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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木蠕检测平台的实现思路
行业技术部 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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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从僵尸、木马、蠕虫主机的检测目标出发，给出了僵木蠕检测的工作原理、

僵木蠕检测平台的系统组成、各组件的具体作用以及将各组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检测平台

的思路。

1. 引言

近
年来，DDoS 攻击愈演愈烈，最大规模攻击已经超过了

300Gbps,  100Gbps 以上的攻击也屡见不鲜了。僵尸网络

是 DDoS 的罪魁祸首， 而蠕虫是僵尸网络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APT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高级持久性威胁）攻击逐渐成为信

息安全领域的热点话题，而木马的传播与控制是 APT 攻击的主要步

骤。为了更好的防御这两类攻击，需要在预防环节上加大检测力度，

从而在源头上实现攻击防御。

1.1 僵木蠕的定义

僵尸网络从诞生之日到现在，技术原理经历了很多演化，但本

质上没有太大的改变。早期的僵尸网络定义还局限于最初的实现技

术，不够通用。后来 Bacher 等人 [1] 给出了一个更具通用性的定义：

僵尸网络是可被攻击者远程控制的被攻陷主机所组成的网络。但是

这个定义又过于简单，没有给出僵尸网络的特性。综合分析各种文献，

这里尝试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控制者 ( 称为 Botmaster) 出于

恶意目的，利用一对多的命令与控制信道对感染僵尸程序的大量主

机进行控制而组成的网络。僵尸网络一般由 C&C 服务器和大量的僵

尸主机组成。

木马是攻击者在目标主机上植入的恶意程序，主要用于暗中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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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目标主机上的身份、账号、密码及数据文件等机密信息。

蠕虫是一种可以自我复制，通过网络自动传播的病毒。单纯的

蠕虫危害不是很大。有些僵尸程序利用蠕虫的机制进行传播。因此

国外的有些文献将蠕虫和僵尸程序混淆在一起。

  传播性 可控性 窃密性 危害及等级

蠕虫

(Worm)

感染目标文件包括

数据文件，主动自

我复制传播

一般没有 一般没有
带宽和系统资源

消耗 高

木马

(Trojan)
一般不主动传播 可控 有 全部控制 高

僵尸程序

(Bot\
Zombie)

一般不主动传播 ,

有些借助蠕虫技术

传播

高度可控 有 全部控制 高

表 1-1 僵木蠕属性对比

1.2 僵木蠕检测目标

僵尸、木马与蠕虫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恶意程序，其传播方式和

工作机制等都有很大差别。因此在检测目标上也有很大不同。

  僵尸网络的检测目标：

1）定位僵尸主机的 IP 地址：对于使用私有地址的僵尸主机，

从公网一侧进行检测，只需定位其网络出口的公网地址。

2）发现僵尸网络所使用的域名：僵尸主机在与控制主机进行通

讯的时候，经常需要使用域名作为联系地址。

3）定位 C&C 服务器 IP 地址：由于攻击者采取了很多保护机制

防止 C&C 服务器被定位，所以实际检测过程中很难直接定位到真

正的 C&C 服务器。姑且认为直接向僵尸主机发布指令的主机就是

C&C 服务器。

  木马检测目标

定位感染木马程序的主机 IP 地址：对于使用私有地址的木马主

机，从公网一侧进行检测，只需定位其网络出口的公网地址。

  蠕虫检测目标：

检测蠕虫爆发事件。

2. 僵木蠕检测的工作原理

由于运营商网络有流量大，接入用户数量多、应用繁杂等特点，

有些检测方法在这种环境中缺乏可行性。本文中只论述运营商网络

（例如城域网）中的僵木蠕检测方法。

2.1 僵木蠕检测原理

根据僵尸网络的工作原理，其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传播阶段、感

染阶段、加入阶段与响应阶段。理论上完善的检测方案应该覆盖到

僵尸网络的整个生命周期，但是考虑到网络部署环境的限定，这里

讨论的检测方法只能覆盖到某些特定的阶段。另外根据控制协议不

同，僵尸网络又可以分为基于 IRC、基于 HTTP、基于 DNS 和基于

P2P 等类型。好的检测方法应尽可能覆盖更多类型的僵尸网络。早

期相关文献介绍方法主要针对基于 IRC 协议的僵尸网络，由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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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的指令。由于蜜罐是完全受控的，整个通讯过程的细节都可以

