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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无
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对互联网的依赖

在不断增强。在商务应用中，Web

技术正在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核心业务。但不

幸的是，目前 75% 以上的网络攻击都瞄准

了网站系统（Web system）。技术上讲，网

站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在包括云计算等新兴

技术的驱动下，功能的复杂度还在不断增加。

对网站的安全防护，作为一种属性或能力，

却远远地落在了新技术和新功能的后面。

1) 应用层攻击

2) 网络层攻击

3) 混合攻击

二、威胁

2.1  应用层攻击

漏洞是网站系统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入

侵者对网站系统的入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

站系统存在的漏洞。可以说，Web 应用安

全问题本质上源于软件质量问题，质量问题

关键词 : DDoS 防护 数据中心 Web 安全

摘要 : 数据中心里的 Web 网站系统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包括应用层攻击、网络层攻击

和混合攻击，传统被动、单点以及彼此孤立的防护手段已不能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安全威胁。

改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变单点防御为分层防御，变孤立的防御为协同防御，配以 24x7 全

天候的安全监控和应急响应，实现快、主动和准确的防护目标。

 产品推广部 田民

数据中心Web系统
协同防护思路探讨

这个问题在数据中心市场显得尤为明

显。托管在数据中心中的 Web 系统对于企

业来说，是联系企业及其客户的桥梁。然而，

绝大部分安全专家认为，目前数据中心中的

Web 应用存在很大的安全挑战，当前的安

全措施普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攻击方法。

要保护数据中心 Web 应用系统的安全，

首先必须对网站威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网

络入侵的角度来看，网站面临的威胁可以分

为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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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体现就是漏洞。漏洞可以分为系统漏洞和应用漏洞。总体来说，应用漏洞的增长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 IBM X-Force 2012 Mid-year Trend and Risk Report，Web 应用漏洞从 2011 年

的 41% 增长到 2012 年上半年的 47%，如图 1 所示。

由于 Web 应用往往是某个机构或组织所独有的应用，对其存在的漏洞，发现和防护总

出现滞后性。这也是为什么总有 0-day 漏洞不断被利用的原因。已知的漏洞缺乏时效性和有

效性，利用签名和特征库很难满足漏洞防护的需要。

同 样 源 于 X-Force 2012 Mid-year Trend and Risk Report，Cross-Site scripting

和 SQL Injection 是 Web 系统最大的应用层威胁，如图 2 所示。这和 OWASP 2010 版

TOP10 的结论是一致的。

2013 年 3 月美国 NIST 维护的国家漏洞库（NVD）遭到入侵的原因就在于入侵者对

Adobe ColdFusion 软件漏洞的利用。入侵者通过利用 Adobe ColdFusion 软件漏洞获得了

服务器访问权限，在服务器上安装了恶意软件，下发攻击其他服务器的命令。

对于漏洞的防护关键是快，越早发现漏洞并弥补，被入侵者利用的概率就越小。

2.2  网络层攻击

网络层威胁，从攻击的角度上，普遍被称为带宽型攻击。DDoS 是带宽型攻击的一种典

型方式，也被称之为流量洪水攻击。在数据中心的环境里，通过发起大流量的 DDoS 攻击

来阻塞出口带宽是常见的一种攻击手段。

DDoS 攻击通过发出海量数据包，造成设备负载过高，最终导致网络带宽或是设备资

源耗尽。通常，被攻击的路由器、服务器和防火墙的处理资源都是有限的，攻击负载之下它

们就无法处理正常的合法访问，导致服务拒绝。DDoS 攻击把大量看似合法的 TCP、UDP、

ICMP 包发送至目标主机。

根据 NSFOCU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12，DDoS 攻击仍旧是 Web 系统最大的

图 1  Web 应用漏洞所占比例

来源：

X-Force 2012 Mid-year Trend and Risk Report, IBM

图 2  Web 应用漏洞与攻击手段的对应

来源：

X-Force 2012 Mid-year Trend and Risk Report,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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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之一，如图 3 所示。其中，HTTP Flood、TCP Flood 和 DNS 

