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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mobile data service，some unexposed risk of the content based charging for the mobile data network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hree typical cases are analyzed to show the forming reasons of these risks. According to the
mobile packet network situation and the service environment，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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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重复计费，支持缺省内容计费，增强计费套餐多
样化”等计费功能，并公平地解决用户访问不同网络
为了吸引用户更多地使用数据业务，电信运营商
资源适用不同费率的问题，满足手机用户对流量半年
针对一些热门的应用推出了相应的套餐，例如中国联
包、视频包等各类资费套餐的个性化需求［3-4］。
通提供的“搜狐视频流量包”，用户只要订购该流量
然而内容计费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风险 ［5-6］：一些
包，就可以通过搜狐视频 APP 免费收看视频而无需额 “不法分子”通过寻找计费规则漏洞，实现常规流量免
外缴纳流量费用。这些新业务的推出，要求运营商能
费使用，从而不当获利，致使电信运营商遭受高额损
够根据访问业务采取不同费率，实现“业务流量 × 费
失。他们所开发的免流软件已经不再局限于“自建网
［1- 2］
率”的累加计费 。这样的内容计费方式可以实现
站开启代理服务”、
“人为制造网站目录名匹配运营商
“对属于不同应用类型的数据采取不同的资费标准， 免流 URL”等初级手段，而是开始围绕运营商自身通
信网络网元间进行内容识别与流量转发时可能存在
——————————
的规则瑕疵等做文章，例如“双 X-Online-Host”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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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彩信”欺诈等。
2016 年以来，国内部分电信运营企业就曾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手机异常流量的专项稽核工作，稽核的结
果同样佐证了时下“逃费流量”的严峻性——大量低
ARPU 值用户与其较高的流量消耗不相称，有些低套
餐用户甚至整月都在使用免费的“联通网上营业厅流
量”，更有甚者出现个别用户每月消耗上 GB 彩信流量
的情况。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从时下网上流传的免
流软件专业化程度之高来看，还是从电信运营商后期
的稽核数据来看，目前国内电信运营商移动分组网络
上的内容计费风险都已经到了不可小觑的程度，内容
计费风险正在加大，
面临新的挑战。

异，使得内容计费的新风险事件有了发生可能。梳理
2016 年以来各地新发现的内容计费风险案例，主要集
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2.1 GET 请求“双 X-Online-Host”消息行引入的计
费风险
案例现象：WAP 类手机用户上网时一个请求消息
里面有 2 个 GET 报文，其中第 2 个 GET 报文携带 2 个
“X-Online-Host”消息行，且第 1 个“X-Online-Host”字
段被赋值为空，如下：
GET http：
//wap.10010.com/fornm/
HOST：c.hiphotos.baidu.com\r\n
GET /forum/1e83.webp HTTP/1.1\r\n
HOST：wap.10010.com\r\n
2 内容计费新风险分析
X-Online-Host：\r\n
从日常手机用户申诉及后台大数据稽核分析情
X-Online-Host：
c.hiphotos.baidu.com\r\n
况来看，近期发现的内容计费风险事件几乎全部集中
风险分析：请求消息由 WAP 终端发出后，先后经
于手机使用 APN 为 WAP（如 APN 为 cmwap、uniwap、 过 GGSN 与 WAP 网关解析处理，最后根据“请求目的
3gwap 等）的上网过程。为便于描述，下面先介绍一下
地”被转发至 Internet。GGSN 完成 GET 报文的 DPI 解
手机的 WAP 上网过程，如图 1 所示。
析与费率匹配，WAP 网关完成流量由移动宽带网络向
Internet 的转发。由于 GET 请求报文中“双 X-OnlineHost”的出现，可能使得 GGSN 与 WAP 网关在处理 GET
WAP 网关
GGSN
请求报文时做出不同判断，
导致风险事件发生。
互联网
GGSN 进行 DPI 解析匹配内容计费 URL 时，会遵
GPRS 骨干网
SGSN
循“X-Online-Host>绝对 URI>Host 字段”的优先级顺
序，由于第 1 个 GET 报文没有“\r\n”的结束符，转而取
BSC/RNC
用第 2 个 GET 报文信息，但是第 2 个报文中的第 1 个
X-Online-Host 字段为“X-Online-Host：\r\n（注意\r\n
BTS/NodeB
结束符前有空格）”，赋值为空，导致 GGSN 采用绝对
URI 里的 URL 来匹配计费费率，即匹配“wap.10010.
