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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
着 DDoS 攻击工具的泛滥及地下黑色产业市场的发展，利益驱

动的 DDoS 攻击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推

进，家庭用户和手机用户的网络接入带宽已尽百兆，大流量 DDoS 攻击

越来越多，攻击流量越来越大。在几年前，企业用户受到的 DDoS 攻

击流量一般为 1G左右，但现在部分 DDoS 攻击流量已经开始上升到

300G、500G，甚至 T（1T=1000G）级别了。面对这样的攻击，对于一

般只有 10G 接入链路带宽的企业已经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求助于电信运

营商，但电信运营商也难于有效应对。比如，国外针对 Spamhous发生

的 DDoS 攻击，就使 Spamhous 和 CloudFlare 一败涂地。

面对如此大流量的 DDoS 攻击，如何经济、有效地应对呢？如

何才能防护未来 T 级别的 DDoS 攻击呢？对比，本文首先分析了现

大流量DDoS攻击防护方案探讨
行业技术部  李国军

关键词：DDoS  双向异常流量清洗  近源  协同

摘要：随着互联网带宽的增长，DDoS 攻击流量越来越大，超过 300G 的流量型攻击

已经开始流行。对于如此大的攻击流量，被攻击客户往往不能独自应对。电信运营商通过

在骨干网上部署高性能抗 DDoS 设备，可以提高抗 DDoS 大流量攻击的能力，但并非良策。

使用主流的抗 DDoS 设备，并进行近源和近业务主机清洗方式相统一、全网协同的双向异

常流量清洗方案可以有效地抵御 T（或更高）级别的 DDoS 攻击，提高 ROI，带来防护效

能的质变。

行解决方案及其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了双向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对

方案的设计、实现进行了论述，并通过举例简要说明了可行的部署

方案和防护过程。

1.DDoS 攻击威胁现状

对于 DDoS 攻击，有多种分类方式，例如流量型 DDoS 攻击

（如 SYN Flood、UDP Flood、ICMP Flood、ACK Flood 等）、应

用层的 DDoS 攻击（如 Http Get Flood、连接耗尽、CC 等）、慢速

DDoS 攻击以及基于漏洞的 DDoS 攻击。其中，最难应对的是分布

式放大型 DDoS 攻击，对于此类攻击，从被攻击者的角度看，所有

数据包都是正常的，但数量是海量的，一般可以达到 300G—2T，

且随着宽带网络时代的来临，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

对于企业用户的服务器，其通常部署在电信运营商的 IDC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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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租用电信运营商的 100/1000M、10G 链

路接入互联网。类似的，对于电信运营商的

自有系统，一般也是采用 100/1000Mbps

链路接入互联网的。总之，相对于流量超过

300G 的 DDoS 攻击来说，用户网络接入带

宽是非常小的。

一旦发生大流量 DDoS 攻击，将给客户

/ 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主要包括：

� •线路带宽被全部占用，服务中断（即

使购买再大的带宽也没用）

� •攻击流量超过网络设备的处理能力，

出现服务中断或延迟

� •网络可用带宽大幅减小，服务水平

下降，电信运营商被迫投巨资扩建网络

� •服务能力下降或中断，造成用户流失，

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

� •造成企业信誉损失，品牌受损

2. 现有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及其不足

2.1 传统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及其不足

DDoS 攻击的对象是客户的业务服务

器，这些业务服务器通常位于运营商的 IDC

中心，或者企业自建网络中。传统的异常流

量清洗设备是近业务主机部署的，由于建设

主体不同，通常有以下两种方案，如下图所

示。

IDC 中心抗 DDoS 防护方案

图 1 传统的异常流量清洗方案

实现原理：本方案一般由异常流量监测

设备、异常流量清洗设备组成。

1、异常流量检测设备检测到 DDoS 攻

击后，自动告知异常流量清洗设备。

2、异常流量清洗设备通过 BGP 或者

OSPF 等路由协议，将发往被攻击目标主机

的所有通信牵引到异常流量清洗设备，由异

常流量清洗设备进行清洗。

3、清洗后的干净流量回注到原来的网

络中，并通过策略路由或者 MPLS LSP 等

方式回注到正确的下一级网络出口，正常到

达访问目标服务器。

4、异常流量检测设备检测到 DDoS 攻

击停止后，告知异常流量清洗设备。异常流

量清洗设备停止流量牵引，网络恢复到正常

状态。

方案特点：

1、能够自动化进行异常流量检测和清洗。

2、采用了近业务主机的清洗方式，防

护效果好。

3、投资回报率高。

方案不足：

1、异常流量清洗设备的清洗能力一般

在 20G 或者 40G（采用异常流量清洗设备

集群方式实现）以下，对于高出清洗能力的

企业自建网络抗 DDoS 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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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实现原理与传统的异常流量清洗方案相同，其特点和不