Flood 分列前三位。

网络层攻击产生的流量是非常惊人的。从 2013 年 3 月18 日起，

欧洲一家名为 Spamhaus 的公司开始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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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混合攻击

在 NSFOCUS 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12 中提到，当前针

对 Web 系统的攻击威胁还体现为一个重要趋势——混合攻击，即

将应用层攻击和网络层攻击混合起来，并利用了 Web 系统的种种

漏洞。混合攻击使得任何单一层面的防护手段失效。举一个实际的

例子，绿盟科技在对 Anonymous 组织若干攻击行为的分析后发现，

Anonymous 攻击就是典型的混合攻击，DDoS只是他们最引人注意

的方面罢了，如图 4 所示。 

防护混合攻击对于安全运维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前很多

混合攻击呈现 APT 的特点，入侵者往往会利用 DDoS 攻击作为诱饵

吸引防护一方响应团队的注意力，而其主要的目的在信息窃取等更深

层面。因此，运维团队的技能、经验和效率都是能否有效防护进攻

的重要因素。

三、  挑战

从上文的分析中， 了解了数据中心环境下，Web 应用系统所面

图 3  DDoS 攻击组成

来源：Security Threat Report 2012, NSFOCUS

图 4  Anonymous 攻击分析

来源：Anonymous Report for Operation Japan, NSFOCUS，2012



19

专家视角

临的威胁是非常严峻的。不管攻击的一方是采用单一形式的攻击，还

是采用混合多种手段的混合攻击，作为防护一方，你需要考虑如下几

个问题：

1) 在攻击发起前，能否先于攻击者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

2) 在攻击过程中，能否快速地发现、响应和控制？

3) 安全运维团队的能力和效率怎样？

决定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时间。攻防双方，哪一个占据了时

间上的优势和主动，哪一方将获得最终的成功。

3.1  是否以更为主动式的防御来取代完全被动的防御？

如果你可以在攻击者发起攻击之前，采取主动式的防御机制，

先于攻击者发现系统的漏洞并有效修复，那么无疑减小了系统的攻

击面，降低了系统面临的风险，从而客观上延后了系统可能遭到攻

击的时间。然而，如果你的防御仍旧是静态和被动的，不能实现事

先的检查和防护，那么等于将战场的主动权交给了你的对手——攻

击者，什么时候开始这场攻防战，你的对手说了算。

3.2  安全防护设备是否能够对攻击行为进行针对性的防护以及彼此

配合？

如果对攻击的发现来自于 Web 服务器资源枯竭的告警，甚至是

客户的投诉，那么就太晚了。特别对于一些提供在线交易的 Web 系

统，业务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至关重要，攻击需要被尽早发现和处理。

这些挑战最终需要安全设备来解决。

首先，不同类型的安全防护设备的检测和控制原理是不同的，

这是由攻击者攻击手段的不同决定的，因此，不要指望在一个设备

上同时实现对应用层攻击和网络层攻击的防护。

其次，是采用在线式还是旁路式来进行防护，对于不同的攻击，

取得的效果可能就存在差别。在线式防御的响应速度快，对于应用

层攻击的防护效果好。

最后，在面临诸如混合攻击的复杂攻击情况下，设备间的协同

配合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实现快速调度不同设备的防护能力，是

解决复杂攻击的关键。自动化程度越高，响应时间越短，效率越高。

反之，如果设备间的协同和调度仍通过人工来进行，那么你的响应

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

3.3  安全运维团队是否处于 24x7 的工作状态以及是否足以应对最

严酷环境下的攻防对抗？

攻击者的时间表是 24x7，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他们随时

都可能发起进攻。这样一来，维护人员能否在攻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到现场进行对抗性操作直接影响到防护的成败。同时，你的维护团队

