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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Spamhaus的
DDoS攻击事件思考
安全研究部 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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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pamhaus 是一家致力于反垃圾邮件的非盈利组织，总部在伦敦和日内瓦。

Spamhaus 维护了一个巨大的垃圾邮件黑名单，这个黑名单被很多大学 / 研究机构、互联

网提供商、军事机构和商业公司广泛使用。从 2013 年 3月 18 日起，Spamhaus 开始遭受

DDoS 攻击。攻击者通过僵尸网络和 DNS 反射技术进行攻击，攻击流量从10G 不断增长，

在 3月 27 日达到惊人的 300G 攻击流量，被认为是互联网史上最大规模的 DDoS 攻击事件。

一、事件起因

争
议的开端是 反垃圾邮件组 织 Spamhaus 将 荷兰公司

Cyberbunker 列入了黑名单，而该名单是电子邮件供应商清

除垃圾邮件的依据。在 Cyberbunker 的支持下，一家在荷兰经营虚

拟主机托管的网站发起了针对 Spamhaus 的大规模 DDoS 攻击。

自称是攻击者发言人的互联网活动人士斯文 •奥拉夫 •坎普赫伊

斯（Sven Olaf Kamphuis）在网上发表了一则消息，称“我们很清

楚，这是世界上公开进行的最大的 DDoS 攻击之一。”坎普赫伊斯说，

Cyberbunker 是在报复 Spamhaus“滥用其影响力”的行为。“从来

都没有人授权 Spamhaus 来决定互联网上该有哪些内容，”坎普赫

伊斯说：“他们假装抗击垃圾邮件，借此攫取了这一权力”。

二、攻击过程

( 一 ) 攻击的开始阶段

从 3 月 18 日起，Spamhaus 的网站开始遭受 DDoS 攻击。攻

击流量占满了Spamhaus 的全部连接带宽，导致其网站无法访问。

攻击的流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是 DDoS 防护设备前的路由器上记录的流量数据。图中的

绿色区域代表入站的请求数据流量，蓝线代表出站的响应数据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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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初始的攻击相对比较温和，攻击流量约为 10G。在世界

标准时间 16:30 左右有一次持续约 10 分钟的大流量攻击，这应该是

一次测试攻击。从世界标准时间 21:30 开始，攻击者将攻击流量增

大到 75G。

从 3 月 19 日到 3 月 21 日，对 Spamhaus 的攻击流量在 30G

到 90G 之间波动。到 3 月 22 日，攻击流量达到了120G。

在攻击者发现无法有效的击垮 Spamhaus 和作为防护服务提供

商 CloudFlare 之后，他们改变了攻击策略，转而攻击网络带宽供应

商和连接的互联网交换设施。

( 二 ) 攻击网络服务供应商

CloudFlare 主要从二级供应商处购买带宽，而二级供应商从一

级供应商处购买带宽并保证相互之间的连接。一级供应商并不从彼

此购买带宽，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对等结算。根本上，是这些一级供

应商来确保每一个网络能够连接到其他的网络。如果一级供应商的

设备或网络出现故障，将会成为互联网一个很大的问题。

CloudFlare 采 用 Anycast 进 行 攻 击 流 量 的 分 流。 使 用

Anycast 技术意味着如果攻击者攻击 traceroute 中的最后一跳，则

这些攻击流量会被扩散到世界各处的网络和数据中心中。因此，攻

击者改为攻击 traceroute 中的倒数第二跳，这使得攻击数据汇聚到

了单点，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全网范围内的资源耗尽，但会造成区域

性的问题。

一部分二级供应商能够在其网络边界对这类攻击流量进行快速

有效的过滤。由于这些攻击流量不会进入到二级供应商的网络内部，

攻击流量的压力主要是由大型的一级供应商来承担。据一级供应商

称，与本次攻击相关的攻击数据流量已经达到了 300G。

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所带来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压垮连接互联网的

系统。对于路由设备来说，即便通过组合端口等方式可以提高其处

理能力，但这种提高依然是有限的。当攻击流量超过该限度以后，

网络就会变得拥堵和缓慢。

在 3 月 27 日和之前的几天，随着攻击流量的不断增大，大图 2 网络服务供应商

图 1 对 Spamhaus 的攻击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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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攻击数据汇聚到欧洲的几个一级供应

商网络内部，造成网络拥堵。这影响了上

千万的互联网用户，普通用户即使访问与

Spamhaus 或 CloudFlare 无关的网站时也

会感到缓慢。

( 三 ) 攻击互联网交换设施

除了二级供应商，CloudFlare 还通过互

联网交换中心（Internet Exchanges ，IXs）

与其他网络进行连接。从根本上讲，这些互

联网交换中心是连接不同网络的交换机。在

欧洲，这些互联网交换设施以非赢利机构的

形式运行，并被认为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

们连接了上百个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和几乎全

部的大型网络公司。

同样，攻击者也对互联网交换中心展开

了攻击。他们攻击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法

兰克福和香港的核心互联网交换基础设施。

攻击影响最大的是伦敦的交换设施及其监视

系统，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该互联网交换中心

通过的流量。

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拥堵影响了连接到其

上的网络，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互联网交换设

施架构上的问题和漏洞。

图 3 对伦敦互联网交换设施的攻击流量

图 4  DNS 反射攻击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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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击手段