足如下。

方案特点：

1、仍旧采用了近业务主机清洗方式。

2、采用了高性能异常流量清洗设备或采用集群设备，能有效抵

御 40G 到 200G 之间的 DDoS 攻击。

3、采用了统一安全管理平台，能实现设备、安全策略的统一管理。

方案不足：

1、无法处理 200G 之上流量的 DDoS 攻击。

2、无法防护来自城域网（自下向上，在异常流量清洗设备防护

范围之外）的 DDoS 攻击。

3、在电信运营商的骨干网上具有大量的无用的 DDoS 攻击流量，

浪费了宝贵的骨干网带宽和设备处理能力，造成网络服务水平下降。

4、防护设备价格高，方案性价比低。

3. 大流量 DDoS 攻击清洗方案

3.1 设计思路

从 DDoS 攻击的趋势看，未来 DDoS 攻击的流量越来越大，如

果仅仅采用近业务主机的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即使防护设备能力再

高，也无法赶上 DDoS 攻击流量的增长，无法满足防护要求。而采

用近源清洗的方式，将异常流量清洗设备分散部署在靠近攻击源的

位置，每个清洗设备只清洗一部分，综合起来就具有了巨量的异常

流量清洗能力，且其防护能力具有非常好的弹性，不仅可以满足现

在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抵御更高的大流量 DDoS 攻击的需要。

DDoS 攻击，仍将使服务中断或服务水平下降。

2、即使攻击流量在 20G 以下，由于攻击流量占用了大量带宽，

仍将使服务水平下降，用户体验降低。

3、无法防御来自内部（从下至上流量，在异常流量清洗设备防

护范围之外）的 DDoS 攻击。

2.2 高性能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及其不足

对于传统的异常流量清洗方案，其最大的短板在设备的清洗能

力不足，于是最先想到的是提高攻击流量清洗能力。又由于业务服

务器的网络接入链路带宽及接入路由器处理能力有限，所以异常流

量清洗系统的部署位置需要往上移动，通常在省干出口路由器上部

署流量清洗设备（当然，也可以将异常流量清洗设备部署在城域网

路由器上，但这种方案在同等防护能力的情况下，将使用更多的设备，

投资更高）。

该方案的组成和部署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 2 高性能异常流量清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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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异常流量清洗需要检测和清洗能力

