的分配范围

从导入到运行所需时间短，构建迅速

冗余架构可以确保单机发生故障时，网络正常运行

不影响用户使用网络

在无线 AP 间漫游
也不会发生通话中

断的现象
使用无线 LAN 和 IP
电话也没有问题

的 3 大特征

能保证 DHCP/DNS 服务器万无一失吗 ?
为了确保业务的连续性，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D3-ST04CN

3

板载 6 个 PCI-E(x1) 千兆 RJ45 网口 

DHCP/DNS 服务器硬件设备

为了确保网络正常运行，需要有

高安全性的具有冗余架构的 DHCP/DNS
能轻松构建动态、安全的网络。

具有冗余架构，确保网络正常运行。

构建高可用性的动态 IP 环境，以减轻管理员负担。

随着无线 IP 电话、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对

DHCP/DNS 服务器性能及稳定性的要求越

来越高。而目前大多数采用的是路由器或服

务器附带的 DHCP/DNS 功能，这样给维护

和管理都带来不便。为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采用专用服务器显得尤为重要。

注册 PC 等客户端的 MAC 地址，仅向已注册的客户端分配 IP。

禁止没有注册的客户端访问网络资源。

IP 地址的分配状况可以在管理界面上一目了然。

另外，分配的 IP 地址数超过所设置的阀值时，

可以向管理员发送邮件通知，在发生 IP 地址短

缺前及时应对。分配状况的确认、通知邮件的配

置可以以整个系统为单位，也可以以作用域为单

位进行设置。

在同时使用 DHCP 和固定 IP 的环境下，可以把固定 IP 地址设定

在 DHCP 的排除范围中。确保固定 IP 不被占用。

NetAttest D3 支持中文、日文的 WebGUI 设置界面。简单操作便可

完成域管理、查询限制、冗余架构。 即使是为应对漏洞等情况，而需

要进行升级，耗时也很短。因而对网络影响极小。就算不太精通 DNS

的管理员也能够操作自如。

NetAttest D3 支持中文、日文 WebGUI 界面，管理员可以

简单、迅速地构建 DHCP、DNS 服务器

一般的 DHCP 服务器的冗余架构采用的是 DHCP-Failover 模式，

IP 地址的分配范围在分割后分别管理。因此，一旦发生故障，

部分 IP 地址会无法使用。那么当使用无线 IP 电话时，由于在

WLAN 中漫游只能获得不同的 IP 地址，因而导致通话中断。

NetAttest D3 采用 Active-Standby 模式，最多支持 4 台冗余，

不会产生上述问题，因而实现了不间断网络通讯。

NetAttest D3 是专门用于 DHCP/DNS 服务器的硬件设备。可以放在公司内部作为 DNS/DHCP 服务器，也可以放在 DMZ 区域

作为向因特网开放的 DNS 服务器来运行。为了使 DHCP 服务能够在以 IP 为基础的网络上高效、稳定地运行，在设计时就注重

于设备的高性能、高可用性，并支持 DHCP 服务器的冗余架构，因而提供了一个稳定地 DHCP 服务，并实现了 IP 地址的充分

利用。

随着 IPV4 地址的枯竭，IPV6 的运用已经迫在眉睫。NetAttest D3 完全支持 IPV6 的运用。

随着 DNS 服务漏洞被发现，产生了“缓存毒药”等攻击手法。为此，IETF 发布了 DNS

安全认证的机制 (DNSSEC)--DNS 安全扩展。NetAttest D3 完全支持 DNSSEC。

NetAttest D3 同时还支持 Microsoft 的 DHCP NAP 功能。阻止不安全的客户端访问网络资源。

“附带”功能

带来的问题！

DNS 漏洞

DHCP 安全性不足

DHCP 的可管理性、容错性低

WAN 发生问题时，无法获得 DHCP 服务

总公司

分公司 A

分公司 B

DMZ

DNS

DHCP

万一发生故障 ...万一发生故障 ... 继承处理继承处理

定期同步

中小规模办公室 营业场所

（最多 5000 个 IP 租约、5000 条 DNS 记录）

最新的设置信息

同步

路由器

(附带 DHCP 功能 )

没有 DHCP 服务器…

来自外部
担心能否稳定运行

WAN 发生故障时，

LAN 也无法使用

的攻击

使用 NetAttest D3 可以轻松实现 DHCP/DNS 服务器

稳定、安全的运行

完备的管理、安全功能

产品规格通过 WebGUI 简单操作即可运行 DNS
服务器

IP 地址分配限制

不需要专业知识也可以设置管理域

IP 地址的分配状况可

以即时地显示、通知
使用 MAC 地址过滤

设置排除范围

型号 D3-ST04CN

5000

1000
约 70 租约 /秒

静态：5000、动态：5000
5000

1000

约 11000 查询 /秒

可

430mm×44mm×254mm
3.1kg

50Ｗ

150W 标准工业级 ATX 单电源

温度 5 ～ 40°C、湿度 20 ～ 90% RH 不结霜

最多分配地址数

最多作用域数

DHCP 分配能力

IP 地址分配控制

最多记录数

最多区域数

DNS 查询处理能力

冗余结构

网卡

尺寸 (W×H×D)

净重

发热量

电源

运行环境

DHCP

服务器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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