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技术白皮书 

 
 
 

2017年7月17日 

摘要 
2017年5月11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第13800号行

政命令，加强联邦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责成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领导一个开放透明的过

程，以确定提高互联网弹性的方法和通信生态系统

，减少僵尸网络带来的威胁，尤其是分布式拒绝服

务攻击。在本技术白皮书中，通信部门从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的角度描述僵尸网络问题，确定挑战和机

遇，然后提出生态系统参与者（包括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应考虑缓解的一些初步建议或可行步骤僵尸

网络和自动攻击相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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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僵尸机器人是用于夺取对计算机或设备的控制权以形成被感染机器网络的代码，称为僵尸

网络。许多僵尸网络是受感染机器的自我传播和自我组织网络，可用于通过命令和控制（

C＆C）渠道协调地执行恶意活动。尽管僵尸机器人并不是新鲜事物，但物联网设备的日益

部署增强了其制造大规模全球安全威胁的能力。 

 

为认识到这一日益严峻的全球威胁，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5月11日签署了第13800号行政命

令，加强联邦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责成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领导一个开放透

明的流程，确定提高互联网和通信生态系统弹性的方法，并减少僵尸程序和僵尸网络持续

的威胁。 

 

在本技术白皮书中，通信行业，特别是在此背景下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旨在通

过描述互联网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缓解僵尸网络威胁的共同责任，为这一进程提供信息。

认为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任何单个组件都能够缓解僵尸网络和其他自动化系统的威胁，是一

种谬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作为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商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设备制造商，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边缘提供商，云服务提供商等也是

如此。该生态系统所有成员将共同努力，全面应对僵尸机器人和僵尸网络带来的威胁。 

 

多年来，互联网生态系统一直在努力消除僵尸机器人和僵尸网络威胁。在本文中，通信部

门协调委员会（CSCC）确定了缓解僵尸网络的诸多挑战，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互联网生态

系统成员之间加强合作与协作的机会，包括： 

 

• 提高拆除僵尸网络的执法流程的效率； 

 

 

1新闻发布会白宫办公厅，《总统关于增强联邦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2017年5月11日），网址：https：// office / 2017/05/11 / presidential-executive-order-

加强网络安全联邦。www.whitehouse.gov/the-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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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可行的网络威胁信息； 

• 减少对使用网络地址转换（NAT）功能的依赖； 

• 缓解来自国外的僵尸网络流量； 

• 管理最终用户的恶意软件感染通知； 

• 防御不安全的物联网设备； 

• 反对僵尸网络使用快速流量域名服务器（DNS）隐藏基础设施；和 

• 协调网络到网络的网络管理。 

 
作为DoC和DHS开放透明过程的一部分，CSCC还提出以下初步建议或可操作步骤，包括I

SPs在内的生态系统参与者应考虑减轻与机器人，僵尸网络和自动攻击相关的威胁： 

 

• 简化拆除僵尸网络的执法流程； 

• 鼓励继续向IPv6迁移； 

• 确保共享的网络威胁信息可操作并量身定制，以满足收件人的需求； 

• 网络运营商和最终用户应在传输和对等协议中包括预先协商的流量过滤规定； 

• 鼓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

采用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推荐的快速流量缓解技术； 

• 鼓励采用和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改善僵尸网络检测； 

• 确保包括物联网设备在内的所有端点均遵守行业制定的安全标准； 

• 确保端点运行最新软件；和 

• 物联网设备应对与云服务的任何通信使用网络隔离和/或基于网络的过滤技术。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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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生态系统和通信领域 

支持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包括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通信部门成员）是复杂，多样且相互

依存的。为了充分了解僵尸网络带来的威胁，了解生态系统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非常

重要。本节总结了互联网生态系统，并说明了通信行业如何适应更广泛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僵尸程序和僵尸网络威胁。 

 

互联网生态系统 
 
互联网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许多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多元化，高度集成的系统。互联网协会（