的结合，如果只采用近源流量清洗的方式，由

于攻击流量小，告警阀值低，容易产生误判和

漏判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总体设计思路如下：

1）采用检测和清洗能力分离的方式

从提高检测灵敏度和经济性的角度考

虑，尽可能将检测设备靠近业务主机部署，

或者在核心网进行检测。而对于清洗设备来

说，尽量多的靠近攻击源进行部署。

2）近源和近业务主机清洗方式相结合

通过近源部署清洗设备的方式，可以获

得非常大的异常流量清洗能力和弹性，同时也

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如果每个异常流量清

洗点漏洗一部分攻击流量，比如说开启流量清

洗动作阀值下的流量，这些流量汇聚到业务主

机，也就形成了DDoS 攻击，因此还需要近

业务主机部署清洗设备，以处理这种情况。

3）双向异常流量清洗

对于某些网络接入点或网络区域的业务

主机来说，其可能会受到外部的 DDoS 攻击，

同时其也会向外发送 DDoS 攻击数据，且这

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发生，因此需要进行双向

异常流量清洗。

4）统一管理和协同

对于一次具体的大流量 DDoS 攻击来

说，一旦检测设备检测到攻击，就需要按需

调动相应的清洗设备按照统一的策略进行异

常流量清洗，因此需要对所有清洗设备进行

统一管理，做好动作协同。

另外，为了减少误判、漏判的发生，需

要将异常流量检测设备的检测数据汇聚起

来，进行筛选、比对和分析，提高检测准确

率，减少漏报率，并能够根据攻击来源，明

确需要调动的清洗设备。

3.2 关键技术实现分析

本方案主要包括攻击流量检测部分、异

常流量清洗部分和管理平台三部分。对于攻

击流量检测部分，相比于前面的介绍区别不

大，这里重点说明其他两部分。

1、管理平台部分

管理平台收到流量检测数据后，需要进

行汇总、筛选和分析，一旦判断出异常流量

攻击，就可以启动异常流量清洗策略生成和

调度动作，此时需要明确：1）攻击来源区

域，以确定需要调动的清洗设备，对此可以

采用相应的攻击溯源系统实现，或者基于 IP

地址库通过分析攻击数据源 IP 地址实现；2）

具体设备的清洗策略，从实现角度讲，主要

分为近源清洗策略和近业务主机清洗策略，

需要根据具体清洗设备的部署位置分配不同

的清洗策略。

2、异常流量清洗部分

不同于前面的异常流量清洗设备，本

方案中的清洗设备需要具备双向流量清洗能

力。从实现原理上讲，一旦流量清洗设备接

收到相应的清洗请求，就可以根据策略进行

流量牵引，经过清洗后，近源清洗设备可以

把干净的流量向上（向核心网）进行回注，

而近业务主机清洗设备可以把干净的流量向

下（向业务主机）进行回注。

3.3 部署方案

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其 DDoS 攻击

来源主要包括：

� •本地城域网家庭终端

� •本地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终端

� •IDC 中心的业务主机

� •本地网内的自有业务主机

� •国内互联网络入口

� •国际互联网络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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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常流量检测设备，可以部署在各

省干出口路由器、IDC 中心出口路由器、本

地网内自有业务主机出口路由器的位置，实

现对全网攻击流量的检测。

对于异常流量清洗设备，可以旁挂在靠

近攻击源的路由器上，比如 IDC 出口路由器、

城域网出口路由器、分组核心网出口路由器、

自有业务网络出口路由器、国内或国际互联

接口路由器等等。具体部署位置可以根据网

络的不同情况进行调整。

另外，在网内部署一台安全管理平台，

实现和所有攻击流量检测设备、攻击流量清

洗设备互连即可，部署位置不限。

3.4 攻击防护过程说明

为了简化，我们以北京、上海、广州三

地 IDC 中心进行协同防护为例进行说明。

系统防护方案简要示意图如下。

现在，假设上海 IDC 中心的服务器受

到了大流量 DDoS 攻击，其防护过程如下。

1、攻击检测

当发生 DDoS 攻击时，在核心网内部、

IDC 中心出口部署的攻击流量监测设备将实

时采集的 Netflow 数据送到安全管理平台，

安全管理平台通过汇聚分析，判断发生了

DDoS 攻击后，将根据攻击源 IP 地址信息，

明确攻击来源的省份和接入点，这里假设包

括来自北京、广州的 IDC 中心。

明确了攻击来源省份和接入点的信息

后，安全管理平台将向北京、广州 IDC 中心

的流量清洗设备下发近源流量清洗策略，同

时向上海 IDC 中心的流量清洗设备下发近业

务主机流量清洗策略。

2、攻击防护

北京、广州 IDC 中心部署的流量清洗

设备收到启动清洗策略的命令后，将基于被

攻击的上海 IDC 中心业务主机 IP 地址进行

流量牵引，将所有目的地址为受攻击 IP 的

流量牵引到流量清洗设备上，进行清洗后，

回注到 IDC 中心出口路由器上，并向上进行

转发。

当包含剩余部分攻击流量的数据包到达

上海 IDC 时，此处的异常流量清洗设备将

根据收到的流量清洗策略，将所有目的地

址为攻击 IP 的流量牵引到流量清洗设备上，

进行清洗后，把干净的流量回注到 IDC 中

心的接入路由器上，向下转发给业务主机，

从而实现对攻击流量的彻底清洗。

4．小结

采用本文讨论的大流量 DDoS 攻击防

护方案，将使电信运营商获得弹性的、大流

量 DDoS 攻击防护的能力，且可以充分利用

已采购的安全防护设备，节省投资。另外，

还大幅减少了骨干网上的异常流量，降低无

谓的带宽损耗。

随着大流量 DDoS 攻击的流行，IDC

中心租户自建的 DDoS 防护设备已不能满足

防护要求，电信运营商可以依赖这一弹性的、

大流量 DDoS 攻击防护能力为 IDC 中心租

户提供抗 DDoS 攻击防护增值服务，从而

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图 3 系统防护简要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