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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DDoS 攻击一直威胁着国内大多数涉及互联网业务的企业和机构，DDoS 攻击的

规模、频率以及受害者数量仍然处于上升趋势。DDoS 攻击的防护将是企业和机构的长期挑战。 

DDoS 攻击有两个特点：第一，DDoS 攻击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攻击者只要控制足够

的傀儡主机，几乎不需要准备工作，随时都可以发动攻击。第二，DDoS 攻击手法和攻击种

类复杂多变。攻击者通常会发起几轮甚至十几轮不同类型的攻击达到目的。因此，企业面临

随时可能发生的 DDoS 威胁时不仅需要全天候监测 DDoS 攻击，还需要在 DDoS 攻击防护的

对抗中分析识别每一轮 DDoS 攻击的种类和手法，随时调整防护策略、消除不同类型 DDoS

攻击带来的影响。而大多企业和机构在 DDoS 威胁防护工作面临两大困难：如何应对随时可

能发生的 DDoS 攻击，以及如何有效地消除每一轮 DDoS 攻击的影响。 

有没有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它既可以主动建立正常业务流量的基线，一旦出现异常流量

即时告警；又可以从 DDoS 监测与防御设备海量的告警日志中筛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从而

更精确地保护网站资产业务；还可以动态调整防护规则，使得 DDoS 监测与防护设备每时每

刻都处于最佳防护状态。为此，绿盟科技推出了网站安全云监护方案。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

（可管理系列）是该方案的一部分。 

 

图 1.1  绿盟网站安全云监护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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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可管理系列） 

2.1  产品概述 

绿盟科技在原有 ADS 和 NTA 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安全云技术，推出绿盟抗拒

绝服务系统（可管理系列）①（NSFOCUS ADS with MSS
②）。绿盟 ADS with MSS 是一种

7x24 小时 DDoS 攻击防御解决方案，可以帮助用户将本地的 ADS 和 NTA 设备（如果有的话）

与绿盟安全云对接和同步，由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协助用户对拒绝服务攻击进行全天候监控，

从事前检测预防、事中响应防护、事后持续监控的角度，最大限度减少 DDoS 攻击带来的损

失，同时帮助用户从繁重的日常安全维护工作中解脱出来，让用户能够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

的发展。 

2.2  产品架构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可管理系列）的体系架构主要由绿盟安全云和用户设备构成。其

中，用户端主要是由 ADS 和 NTA 构成的设备引擎层；绿盟安全云主要分为四层：数据采集

层、数据处理层、数据存储层和数据呈现层。 

                                                   

①
 原叫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云监护系列） 

②
 原叫 PAM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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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绿盟 ADS with MSS 体系架构 

 

设备引擎层 

设备引擎层包括部署在用户网络环境的 ADS 和 NTA 设备集群，通过绿盟科技统一接口

与绿盟安全云对接后，会实时地将状态和日志信息通过加密通信协议上传到绿盟安全云。 

数据采集层 

绿盟安全云的数据采集层负责实时接收用户 ADS 和 NTA 设备上传的状态和日志信息，

经过解析后存放到缓存服务器的队列中。 

数据处理层 

数据处理层从缓存服务器队列中取出 ADS 和 NTA 设备状态和日志，进行归一化和关联

分析后，将处理结果保存到数据库服务器集群中。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由数据库服务器集群构成，主要存放经过数据处理层归并分析后的 ADS 和

NTA 告警事件，并且提供接口供数据呈现层实时查询。 

数据呈现层 

数据呈现层将数据库服务器集群中保存的ADS和NTA告警事件通过Web 界面实时呈现

出来，交由7x24小时值守的安全专家团队进一步分析处理。安全专家团队通过这个操作界面，

能够结合用户的资产和设备情况，进一步诊断识别具体攻击类型及其危害，在 30 分钟之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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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方式通告用户，协助用户第一时间调整安全防护策略进行精

