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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user and network scale，it analyzes and integrates the massive data of the current DNS of MAN and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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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the systems with new DDOS defense system，a full-scale security system is constructed，to provide a defense application for individual，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on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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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广东联通为确保网络安全，针对互联网域名容灾

备份与自动容错技术、僵木蠕检测处置技术、DDoS 防
护技术 3 个网络安全热点问题进行创新研究，解决了
运营商网络安全在域名容灾、僵木蠕防护、DDoS 防护
方面网络覆盖率低、用户数据不全面、投资成本大的

问题。结合广东联通的用户和网络规模，在投资有限

防护 3 个环节有效结合，交叉分析数据，联动处置，建
设成贯穿保护整个互联网业务应用的完整的安全防护
体系。

1 研究背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
案）》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保障国

的情况下利用城域网现有 DNS 系统和 RADIUS 系统日

家信息安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网络检测管控和域名应用安全容灾系统，同时与 DDoS

领导小组的成立，都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网络安全

——————————

度重视互联网安全工作，为解决全网涉及党政军企等

志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整合，构建成运营商级别的僵尸

收稿日期：2017-12-11

20

2018/01/DTPT

议表决通过《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家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的重视以及改善网络安全环境的急迫性。广东联通高
各行各业和个人用户的 4 000 多万用户在互联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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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及隐患，保障 8.2 TB 互联网带宽的

络攻击增长了 571%。网络攻击让中国经济每年损失

推进和发展
“互联网+”扫清障碍。

广东联通做好互联网网络安全，不仅对用户个人和企

干净网络环境，全面加强安全防护与保障能力建设，为

数百亿美元，网络安全形势较以往更显复杂与严峻。

全球信息安全机构 Ponemon 发布的《2015 年网络

业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对国家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

犯罪损失报告》称，2015 年美国平均每家企业因网络

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信息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损失已达到 1 540 万美元，2015 年中国遭受的网

图 1 示出的是系统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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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域名容灾和自动容错技术，受攻击或故障时接管域
名解析服务，
提供正常解析，
并保护客户域名解析安全。
●研究僵木蠕分析管控技术，基于 DNS 日志和 RADIUS 日
志分析出僵木蠕肉鸡和控制端，通过弹窗提醒和可疑域名强制
转发实现管控。
●研究 DDoS 防护技术，
独立互联网中心完成省流量清洗。
上述 3 种创新技术通过分析数据联动，多重处置手段并行
方式，设计出适用于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创新性安全防护应用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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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域网网络安全难点及技术创新点

基于 DNS 大数据分析的城域网安全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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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了互联
网全向跨域 DDoS 防护 3 项创新技术，实现 3 项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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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僵木蠕网络受控终端和控制端分析检测和管

网域名容灾备份与自动容错、僵木蠕分析处置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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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击防护问题、访问目的 IP 过程的网络攻击防护

DDoS 系统

联动处置

检测技术及应用规模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图 2 示出的是系统关系示意图。

2.1 域名容灾及自动容错技术
目前国内外运营商普遍采用的域名容灾处理机制
是，通过修改域名的 TTL 时间实现域名容灾，处理数据
量是百万级别。本文所述技术处理的数据量达到亿条
记录级别，记录互联网应用域名的全量数据，对 DNS
整个授权系统的完整性起到应急恢复作用。
a）容错数据源处理。本文容错数据源采用缓存

DDoS 攻击源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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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关系示意图

快照方式，以 1%的数据处理量实现 99%以上的数据覆
盖率。为保证数据在到达缓存处理中心时的可处理
性，采用分布式合并上传的机制，将设定采集周期内的
数据，按照域名+类型+结果值唯一的结构进行压缩。

b）缓存数据处理中心。广东联通在线 DNS 服务
邮电设计技术/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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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每天产生 200 个数据文件，全量存储总数据量达到

的当前向量，使用基于向量的相似性方法能够得到相

数据、删除过期数据、修改变更数据，每天产生变更和

制矩阵形式，使用域名、查询该域名的 IP 地址和每个

3 000~7 000 万条。本文方案使用增量添加新增域名
新增的数据是 500~1 200 万条，重新生成灾备数据库

文件，并将该文件下发到灾备数据对外发布平台。同
时通过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和基于 FIFO 算法的数据清
理技术创新点，
实现高效数据处理能力。

