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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事实证明，使用伪造源地址的各种拒绝服务（DoS）攻击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整个互

联网社区来说都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本文讨论了一种简单，有效，简单的入口流量过滤方法禁

止使用“伪造” IP地址的拒绝服务攻击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聚合点“背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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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互联网中各种目标的拒绝服务攻击浪潮再起[1]，这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和网络

安全社区内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寻找新的创新方法来减轻此类攻击。实现这一目标的困

难很多。一些简单的工具可以限制这些攻击的有效性和范围，但尚未广泛实施。

这种攻击方法已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捍卫它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BillCheswick

引用[2]就是说，他在最后一刻从书中提到了“防火墙和互联网安全”[3]，因为被攻击系统的

管理员无法有效防御系统。在提及该方法时，他担心会鼓励使用该方法。

虽然本文档中讨论的过滤方法绝对无法防范源自有效前缀（IP地址）的泛洪攻击，但将阻止

原始网络内的攻击者使用不符合标准的伪造源地址发起此类攻击进入过滤规则。敦促所有互

联网连接提供商实施本文档中描述的过滤，禁止攻击者使用伪造的源地址，这些源地址不在

合法公告前缀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如果ISP正在聚合多个下游网络的路由通告，流量过滤

应用于禁止声称源自这些汇总公告之外的流量。 

实施此类过滤的另一好处是，可以使发起方轻松跟踪其真实来源，因为攻击者必须使用有效

且可合法到达的源地址。 

https://tools.ietf.org/pdf/rfc2827


RFC 2827 网络入口过滤 May 2000 

Ferguson & Senie 当前最佳实践 [Page 3]  

2. 背景资料

下面是TCP SYN泛洪问题的简化示意图：

204.69.207.0/24 

主机<-----路由器<---互联网<-----路由器<-攻击者

TCP /同步
<---------------------------------------------

来源：192.168。 0.4 / 32

同步/确认

没有路线 

TCP /同步
<--------------------------------------------- 

资料来源：10.0.0.13/32

同步/确认

没有路线 

TCP /同步
<---------------------------------------------

来源：172.16。 0.2 / 32

同步/确认

没有路由 

[等…]

假设:

o “主机”是目标机器。

o 攻击者位于“有效”前缀204.69.207.0/24中。

o 攻击者使用随机改变的源地址发起攻击；在此示例中，源地址从[4]中描述，通常不存

在于全局互联网路由表中，因此不可达。但是，任何无法到达的前缀都可以用作攻击手

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伪造源地址似乎是源自于一个或多个全局路由表中的另一个合法网络。例

如，使用有效网络地址的攻击者可能会通过使攻击似乎来自实际上并非发起攻击且完全无辜的

组织而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攻击的系统管理员可能会过滤来自明显攻击源的所

有流量。添加此类过滤器将导致拒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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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非恶意的终端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攻击的系统管理员会无意间成为攻击者的

帮凶。 

更为复杂的是，TCP SYN泛洪攻击会将SYN-ACK数据包发送到一台或多台不参与攻击但成为

次要受害者的主机。这使攻击者可以一次滥用两个或多个系统。 

使用UDP和ICMP泛洪攻击曾尝试过类似的攻击。前一种攻击（UDP泛洪）使用伪造数据包

尝试将chargen UDP服务连接到另一端的echo UDP服务site.Systems管理员切勿允许从

管理域外部发往系统诊断端口的UDP数据包到达系统。后一种攻击（ICMP泛洪）使用IP子网

广播复制机制中的阴险功能。这种攻击依赖于为大型多路访问广播网络服务的路由器，将IP

广播地址（例如，发往10.255.255.255的地址）帧化为第2层广播帧（对于以太网，FF：

FF：FF：FF：FF：FF）。以太网NIC硬件（特别是MAC层硬件）在正常操作中仅侦听选定数

量的地址。所有设备在正常操作中共同共享的一个MAC地址是媒体广播，即FF：FF：FF：FF

：FF：FF。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将接收数据包并发送中断进行处理。因此，这些广播帧的泛

洪将消耗终端系统上的所有可用资源[9]。也许是审慎的考虑，系统管理员应确保默认情况下

不允许边界路由器转发定向广播数据包。  

当使用无法到达的源地址发起TCPSYN攻击时，目标主机会尝试预留资源等待响应，攻击者会

反复更改发送的每个新数据包的虚假源地址，耗尽更多主机资源。  

或者，如果攻击者使用他人的有效主机地址作为源地址，则被攻击系统将发送一封 

大量SYN /ACK数据包被认为是连接建立序列的发起者。这样，攻击者就会损坏两个系统：目

标系统和实际在全局路由系统中使用欺骗地址的系统。  

两种攻击方法的结果都是性能极度下降，或更糟糕的是，系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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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威胁，大多数操作系统供应商都对其软件进行了修改，使目标服务器能够以极高的