确拦截。在此过程中，绿盟安全专家团队会对事件进行持续跟踪，观测安全防护效果，确保

用户业务正常运行。除此之外，绿盟安全专家团队还会定期为用户出具专业安全报告，让用

户可以对自身资产业务安全状况及趋势一目了然。 

 

2.3  产品优势（技术优势&特色） 

安全云平台 7x24 小时远程监测 

绿盟安全云的监测引擎能够对用户 NTA 和 ADS 设备及其防护资产可用性进行 7x24 小时

持续监测，从时间上覆盖 DDoS 攻击随时出现的可能性。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专业的绿盟安

全专家团队可以及时进行诊断、分析，并协助用户调整 NTA 和 ADS 设备的安全策略，实现

针对 DDoS 攻击的快速防护。 

 

安全专家团队全天候远程值守 

绿盟安全专家团队拥有多名具有行业认证和产品认证资格的安全专家（CISSP、CISP、

ISO 27001LA 等），具备丰富的安全专业知识、技能和实战经验。自 2001 年绿盟科技发布抗

拒绝服务产品至今，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已主导和参与过 500 多起 DDoS 攻击应急响应与防护

工作。 

 

30 分钟之内响应，精准拦截 DDoS 攻击 

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具有丰富的 DDoS 攻防实战经验，在 30 分钟之内准确识别常见的

DDoS 攻击，通过优化和调整 NTA 和 ADS 设备的安全策略，可对攻击进行迅速且精准拦截，

帮助用户减少 DDoS 带来的损失。 

 

表 2.1  绿盟 ADS with MSS 响应时间表 

 

灵活的部署与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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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 ADS with MSS  提供“DDoS 监测防护完全托管”和“DDoS 攻击事件应急响应”

这两种方式协助用户防御 DDoS 攻击，可以完美融入到用户各种安全运维场景。同时，方案

也支持在线与旁路部署方式，能满足各种场景的组网需求。 

 

专家级的定期安全报告 

绿盟安全专家团队会为用户定期提供专业的 DDoS 攻击响应报告、云监护月/季/年报，以

用户业务资产为核心，从可用性、完整性和机密性这三个角度为用户呈现其面临的威胁，提

供详细的 DDoS 攻击事件描述、DDoS 攻击态势分析、云监护效果以及专业安全建议等，可

为用户的安全规划和建设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图 2.2  绿盟 ADS with MSS 安全报告 

 

安全智能 

安全攻防是一个动态过程，安全产品面对的是充满“智慧”的对手。绿盟科技拥有专门

的安全研究机构，能够及时跟踪、发现互联网上新出现的 DDoS 攻击类型，并将有针对性的

检测和防护规则研究成果快速应用于 NTA 和 ADS 设备上，帮助客户对抗最新攻击。 

 

2.4  主要功能 

DDoS 攻击监测、分析、响应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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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NTA 和 ADS 设备和绿盟安全云对接后，会实时将设备状态和日志信息上传绿盟安

全云。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实时观察 DDoS 攻击事件监测界面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告警事件，

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等方式将分析结果通告用户，并且在取得用户授权的情况

下，协助用户快速调整设备的安全防护策略，精确拦截 DDoS 攻击。 

绿盟安全专家团队经过分析，确认某一告警事件确系 DDoS 攻击之后，会第一时间通过

电话、短信或邮件等方式将分析结果通告用户，并且在取得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协助用户快

速调整设备的安全防护策略，精确拦截 DDoS 攻击。 

 

图 2.3  绿盟安全云监控中心 

 

设备远程维护 

除了协助用户监测和防御 DDoS 攻击，绿盟安全专家团队还会远程协助用户维护 NTA 和

ADS 设备，包括设备监控、系统升级、故障排查、设置调整等。其中，设备监控主要包括以

下信息： 

• ADS、NTA 设备的 CPU 使用率 

• ADS、NTA 设备的内存使用率 

• ADS、NTA 设备的磁盘使用率 

• ADS、NTA 设备的引擎状态 

• ADS、NTA 设备的端口状态 

• ADS、NTA 设备的关键进程运行情况 

• ADS、NTA 设备的配置变更记录 

• ADS、NTA 设备的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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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 设备的实时流量数据 