ISOC）将广泛的互联网生态系统描述为由六个主要社区组成，如下所示。2 

 
 
 
 
 
 
 
 
 
 
 
 
 
 
 
 
 
 
 
 
 

 

2互联网协会，推动互联网运转的力量：互联网生态系统（2014年2月3日），网址：（访问，2017年7月16日）。http://www.internetsociety.
org/who-makes-internet-work-internet-ecosystem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o-makes-internet-work-internet-ecosystem
http://www.internetsociety.org/who-makes-internet-work-internet-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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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互联网生态系统来源：互联网协会 

网络运营商属于通信行业，提供图1所示的“共享全球服务和运营”。仅从网络角度来

看，互联网生态系统更像图2。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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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互联网生态系统网络视图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生态系统由许多连接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机器/设备（例如，智能

手机，台式计算机，物联网设备等）组成。网络服务提供商结合使用传输和对等网络3向

服务创建者（如托管，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企业等）提供互联网连接。 

许多服务创建者都是基于云的，这意味着他们运营着一个共同协作提供服务的机器网络。

所有这些部分协同工作，提供通常称为互联网的内容。 

通信部门 

通信基础设施（广播，电缆，卫星，无线和有线）的所有者和运营商构成通信部门。通信

行业是DHS国家基础设施保护计划（NIPP）确定的16个关键基础设施/关键资源（CI / 

KR）领域之一。该部门包括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的网络运营商。作为与国土安全部公共/

私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通信部门利用通信部门协调委员会（CSCC）和通信信息 

3注：附录B中有一个术语表，提供有关本文档中使用的技术术语的更多信息。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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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分析中心（Comm-ISAC），帮助保护通信网络CI / KR免受伤害。 

通信行业在其成员内部以及与联邦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应急准备方面的合作历史悠久。这段

历史将通信行业与国家基础设施保护计划（NIPP）确定的大多数其他关键行业区分开来。

该部门体现了合作和可信赖的关系，当发生紧急情况和灾难时，可以提供关键服务。建立

这种强大的纽带关系主要是因为成立了三个组织，以应对先前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威

胁。 

政策-国家安全电信咨询委员会（NSTAC）。 NSTAC（wwwncs.gov/nstac/nstachtml）是根据

12382号行政命令成立的。 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说明行业如何帮助指导政府围绕

国家安全和应急准备通信做出决策（NS / EP）。 NSTAC由主要电信公司，网络服务提供商

以及信息技术，金融和航空航天公司的多达30位首席执行官组成。通过协商过程，他们为

总统提供了建议，以确保在任何事件或危机中确保至关重要的电信连接，并帮助美国政府

保持可靠，安全和有弹性的国家通信态势。 NSTAC关注的关键领域包括：加强国家安全；

增强网络安全；维护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确保通信以应对灾害；并解决关键基础设施的相

互依赖性。 

规划-通信部门协调理事会（CSCC） CSCC于2005年获得特许，以：帮助协调各项举措，改

善部门资产的物理和网络安全；缓解部门内部，跨部门以及与指定联邦机构之间的信息流；

并解决与事件或事件后的响应和恢复相关的问题。 CSCC的40多个成员广泛代表该行业，包括

电缆提供商，商业和公共广播公司，信息服务提供商，卫星提供商，海底电缆提供商，公用

事业电信提供商，服务集成商，设备提供商以及无线和有线所有者和运营商及其各自的行业

协会。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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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国家电信协调中心（NCC） 

通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Comm-ISAC）。  1982年，联邦政府和电信行业官员确认需要一

种联合机制，协调国家安全和应急准备电信服务的发起和恢复。 1984年，第12472号行政

命令创建了NCC。这个组织与行业和政府之间的独特合作伙伴关系可以24 X 7推进运营问题上

的协作，并在危机时期协调NS / EP响应。自2000年以来，NCC的通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