连接尝试率抵御攻击。这是解决问题的欢迎和必要部分。入口过滤将需要大量时间全面实施

和完全有效，但可以快速实施操作系统扩展。这种组合应该证明对防止源地址欺骗有效。有

关供应商和平台软件升级的信息，请参见[1]。

3. 限制伪造流量

此类攻击遇到的问题很多，涉及主机软件实现，路由方法和TCP /IP协议本身的缺点。但

是，通过限制源自下游网络的传输流量为已知的（有意为目标的）前缀（es），在这种攻

击情况下，可以消除源地址欺骗问题。

11.0.0.0/8 

/路由器
1 

/ 

/ 

/204.69.207.0/24 

ISP <----- ISP <---- ISP <--- ISP <-路由器<-攻击者ABCD2

/ 

/ 

/路由器3

/ 

12.0.0.0/8 

在上面的示例中，攻击者位于204.69.207.0/24（由ISP

D提供互联网连接）。“路由器2”的入口（输入）链路上的输入流量过滤器提供了与攻击者网

络的连接限制，流量仅允许源于204.69.207.0/24前缀内的源地址的流量，并禁止攻击者使

用前缀范围外的“无效”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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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上面“路由器2”上的入口过滤器将检查：IFpacket的源地址来自204.69.207

.0/24 然后酌情转发 

IFpacket的源地址为“否”数据包网络管理员应记录有关丢弃数据包的信息。这样

就为监控任何可疑活动提供了基础。 

4. 网络设备的其他可能功能

将来的平台实现应考虑其他功能。值得注意的是：

o在远程访问服务器上实施自动过滤。

在大多数情况下，拨入访问服务器的用户是单个计算机上的单个用户。源自该PC的数

据包的唯一有效源IP地址是ISP分配的地址（静态或动态分配）。远程访问服务器可以

检查入口处的每个数据包，确保用户不会欺骗其发起数据包的源地址。显然，对于客户

合法地通过远程路由器连接网络或子网的情况，也需要做出规定，但可以将其作为可选

参数实现。我们已经收到报告，一些供应商和一些ISP已经开始实现此功能。

我们考虑过建议路由器也按照[8]中的建议验证发送方的源IP地址，但这种方法在当今的真

实网络中无法很好地运行。建议的方法是查找源地址，查看到该地址的返回路径将与数据包

到达的接口流出同一接口。鉴于互联网中不对称路由的数量，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5. 负债

这种性质的过滤有可能破坏某些类型的“特殊”服务。提供这些类型的特殊服务的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ISP）最大利益是考虑采用其他方法实施这些服务，以避免受到入口流量过滤

的影响。

[6]中定义的移动IP受到入口流量过滤的具体影响。如所指定的，到移动节点的流量是通

过隧道传输的，但不从移动节点的流量是通过隧道传输的。这样会导致来自移动节点的数

据包的源地址与连接站点的网络不匹配。为适应入口过滤和其他问题，移动IP工作组开发

了一种“反向隧道”方法，在[7]中指定。这为移动节点传输的数据在传输到互联网之前先

传输到本地代理提供了一种方法。反向隧道传输协议还有其他好处，包括更好地处理多播

流量。鼓励那些实施移动IP系统的人实施这种反向隧道方法。

如前所述，尽管入口流量过滤大大降低了源地址欺骗的成功率，但并不排除攻击者使用允许前

缀过滤范围内的另一台主机的伪造源地址。但是，它可以确保在确实发生此类攻击时，网络管

理员可以确保该攻击实际上源自已知的已知前缀。这样可以简化对罪魁祸首的跟踪，最糟糕的

是，管理员可以在问题解决之前阻止一系列源地址。 

如果在使用DHCP或BOOTP的环境中使用入口过滤，则建议网络管理员确保允许源地址为0.0.

0.0且目的地为255.255.255.255的数据包到达路由器中的中继代理。定向广播复制的范围

应受到控制，但不得随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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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互联网连接网络外围的入口流量过滤将降低源地址欺骗拒绝服务攻击的有效性。网络服务提供

商和管理员已经开始在外围路由器上实施这种类型的过滤，建议所有服务提供商尽快这样做。

除了帮助整个互联网社区击败这种攻击方法之外，如果服务提供商可以明确证明其网络已经在

客户链路上建立了入口过滤，还可以帮助服务提供商定位攻击源。

公司网络管理员应实施过滤，确保其公司网络不是此类问题的根源。确实，可以在组织内部使

用过滤，以确保通过将系统不正确地连接到错误的网络来确保用户不会造成问题。

实际上，过滤还可能阻止心怀不满的员工免受匿名攻击。 

所有网络管理员都有责任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此类攻击的不明来源。 

7. 安全注意事项

本文档的主要目的是从本质上提高整个互联网社区的安全实践和认识；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提供商和企业网络管理员实施入口过滤，攻击者利用伪造源地址作为攻击方法的机会将大大减

少。当来源更可能为“有效”时，简化追踪攻击源的方式。通过减少整个互联网的攻击次数和

频率，将有更多资源追踪最终发生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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