• NTA 设备的 Netflow 状态 

 

2.5  实施与运营流程 

绿盟 ADS with MSS  的实施与运营大致分为 5 个步骤来保障用户资产业务的可用性和

连续性，即：信息采集与设备部署、安全基线设置、DDoS 攻击监测、DDoS 攻击响应、安全

报告交付。同时，绿盟 ADS with MSS  灵活的实施与运营流程可运用于运营商、金融、政

府、互联网等企事业单位的安全运营体系中。 

 

图 2.4  绿盟 ADS with MSS 实施与运营流程 

 

2.6  典型部署 

绿盟 ADS with MSS  可以应用于运营商、金融、政府、互联网等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中

心或企业网 DMZ 区。在本方案中，用户通过绿盟 ADS with MSS  可实现将分布在各地的

NTA 和 ADS 设备与绿盟安全云、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对接和同步，由绿盟安全专家团队对各地

的业务系统统一进行 7x24 小时全天候的 DDoS 监测与防护，协助用户减少 DDoS 攻击带来

的业务和名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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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绿盟 ADS with MSS 典型部署 

三.  客户利益 

 减少 DDoS 攻击带来的损失 

绿盟 ADS with MSS  根据 APDR 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模型，通过识别核心资产，设置

DDoS 防护安全策略，全天候监测业务异常，及时响应和拦截 DDoS 攻击四个步骤完善 DDoS

攻击的防护体系，提供强大的安全止损能力。 

 

图 3.1  绿盟科技 ADS with MSS APD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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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精力专注于核心业务 

用户通过绿盟 ADS with MSS  ，可以将 NTA 和 ADS 设备接入绿盟安全云，由绿盟

安全专家团队 7x24 小时远程维护，设备监控、系统升级、故障排查、配置调整等工作完全不

用自己操心，可以大大降低自身的安全设备维护工作量，从而能够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核心

业务的发展。 

 

 提升自身团队安全能力 

DDoS 攻防，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在经验和智慧上的对抗。用户通过绿盟  ADS with 

MSS  ，可以直接获得绿盟安全专家团队丰富且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快速有效应对DDoS

攻击，无需从零开始培养安全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自身团队安全能力，增强抗 DDoS

攻击能力。 

四.  总结 

随着 DDoS 攻击工具不断的普遍和强大，Internet 上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多，以及客户业务

系统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增高，可以预见的是 DDoS 攻击事件数量会持续增长，而攻击规模也

会更大，损失严重程度也会更高。因此，运营商、互联网、金融、政府或是企业都必须有所

对策，以保护其投资、利润和服务。 

为了弥补目前 DDoS 攻击防护方案的不足，我们需要一种完善的解决方案以保护业务系

统不受 DDoS 攻击的影响。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能够检测目前复杂的 DDoS 攻击，而且必须在

不影响正常业务流量的前提下对攻击流量进行实时阻断。这类解决方案相对于目前常见的安

全产品，必须具备更细粒度的攻击检测和分析机制。对于运营商来说，通过在网络骨干出口

及 IDC 出口的部署，这类解决方案还可为运营商创造一种新的安全增值服务提供平台支撑。 

绿盟抗拒绝服务系统（可管理系列）（ADS with MSS）是绿盟科技在优秀的 ADS 和 NTA

产品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安全云技术，推出的 7x24 小时 DDoS 攻击防护解决方案。绿盟 ADS 

with MSS 凝聚着绿盟安全专家团队的集体智慧，提供了业界领先的 DDoS 攻击监测与防护能

力，通过多种分析检测机制以及灵活的部署方式，能够有效的阻断攻击，保证合法流量的正

常传输，这对于保障业务系统的运行连续性和完整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