（Comm-ISAC）由51个行业成员公司组成，为政府和行业参与者之间就影响电信基础设施

的漏洞，威胁，入侵和异常信息交换提供了便利。行业和政府代表每周开会，分享威胁和事

件信息 。在紧急情况下，参与响应工作的行业和政府代表每天开会一次，甚至频率更高。 

僵尸程序，僵尸网络和相关威胁 

僵尸机器人（Bot）– 一种安装在系统上的程序，使系统能够（通常是在远程管理员

（又名僵尸机器人管理员或僵尸机器人牧者）的命令和控制下）自动（或半自动）执

行一项或一组任务。 4 

僵尸网络–感染了僵尸恶意软件的互联网连接的终端用户计算设备网络，由第三方出

于恶意目的进行远程控制。5 

僵尸机器人不是一个新现象。重要的是要注意，并非所有的僵尸机器人都是有害的，而

且并非所有的僵尸网络都用于恶意目的。游戏和互联网中继聊天（IRC）等环境中都有一

些不错的机器人。但是，就本文而言，所有提及僵尸网络和僵尸网络都将假设其本质上

是恶意的或潜在恶意的。 

“僵尸网络”是一系列僵尸网络，能够对远程生成的指令进行处理。典型的僵尸网络可能从

数千个机器人到数百个机器人不等。 

4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信安全可靠性和互操作性委员会（CSRIC）III，美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反机器人行为守则（A

BC），（2012年3月），网址：https：//transition.fcc.gov。 /bureaus/pshs/advisory/csric3/CSRIC-III-WG7-Final-

ReportFinal.pdf（2017年6月20日访问）。 
5 

ID。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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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甚至数百万个机器人。僵尸网络和僵尸网络高度可定制，可以编程为执行许多操作 
，包括：窃取个人和其他敏感信息，垃圾邮件，电子邮件地址收集，分布式拒绝服务（D 

DoS）攻击，密钥记录，托管非法内容和点击欺诈。这些类型的网络攻击将在本文后面详

细介绍。 

早期的机器人使用IRC与C＆C服务器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人和僵尸网络变得越来越

复杂。例如，僵尸机器人和僵尸网络通过整合点对点（P2P）架构和协议而变得更具弹性 
。域名生成算法；合法网站中特定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复杂的分层C＆C基础设施；和加密。每一项改进都使得识别不良流量和合法网络流量更加

困难。 

从历史上看，僵尸机器人感染台式计算机和服务器，最终使用杀毒软件进行检测和清除 
。相反，物联网设备通常没有用户界面（UI）。设计用于自主运行；并直接或间接连接

到互联网。这些设备不能很好地采用某些传统安全保护措施。它们可能没有防火墙就连

接到互联网，通常与其他更高价值的目标位于同一局域网（LAN）上。他们不太可能运

行防病毒软件。此外，由于它们成本低廉且仅处理看似无害的数据，因此可能被视为低

安全风险。但是，物联网设备实际上是吸引攻击的目标，因为设备提供的计算能力可以

由不良行为者利用，通常是所有者不为人所知，而且通常是“安装后遗忘”设备。 

当大型机器人连接到高速互联网连接时，大型物联网设备网络可能会受到机器人的危害，

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 2016年10月对DNS提供商Dyn发起的Mirai僵尸网络分布式拒绝服务

攻击是最近的例子之一 。 Mirai僵尸网络不断扫描互联网，寻找更多受出厂默认或硬编码

用户名和密码保护的物联网设备。6Mirai僵尸网络发现易受攻击的物联网设备后，将恶意

软件加载到设备并开始与C＆C服务器通信，等待指令。然后，Mirai僵尸网络 

6 
赛门铁克安全响应中心，Mirai：您需要了解最近主要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背后的僵尸网络的信息，赛门铁克官方博客