被明确地检测到。

3）蜜罐向流量分析系统或 IDS 通报控制服务器信息。

4）流量分析系统从网络设备发出的流量数据中监测与 C&C 相

关的通讯，假设检测到 C&C 正在与主机 B、C、D 的通讯。至此，

基本可以确定主机 A、B、C、D 是僵尸网络成员。

另外，蜜罐设备采集到的网络扫描信息也十分具有分析价值 [3]。

僵尸和蠕虫在传播阶段都会进行大范围的扫描，以发现有漏洞的主

机然后加以利用。

  DNS 解析记录分析 （DLA, DNS Log Analysis）

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应用都离不开 DNS 服务，僵尸网络的通讯

也不例外。因此，DNS 解析请求记录中一定包含着僵尸网络活动的

信息，只要对 DNS 解析日志进行分析，肯定可以发现僵尸网络活动

的踪迹。

僵尸网络通讯所使用的域名与正常网络应用使用的域名也有很

明显的差异。同时僵尸网络的域名一定是小众域名，解析请求的频

率非常低且来源数量小。这些特性为我们分析 DNS 解析请求提供

了清晰的思路。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对 DNS 解析请求的分

析方法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网络流量日志的统计分析（NSA, Netflow Statistic Analysis）

蠕虫传播和僵尸网络发起攻击时，会产生巨大的攻击流量，而

这些流量的统计指标与正常流量有着显著的差别。符合攻击流量统

计特征的日志很可能就属于僵尸或蠕虫主机，因此可以通过日志中

类型的僵尸网络明显减少，而使得相关的检测方法适用性大打折扣。

这里介绍几种与僵尸网络控制协议无关的通用性的检测方法。

  卧底反馈情报 （UIA, Undercover Intelligence Analysis）

如果把僵尸网络看成一个秘密组织，如果能成功派遣卧底潜伏

在该组织中，将其内部的运作情况（发布指令的方式、指令的内容

和特征等等）报告出来，则不失为一个非常绝妙和精准的检测方法。

根据指令的特征和通讯记录，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出其它僵尸主机，

从而达到定位僵尸和 C&C 主机的目的。蜜罐主机是最适合充当卧底

的设备。图 2-1 描述了这个方法的工作过程。

图 2-1 派遣卧底检测方法的原理

1）蜜罐首先发现主机 A 正在设法感染自己，或者蜜罐设备已经

被安全运维人员主动安装僵尸程序。

2）感染了僵尸程序的蜜罐主机会主动加入到僵尸网络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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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 IP 地址定位僵尸主机。研究人员已经总结出很多有效的统计

指标 [2]，来检测攻击流量。相关的产品也上市多年，技术也已非常

成熟。

  网络数据包的特征分析（PSA, Packets Signature Analysis ）

僵尸、木马、蠕虫产生的数据包，都有自己的特征，通过对数

据包的深度分析，包括对封包的载荷（payload）的分析，对比已知

的特征，就可以检测到相应的感染主机。采用这类技术的产品也早

就问世，且已经比较成熟。

2.2 各种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任何单一的检测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了

解各种检测方法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设计整体的检测平台提供参

考依据。表 2-1从对僵尸网络生命周期的覆盖范围、检测定位的准

确性、计算负载及相关设备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检测

方法

对生命周期

的覆盖
准确性

计算

负载

部署

成本
适用性

相关

设备

UIA
传播、感染、

加入、响应
高 中 中

可检测

未知

蜜网、

NTA/IDS

DLA 加入、响应 高 高 低
可检测

未知
N/A

NSA 传播、响应 高 高 高
可检测

未知
NTA

PSA 传播、响应 中 高 高
无法检测

未知
IDS

3. 僵木蠕检测平台的实现方案

僵木蠕检测平台的建设需要遵循两大原则，即“广谱检测”和“精

准定位”的策略。所谓“广谱检测”，就是设计的检测方法不局限适

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僵尸网络、木马或者蠕虫；“精准定位”就是要

求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不仅能确定有无，还要定位感染主机。

为了满足上面两个原则，需要将多种检测方法整合到一起，多种检

测方法在功能上互相补充，在结果上互相印证，才能获得较理想的

检测结果。

3.1 僵木蠕检测平台的组成

前面提到的检测方法，几乎都有对应的成熟产品，将这些产品

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可以构建出一个准确率高、适用性广的僵木蠕

检测平台。

  蜜网

蜜网是蜜罐延伸出来的概念，一般部署在未使用的 IP 地址段

上。正常情况不会访问这些 IP 地址，除了极少数是因为配置错误导

致的，对蜜网设备的访问几乎都是恶意行为。即便是看似价值很低

的扫描信息，其实也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扫描后续的行为就是漏洞

利用，攻陷被扫描主机，所以这些扫描的源地址基本不会是伪造的，

可以提供非常精准的定位信息。如果蜜网上的主机被成功植入僵尸、

木马、蠕虫，则可以提供更丰富的情报信息，并且可以更精确地定

位到攻陷蜜网主机的攻击者。

  NTA

NTA 是一款对网络流量日志进行统计分析的设备。当僵尸网络表 2-1 各种检测方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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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 DDoS 攻击时，NTA 可以从流量日志的统计指标中发现攻击事