com”网厅的免费费率。而 WAP 网关在解析处理该请
图 1 手机 WAP 上网过程示意图
求报文时，取用“目的地址”的优先级顺序为“合法的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手机 APN 设置为 WAP 浏览网
第 1 个 X-Online-Host”，由于第 1 个“X-Online-Host：
页时，WAP 网关充当了用户报文由 GGSN 去向 Internet
\r\n”赋值为空，不合法，最终会选定第 2 个“X-Online的“中转站”，也即“HTTP 代理”，WAP 终端与 GGSN 之
Host”中的访问目的地址进行转发，即用户实际访问的
间 、GGSN 与 WAP 网 关 之 间 传 送 用 户 报 文 时 使 用
将是百度网址。这样就会出现用户实际访问的 URL
HTTP 或 Wireless Profiled HTTP 协议。GGSN 负责用户
与 GGSN 识别的 URL 不一致的现象，
导致计费欺诈。
数据报文的内容识别及上网流量的费率匹配，WAP 网
免流总结：通过软件修改正常的 GET 请求报文，
关完成移动宽带网络至 Internet 的流量转发，GGSN 与
在其中插入多个“X-Online-Host：”或“Host：”消息行
WAP 网 关 之 间 既 相 互 独 立 又 协 同 配 合 ，共 同 完 成
制造假象，以此迷惑 GGSN 或 WAP 网关，使其产生误
WAP 类上网业务的内容识别及流量转发。事实上，正
判，达到欺诈逃费目的。
是由于 GGSN 与 WAP 网关分属于不同网元，各自在内
2.2 不规范的
“行结尾符”引入的计费风险
容识别、流量转发等方面的逻辑判断与处理机制差
案例现象：WAP 终端发送 GET 请求报文，携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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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字段：
FMNS：
2.X\n
Host：
api.account.xiaomi.com\r\n
Host：
upay.10010.com\r\n
其中第 1 行“FMNS：2.X\n”字符串以“\n”结尾，未
使用规范的
“\r\n”行结尾符。
风险分析：现网设备厂家的 GGSN 遇到“双 Host”
内容的 GET 报文请求时，一般都默认选择第 1 个 Host
字段信息作为计费匹配内容。案例中 GET 报文的第 1
个 Host 前面有 1 个 FMNS 字段，而且以“\n”结尾，不是
以规范的“\r\n”行结尾符来结尾，在这种场景下，部分
GGSN 设备会把第 1 个 Host 当作 FMNS 字段的一部分
来处理，由于 GGSN 并不能识别“FMNS 字段”，进而只
能以第 2 个 Host 字段信息来匹配内容计费，即匹配
“upay.10010.com”的免费费率。而 WAP 网关在解析处
理该请求报文时，可以正常识别“\n”进而忽略无意义
的“FMNS：2.x\n”字符串，最终选择第 1 个 Host 字段信
息进行访问转发，即用户实际访问的将是“api.account.
xiaomi.com 资源”。这样会导致用户实际访问的 URL
与 GGSN 识别的 URL 不一致，
带来计费风险。
免 流 总 结 ：HTTP 的 RFC 2616 协 议 明 确 定 义 了
“\r\n”和“\n”可以作为消息行的结尾符，而未定义“\r”
及其他符号也可以作为行结尾符，实际中有些厂家的
GGSN 设备只能识别“\r\n”行结尾符，不能识别或兼容
以“\n”或“\r”等结尾的字段，设备功能设计上的缺陷给
“免流软件”提供了可乘之机。
2.3“伪彩信”引入的计费风险
案例现象：异常流量专项稽核时，工作人员发现
某手机用户上网流量异常且大部分为彩信流量，而彩
信中心日志却显示该用户在同时段并无彩信的收发
记录。信令跟踪用户上网过程，发现用户 HTTP 请求
报文中的“Content-Type”字段赋值为“application/vnd.
wap.mms-message\r\n”，但其请求报文 URL 不是彩信
中 心 的 URL——Http：//mmsc.myuni.com.cn，然 而
GGSN 生成流量话单时却据此将用户上网流量全部匹
配为免费的彩信流量。
风险分析：该案例最终查实原因为 GGSN 内容计
费匹配规则存在瑕疵所致：普通流量按照“层三、层四
的 IP 地址、端口号以及层七的 URL”来区分识别，但是
当 GET 或 POST 请求报文中出现“Content-Type”字段
赋 值 为“application/vnd.wap.mms- message\r\n”时 则 全
部按照彩信流量匹配。

真实的彩信流量必然要经过 WAP 网关转发至彩
信中心，GGSN 识别彩信应该优选以 Get 或 POST 请求
报文中绝对地址是否为“Http：//mmsc.myuni.com.cn（也
可以是彩信中心 IP 地址）”或者相对地址中的 Host 字
段是否为“mmsc.myuni.com.cn（也可以是彩信中心 IP
地址）”作为判断依据，而不能单靠“Content-Type”字
段的赋值来进行匹配，如果 HTTP 请求报文中的绝对
地址或者相对地址都无法匹配上，即便是“ContentType”字段的赋值是对的，也应忽略。内容计费匹配规
则制定得合理科学与否，是能不能精准识别彩信业务
的关键，也是规避
“伪彩信”逃费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免流总结：彩信流量不计流量费，免流软件企图
通过 GET 或 POST 报文请求携带“Content-Type”字段
披上彩信流量的“外衣”达到既能免费又能绕道 WAP
网关访问 Internet 的目的。

3 应对策略和建议
通过上面几个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移动分
组网络内容计费面临的新风险主要来自于 WAP 上网
业务。虽然文中提到的 3 个计费漏洞都已经及时封