( 一 )DNS 反射技术

攻击者使用的主要攻击技术是 DNS 反

射技术。从去年开始，DNS 反射技术已经

成为了大规模第三层 DDoS 攻击的主要部

分。可以说，开放的 DNS 服务器（DNS 解

析器）是互联网的灾难，如果服务提供商没

有一致努力关掉这些开放 DNS 服务器的话，

DDoS 攻击的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

DNS 反射攻击技术的基本方式是：向

大量开放 DNS 服务器发送大范围域名查

询的 DNS 请求，并将该 DNS 请求的源 IP

地址伪造成想要攻击的目标 IP 地址。开放

DNS 服务器在接收到请求后会对该请求进

行解析查询，并将大范围域名查询的响应数

据发送给攻击目标。由于请求数据比响应数

据小得多，攻击者就可以利用该技术有效地

放大其掌握的带宽资源和攻击流量。攻击的

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在本次事件中，攻击者向大量的开放

DNS 服务器发送了对 ripe.net 域名的解析

请求，并将源 IP 地址伪造成 Spamhaus 的

IP 地址，大量开放 DNS 服务器的响应数据产生了大约 75G 的攻击流量。DNS 请求数据的

长度约为 36 字节，而响应数据的长度约为 3000 字节，这意味着利用 DNS 反射能够产生约

100 倍的放大效应，因此，攻击者只需要掌握和控制一个能够产生 750M 流量的僵尸网络就

能够进行这么大规模（75G）的攻击。

从攻击数据中记录到了三万个不同的开放 DNS 服务器，这说明平均每台开放 DNS 服务

器只需要产生 2.5M 的流量，这通常是不会被安全检测机制发现的。

( 二 )ACK 反射技术

除了 DNS 反射技术，攻击者还使用了ACK 反射等其他技术进行攻击。

在 ACK 反射攻击中，攻击者向大量服务器发送大量的 SYN 包，并将源 IP 地址伪造成

图 5 ACK 反射攻击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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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而为的服务。

通过使用 Anycast 技术，可以将攻击

流量有效分散到不同地点的清洗中心进行清

洗。如图 6 所示，通过 Anycast，防护方将

同一个 IP 地址映射到全球多个清洗中心，

并自动进行负载均衡。在正常环境下，这种

方式能够保证用户的请求数据被路由到最近

的清洗中心；当发生 DDoS 攻击时，这种方

式能够将攻击流量有效的稀释到防护方的网

络设施中。此外，每一个清洗中心都使用了

相同的 IP 地址，攻击流量不会向单一位置

聚集，攻击情况从多对一转变为多对多，网

络中就不会出现单点瓶颈。在攻击流量被稀

释之后，清洗中心对流量进行常规的清洗和

阻断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 二 ) 对利用 DNS 服务器进行反射攻击手

段的防护

对 DNS 反射攻击的防护，首先需要明

确被防护的对象是否提供 DNS 相关的业务。

如果被防护的服务器没有 DNS 业务，

则可以通过设置策略（例如 ACL）阻断所有

的 DNS 请求 / 回应。

如果被防护的服务器需要提供 DNS 相

攻击目标的 IP 地址。同 DNS 反射攻击类似，这种方式伪装了攻击的来源，使攻击看起来像

是合法的响应；与 DNS 反射攻击不同的是，这种方式不存在放大效应。

四、防护思路

( 一 ) 对大攻击流量的分布式清洗

从防护角度来说，传统的单台防护设备或在一个地点的多台防护设备集群已经无法处理

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流量。对这种规模的攻击，需要对攻击流量在多个清洗中心进行分布式清

洗，将攻击流量扩散和稀释，之后在每个清洗中心进行精细的清洗。

使用 Anycast 技术进行防护是一种可行的方案。Anycast 最初是在 RFC1546 中提出并

定义的，它的最初语义是，在 IP 网络上通过一个 Anycast 地址标识一组提供特定服务的主机，

同时服务访问方并不关心提供服务的具体是哪一台主机（比如 DNS 或者镜像服务），访问该

地址的报文可以被 IP 网络路由到这一组目标中的任何一台主机上，它提供的是一种无状态的、

图 6 使用 Anycast 技术进行流量的稀释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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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业务，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设定 DNS 响应数据包阈值。我们

知道，一般的 DNS 响应数据包的大小不会超过 1000 字节，超大的

数据包是异常的。此外，还可以对同一域名的响应数量做统计。在

一定的时间内，对同一域名的请求一般情况下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出

现突发式的增长。

显而易见，只要开放式 DNS 得到有效防护，就等于从根源上

杜绝了反射放大攻击的可能。使用防护设备为 DNS 服务器制定相应

的防护模板，通过协议、端口、防护阈值等参数进行限制，可以对

DNS 服务器进行有效防护。

五、总结和思考

配置不当的开放 DNS 服务器是互联网的灾难。在传统的僵尸网

络和 DDoS 攻击中，由于使用的 PC 机性能和网络带宽有限，只能

产生比较有限的攻击流量；相反，开放 DNS 服务器拥有强大的性能

和带宽，利用 DNS 反射技术的放大效应，攻击者能够产生相当于其

拥有带宽百倍的攻击流量，这对整个网络和网络的基础设施都是巨

大的威胁。

通过在多个地点部署分布式的抗 DDoS 清洗中心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如此大规模的 DDoS 攻击问题。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 DNS

反射和放大所产生的 DDoS 攻击问题，则需要网络服务供应商、互

联网交换设施等组织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关闭不必要的开放

DNS 服务器，并对必要的 DNS 服务器进行有效防护，从根源上拦

截 DNS 反射和放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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