件，并准确定位攻击来源。由于有些 DDoS 攻击是反射攻击或伪装

源 IP 的，从流量日志中发现的攻击源 IP 地址并不一定是僵尸主机

的地址。这时候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溯源工作来定位真正的僵尸主机。

当蠕虫爆发的时候，也会产生大量特征完全相同的流量日志，通过

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类日志，从而发现蠕虫传播事件。

  IDS

IDS 对网络数据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根据蠕虫和僵尸程序的

字节特征进行匹配检测，从而发现僵尸和蠕虫的存在。但是这种方

法只能检测已知的僵尸和蠕虫程序，对于未知的则无能为力。另外

在运营商网络上部署这类产品，对设备的处理性能有很高的要求。

因此这类产品可以考虑部署在分布层。

  DNS 解析日志的分析设备

由于 DNS 解析日志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对其进行有效分析可

以获得非常精准的僵尸网络信息，因此是僵木蠕检测平台不可或缺

的组件之一。然而市场上没有此类设备，可以考虑定制开发相应的

软件。

3.2 各组件设备的整合协同

前面讲的四个组件设备，分别有各自的检测原理和检测结果，

如果能将它们的检测结果集中到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最终结

果将更加精准，也避免了误报信息带来的干扰。因此考虑下需要有

一个综合分析的平台，下面结合图 3-1 简要描述一下分析结果的数据

流转过程，从而反应出这个平台应该具备的功能。

  对蜜网系统提供信息的综合分析

蜜网系统可以提供两类信息：1）蜜网主机作为僵尸网络中的成

员与 C&C 主机的通讯信息；2）蜜网主机接收到的扫描信息。

对这两类信息的综合分析，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H1: 流量日志检索模块（以下简称检索模块）根据 C&C 的 IP

地址，可以找到其它与 C&C 通讯的 IP 地址。同时从蜜网接收到的

扫描信息，可以提取扫描主机的 IP 地址。同样检索模块可以根据扫

描主机的 IP 地址，查找该地址是否存在扫描别的主机的行为。

H2: 可以判定其它与 C&C 通讯的地址就是僵尸主机的 IP 地址。

如果发现扫描主机还有扫描别的主机的行为，可以判定该地址是僵

尸主机的 IP 地址。这些地址可以直接提交给告警列表。

H3: 提交给告警列表的 IP 地址也可提供给对比分析模块进行参

考判断。

  对 DNS 解析日志检测结果的综合分析

DNS 解析日志的检测可以获得两类结果即僵尸主机的 IP 地址、

C&C主机使用的域名。对这两类信息的综合分析，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D1: 检索模块可以根据僵尸主机 IP 地址，找到与它们通讯的 IP

地址集合。这个集合中，被访问频率较高的 IP 地址要么可能是流行

度很高的网站（如门户网站），要么很可能是 C&C 的 IP 地址。

D2: 对这个地址进行反向解析查询，可以得到 C&C 所使用的

域名。

D3: 利用域名属性模块查询该 C&C 域名的属性。

D4: 如果满足 Fast-Flux 的判定条件，则可以确定该域名是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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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

D5: 将该域名所对应 IP 地址提交到检

索模块，与恶意域名对应 IP 通讯过的主机，

则可确认为僵尸主机。

D6: 把僵尸主机 IP 地址提交给对比分

析模块，以最后判断是否为僵尸主机。

D
，

1: 将 C&C 使用的域名提交给域名属

性模块。

D
，

2: 如果满足 Fast-Flux 的判定条件，

则可以确定该域名是恶意域名。

  对 IDS 和 NTA 的检测结果综合分析

IDS 和 NTA 都会产生僵尸主机和蠕虫

主机 IP 地址的检测结果，这些 IP 地址都提

交给对比分析模块，与其它检测结果做对比

分析，验证其可信程度。

3.3 检测结果的最终呈现

最终的检测结果以类似图 3-2 的告警列表的形式呈现。列表中应给出了恶意 IP 地址、

属地、恶意类型、可信度、首次发现时间、最近发现时间及攻击次数等信息。

4. 总结

从 2013 年开始，僵木蠕检测已经被列为监管机构对运营商绩效考核的内容，因此运营

商对建设僵木蠕检测平台的态度将从被动变为主动。目前的检测平台的功能设计重点还是检

测，但是蜜网组件还具备恶意代码采集的功能，对采集到的新型恶意代码进行深入的研究，

将为检测平台提供持续、精准的检测能力。因此检测平台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需要

后续不断投入一定的研究工作来维持平台的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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