是否真的可以熟练操作和调度安全设备来完成严酷攻防对抗场景下

的工作也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因子。坏消息是，不要指望一般的系

统维护人员同时具备安全攻击的应对能力，事实上，专业的安全专家

总是最稀缺的资源。如果你的运维团队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攻击并熟

练操作和调度安全设备，直接的后果就是你对攻击的响应时间可能又

是几个小时。因此，你需要的是一支专业化和全天候的安全应急团队。

四、  解决方案

4.1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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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 Web 系统的防护是一场

与攻击者进行的赛跑。

对于攻击的一方来说，如果先于防护一

方发现 Web 系统中存在的漏洞，就可以用

最短和最高效的方式入侵 Web 系统，获取

数据。此外，时间因素在黑客的攻击过程中

同样重要。在防护一方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后，攻击一方越早发现攻击受阻并转换攻击

手段，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攻击成功率。

转换视角，对于防护一方来说，时间因

素同样决定了防护的成败。

首先，对于防护的一方来看，如果先于

攻击一方发现 Web 系统中存在的漏洞，尽

早修复它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获得最低

的防护成本。漏洞的修复方式并不是一定要

依靠修改网页代码才可以实现，对于一些暂

时不能修复或需要投入较长时间才能修复的

漏洞，可以通过部署安全设备和相应的规则

进行防护。通过修复漏洞获得防护能力的提

升，可以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高的防护

效果，因此，漏洞修复是网站防护优化的重

要工作。

其次，设备的防护效率也是一个非常重

对的威胁。从整体防护方案的设计上讲，主

要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思考。

1) 主动防御的思路。对威胁的防御不仅

要考虑到攻击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事前的防

护。尽早发现系统中存在的漏洞，争取更多

的时间来进行系统的修复，实现更为主动的

防御；

2) 分层防护的思路。对于大流量多类型

的攻击需要考虑在不同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

防护。在流量的上游（数据中心出口）部署

对大流量网络攻击的防护设备实现网络层攻

击的防护，在下游 / 客户端过部署 CPE 防

护设备处理小流量的应用层攻击。如何做到

因地制宜，最大程度上发挥 CPE 以及上游

流量型安全防护设备的能力是考验系统整体

防护设计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3) 协同防护的思路。对应用层攻击的防

护与网络层攻击的防护手段不是割裂的。攻

击流量在不同防护设备之间进行调度，以实

现应用层攻击防护设备与流量型防护设备之

间的协同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4) 知识共享机制。跨用户以及跨地域的

安全防护知识共享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防护

要的因素。特别对于混合式攻击来说，不同

层面的攻击需要不同的防护思路，对应到不

同的防护手段 / 设备上。对于多层面攻击的

防护，安全设备提供的防护面应该是无缝的。

不同安全设备不应是孤立的，需要彼此配合。

设备协同响应的速度越快，配合的效率越高，

防护效果越好。

最后，在攻击发生后，安全人员能否在

最短的时间发现攻击并做出响应是决定防御

成败的关键。越早发现攻击，留给响应处置

的时间就充裕。同时，响应的速度越快，部

署有效的控制手段的时间就越短，系统受到

的损失就越小。从发现到响应再到控制，是

一个递进的关系。从应急响应流程上来说，

任何一个环节效率的丧失都直接影响防御的

效果。

因此，尽可能地将防护时间提前，提高

检测和防护的效率，缩短响应的时间，对于

防护一方来说，是解决时间这一关键问题的

所在。

4.2  思路

考虑到数据中心环境下的网络和应用特

点，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对 Web 系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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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结果。