c）灾备数据对外发布。直接通过数据库方式读

取存在性能瓶颈，为进一步提高灾备系统在应对大规

模事件时的高速回注缓存的能力，本文方案做了以下
调整。

（a）灾备数据 TTL 域名记录有效期统一定为 24 h。
（b）采用加速器，即二级缓存机制，首先由专门部

署的加速器向灾备数据库服务器查询域名记录，并在
加速器上保存 24 h 的缓存，所有 Cache 系统请求加速
器的域名。

当加速器缓存没有数据时，会自动向灾备数据库

查询，加速器的性能可提高到每台 20 万 qps，可以满足
1 个省或 3~5 个省的数据灾备。

2.2 僵木蠕检测处置技术
目前在僵木蠕检测处置方面，各运营商普遍使用
的是在城域网加载分光系统（DPI）的方式，存在投资
大、数据量大的问题。在骨干出口部署分光系统，造成
故障点隐患。本文方案不改变网络架构，投资小、见效
快，通过分析 DNS 和 RADIUS 的数据，锁定疑似病毒控
制端和被控端，并迭代分析出新的可疑病毒。通过弹
窗提醒中毒用户查杀病毒，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封堵
控制端域名，在病毒大规模爆发前做了预处理，净化了
网络环境，减少了用户经济损失，降低了个人和企业、
政府机构的信息泄密风险。
该技术的核心算法是从客户机对域名的访问行为
中识别出病毒控制端域名。首先将 DNS 流量进行整
合，并将其植入哈希图数据结构中去，哈希图数据结构
包括一个以域名为关键字、IP 映射表为值的域名映射
表和以 IP 地址为关键字、相关信息列表为值的 IP 映射
表，信息列表中包含有每个 DNS 查询的时间戳和 DNS
特征值。系统通过生成一个矩阵来测量相似性得分，
并对哈希图中的 DNS 特征进行分类，从而生成一个概
率性的假设检验，最终将高概率的僵尸网络域名汇总
在结果数据库中。
本文方案使用一个二进制矩阵表示方法来测量团
体活动中的当前相似性，该矩阵的列向量被当作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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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当前相似性得分。首先将 DNS 查询转换成二进

IP 地址查询域名的时间戳 3 个量，假设对域 D 有一个

m×n 的矩阵，其中行代表唯一地址，列代表时间窗口。
根据列过滤原则，当列向量满足下面条件便会被检测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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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矩阵每一行的周期进行计算，所得周期
与周期平均值之间的插值被用来度量每行周期的相似
度。如果长度差值大于过滤阈值且其周期性差值大于
周期性差值阈值，该行将被作为错误行过滤掉，总体概
括是去除满足下面条件的行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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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的主要难点是：当僵尸网络随机采用多网

 

 

域名机制时如何进行检测。通过一个补充的 X-means

算法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补足，通过建立 DNS 字典特
征、DNS 查询特征、DNS 相应特征对随机请求进行初步
的聚类分析，选取符合条件概率的聚类结果作为假设
域名放入之前的矩阵分析中计算得分。

2.3 互联网全向跨域 DDoS 攻击防护技术
行业内现有 DDoS 防护系统主流部署方案均包括
攻击检测、流量牵引、流量清洗和流量回注等 4 个关键
模块，这种方案的缺点是只能应对来自外部的攻击流
量，对于城域网内部受控主机发起的攻击事件无法管
控。本文提供了一种互联网全向跨域 DDoS 攻击防护
方法，该方法可以解决现有技术无法解决的城域网内
僵尸主机发起的攻击事件，解决现有技术造成集中部
署清洗中心设备的城域网受攻击影响压力以及解决现
有技术回注策略复杂度高的问题。
a）建立互联中心。本文方案在省网核心部署一
套清洗系统，设立独立的互联中心设备，与清洗设备、
国家骨干网接入路由器 A 建立 EBGP 邻居，国家骨干
路由器 A 对互联中心设备精确目的地址的 32 位路由
接收，实现基于统一入口引流模式，即所有到城域网的
外网流量都流经路由器 A；互联中心设备从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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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的用于引导外部攻击流量的路由信息不发送到
RR 设备。

b）内部攻击防范。清洗设备通过 DNS 大数据分

析系统日志告警获知黑客控制端 IP 地址，通过产生一
条特定下一跳 IP 地址的静态路由并与所有城域网核
心设备通过特定策略协同，实施拦截封堵。

c）跨城域网回注。利用原各城域网之间的跨域

互通电路，通过一次性策略部署改造，设计基于一层标

签 LSP 的动态完整回注路径，即在清洗设备与各城域

网内保护设备之间通过动态协议构建动态 LSP 隧道。
在城域网边界设备利用 BGP 的 SEND-LABEL 属性，将

各城域网设备的管理地址附上标签，通过 RR 路由器、

管理局科技成果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可为同行业提
供技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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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选题计划
《邮电设计技术》

案基于现网现有数据，成本低扩展性强，集团公司发文
◆第一期 2017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大会一等奖论文

◆第七期 5G 技术研究进展及演进

◆第三期 家庭互联网

◆第九期 产业互联网

◆第二期 物联网

◆第四期 400G/1T WDM 技术及 ROADM 光网络新技术
◆第五期 面向 5G 的本地承载网演进
◆第六期 新型光纤技术及应用

◆第八期 通信能力开放平台与应用
◆第十期 4.5G 关键技术及部署方案
◆第十一期 大数据行业应用研究
◆第十二期 人工智能应用

注：
每期可视最新发展动态暨当月稿件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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