堵，但是现阶段，为做好风险防控及漏洞封堵工作，提
出以下 3 点应对策略和建议。
3.1 全面实施流量封顶或限速策略
从过去应对电信网络风险事件的经验来看，一般
都涉及网元软件版本升级，甚至硬件改造等纷繁芜杂
的工作，因此根治手机 WAP 上网的逃费问题不可能一
蹴而就，为最大限度减少运营商损失，建议电信运营
企业在现阶段应重点加强异常流量稽核工作并全面
实施流量封顶或限速策略。
针对流量逃费案例高发的省份，电信运营企业应
结合手机用户的 3G/4G 上网功能开启情况加强短周期
性的异常流量稽核工作，以做到对逃费行为的早发
现、早应对。
流量封顶策略的推出原本是为了保证网络资源
公平使用。实际中，通过这种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流量逃费给运营商造成的损失。当然前提是，不
论后付费用户还是预付费用户，在累加用户流量时，
均需将免费流量全部纳入封顶流量的计算，否则就达
不到遏制流量逃费的目的。
另外，为解决用户流量封顶后当月无法继续使用
手机上网的问题，出于提升手机用户上网体验的考
虑，也可以采取流量封顶后不关闭上网功能而采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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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限速的方法。例如对于 46 元的 4G 流量套餐，当其
月度流量超过 1.5 GB 的套餐流量后，网速就会被限制
在最高 128 kbit/s，次月 1 日才恢复正常网速，超出的流
量不再计费。这样既有效规避了逃费风险也化解了
用户流量封顶后无法上网的投诉风险。
3.2 多措并举查漏补缺，
有效化解已知存量风险
一般来说，风险都有一个多方积累的过程，移动
分组网络内容计费风险也不例外，这其中有产品方面
的因素，也有数据配置方面的因素，与此相适应，化解
消除这些风险也要分清原因，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前文所提及的“双 X-Online-Host”消息行引入的
计费风险和“不规范的行结尾符引入的计费风险”就
属于产品方面的风险。各省移动宽带网络上的 GGSN
设备和 WAP 网关设备分属不同网元、甚至不同厂商，
各自产品在工作机理、逻辑判断等方面的设计必然存
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很小，但对于需要协作的网络
来说也许就是致命的。况且有的厂商产品考虑兼容
性要高，有的要求客户体验要好，如此以来，产品之间
的差异可能就更大。以上 2 个风险案例的发生就缘于
这 种 产 品 方 面 的 差 异 ，即 逻 辑 判 断 规 则 差 异 ——
GGSN 和 WAP 网关在内容识别、数据报文转发机制方
面存在差异，导致计费欺诈风险被引入。化解这类内
容计费风险需要根据业务特点，遍历各种可能出现的
场景，制定协调统一的逻辑判断规则，要求相关网元
或设备厂商一以贯之、严格落实。
“伪彩信”引入的计费风险则属于数据配置方面
的风险，通过案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GGSN 之所以
将伪彩信报文匹配为彩信报文，完全就是数据配置不
合理或者说内容计费匹配规则制定的不科学造成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之前出现过的“URL 匹配时使用通配
符风险”。规避或化解这类内容计费风险需要在规范
数据配置方面下功夫，例如根据业务唯一性特征制定
计费匹配规则，细化、增加匹配规则条目等，做到数据
配置和业务识别一一对应。
3.3 依托风险预警机制，
提升全网风险防控水平
移动分组网络内容计费风险除了上面提到的已
知风险外，
一定还有一些我们未知或未预见的风险。
对于新发风险，如果我们的应对行动能够更快一
些，覆盖的网络范围更广一些，那些免流软件的生存
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现在有些电信运营商已在公
司内部建立了《网络安全风险预警通报制度》，通过不
定期发布网络安全风险点，指导全网加强网络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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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有效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对确保网络安全起到
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建议电信运营商依托这套制
度，将移动分组网络内容计费风险的防控也纳入其
中，当一省网络或一厂商设备发现内容计费风险后，
快速发布预警通报全网；找到应对措施，也应在第一
时间下发全网，部署落实，加快推进处置风险的速
度。可以肯定，在未知的通信网络风险面前，只有做
到信息及时高效传递，资源充分共享，才能有力提升
全网的风险防控水平。

4 结束语
应当说，内容计费不是一种完美的计费方式，复
杂冗长的数据配置在给运营商提供灵活计费方式的
同时，伴随着诸多的风险。由于运营商对外部合作网
站的管理或手机端 App 恶意欺诈等存在不可否认的短
板，因此要从根本上规避内容计费规则带来的外部风
险，还是应当立足自营业务的发展，逐步减少对外部
合作网站的依赖。还有一点，需要给业务部门提个
醒，拉动流量、发展业务不能简单地指望通过制定几
个“免流量费的规则”来实现，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
看，探索新的流量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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