5）运维的考虑。安全运维依托人来完

成，而安全攻防最终是人之间的对抗。人的

因素不可忽视。设备是由人来操作的，不同

的人对设备操作的结果是不同的。操作设备

人的经验、技能将直接影响到防护效果。

4.3  设计实现

首先，对于应用层攻击的防护，需要解

决漏洞的问题。通过远程对 Web 系统进行

扫描，发现系统中的 Web 漏洞。在一般的

防护实现中，扫描的结果一般就是报告的形

式。我们知道，如果通过修改网站代码来修

复这些漏洞是非常耗时和费事的。如果可以

将扫描的结果导入防护设备中，生成防护规

则，基于这些“虚拟补丁 ” 实现对漏洞的修

复以及系统的防护，无疑可以大幅提高防护

的效率。

其次，当入侵者发起攻击之后，就需要

基于签名 /特征以及会话重组发现攻击行为，

进行数据包的过滤。对于 Web 系统来说，

应用层攻击主要包括诸如 SQL 注入、跨站

脚本等攻击。应用层设备部署在客户现场，

即 CPE 端设备。通过在线式的防护，实现

用孤立无援的防御策略，对于攻防双方来

说，就太不公平了。你可能不知道，面对的

攻击可能其他同行已经领教过，并已成功防

护了。如果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来自

其他已经成功防护此类攻击的同行的防御策

略，你的成功可能简单到只是点击几下鼠标

按键。事实上，安全信息共享的重要性正是

Izz ad-Dinal-Qassam Cyber Fighters 对

美国银行的 DDoS 攻击案中带给安全业界

的宝贵经验。美国货币监理署办公室（OCC）

建议银行间实现信息共享，建立风险缓解策

略的共享。这就是建立防护知识共享机制的

体现。

最后，出于对运维的考虑，支撑上述防

护系统有效运行的是一个高效运作的专业化

安全应急团队，保证上述所有安全防护思路

和机制的快速和有效的落实。由于攻击者的

时间表是 24x7 的，因此这个应急团队的工

作也应该是全天候的。

五、  总结

综上，一个全天候的主动、分层和协同

防护 Web 安全方案建立在快速发现、快速

最快速的响应和最精准的防护。对于网络层

攻击的防护来说，攻击的发现基于对特征 /

签名以及流量行为的检测。流量型防护设备

一般来说都是旁路的，离线式的清洗中心是

最常见的部署方式。部署在客户侧和清洗中

心中的设备分别负责应用层防护和流量型防

护，是分层防护思路最典型的体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应用层防护和网

络层防护不应该是彼此孤立的。我们知道，

入侵者在攻击时，往往会采用混合攻击的方

式，既有类似 TCP/UDP Flood，也有诸如

HTTPS Flood 这样的攻击。客户端设备往

往因性能的限制无法处理这样的混合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攻击流量防护工

作的调度，即一旦部署在客户端的防护设备

发现攻击流量超过了自己可以处理的能力，

需要立即通知上游的清洗中心流量型防护设

备，将攻击流量的清洗工作交给流量型清洗

的设备来进行。这就是协同防护思路的体现。

第三，防护一方需要实现信息共享。攻

击者在论坛和聊天室里讨论、沟通和分享攻

击的经验，使得攻击手段和工具在不同的区

域甚至国家间快速传播。如果防护的一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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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和快速防护的基础上。 具体来说，通过对 Web 系统的检测将防护提前到攻击发起之前，

并通过分层防护保证应用层和流量型攻击的有效处理。防护的调度及设备间的协同配合，可

以将攻击的响应速度提升到分钟 / 秒级。同时，24x7 专业的安全专家团队，从“人”的因素上，

将响应时间从“小时”甚至“天”降低到“分钟”级。最后，跨区域的防护知识共享机制极

大地提升了防护的效率。因此，方案设计的最终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防护能力的部

署，以及快速有效地阻断攻击。

对于数据中心用户来说，方案可以化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防患于未然，降低防护的成本。

同时，分层防护以及设备的协同配合可以降低安全响应的时间，提升防护的效率。

对于旨在进行自身防护的企业或数据中心来说，将一部分安全的 Capex 转化为 Opex，

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解决安全专家缺失带来的防护隐患。而对于计划开展安全防护业务的

MSSP 来说，这种服务外包的形式可以保证业务的快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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