（2016年10月27日），网址为https：// central-major-ddos-attacks（2017年6月20日访问） 

）。www.symantec.com/connect/blogs/mirai-what-you-need-know-about-botnet-behind-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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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示每台受感染的设备使用域名系统（DNS）目的端口（用户数据报协议（UDP）端

口53）向Dyn域名系统（DNS）服务器发送大量数据包，并进行权威授权，从而对Dyn发起

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攻击期间，许多Dyn的客户无法访问由Dyn域名服务的域名。 

Dyn攻击并非孤立事件。峰值攻击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从2015年的500 

Gbps增加到2016年的800Gbps。8KrebsonSecurity站点也受到2016年9月攻击的攻击，达到6 

20 Gbps。实际上，Mirai僵尸网络和其他物联网僵尸网络在这些攻击发生之前已经存在了

一段时间，通常用于执行较小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僵尸网络威胁 

如上所述，僵尸程序和僵尸网络高度可定制，因此，可以进行编程以在互联网上做很多有

益的事情。但是，它们经常且越来越多地用于邪恶活动，例如以下所列的攻击类型。 

•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 数据窃取；

• 非法内容散播；

• 暴力密码猜测；

• 处理盗窃；

• 点击欺诈；

• 电子邮件垃圾邮件；和

• 未经授权的网关。

但是，本节其余部分将重点介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上面列出的其他类型攻击的描述请

参见附录B。 

7斯科特·汉密尔顿，《 Dyn分析10月21日星期五摘要》，Dyn博客（2016年10月26日），见Analysis-summary-friday-october-21-attack /（访问2017年6月20日）。http://dyn.com/blog/dyn- 
8 Arbor Networks，第12届年度全球基础设施安全报告，Arbor Networks特别报告，第一卷。第十二章（2016），第45页。 21，可在https://pages.arbornetworks.com/rs/082-KNA-

087/images/12th_Worldwide_Infrastructure_Security_Report.pdf(2017年6月30日访问）上获取。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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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僵尸网络高度流行的一种攻击）说明了防范攻击以及阻止僵尸机

器人危害端点的诸多挑战。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9 

• 容量;

• 应用程序/资源；

• 状态耗尽；和

• 控制平面。

容积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由成百上千的僵尸机器人向数据包受害者发送数据包，导致拒

绝向他人提供服务。攻击可以是直接攻击，僵尸机器人会使用自己的源IP地址或欺骗的源I 

P地址直接向受害者发送寻址到的数据包。间接攻击利用一种称为反射放大攻击的技术，

在这种攻击中，机器人将源IP地址欺骗为预期攻击目标的IP地址。10然后，机器人将请求数

据包发送到其他服务，如域名系统（DNS），字符发生器协议（Chargen Generator 

Protocol，Chargen发生器），或简单服务发现协议（SSDP）欺骗服务向受害者发送响应。

间接或反射攻击通常会导致服务发送比机器人初始请求大得多的响应，从而引发放大攻击 

。在某些情况下，放大倍数可能是机器人初始请求数据包的数千倍。 

应用程序攻击的容量流量攻击往往比容量攻击的流量流量攻击小。僵尸机器人的特征在于 
，僵尸机器人向系统发送看起来合法的应用程序级请求，以消耗资源（例如，CPU，磁盘

访问，数据库查找等），并使系统不堪重负，从而阻止其他人访问它。 

状态耗尽攻击利用的事实是，服务器，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等设备跟踪并发事务状态的

能力有限。

9 FCC CSRIC 

IV，基于服务器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补救最终报告（2014年9月），可查阅https://transition.fcc.gov/pshs/advisory/csric4/CSRIC_IV_WG5_Remedia

tion_of_Server-Based_DDoS_Attacks_Report_Final_（pdf）_V11.pdf（已访问） 2017年6月20日）。

10消息，恶意软件和移动反滥用工作组，M3AAWG反射性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简介（2017年5月），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m3aawg.org/sites/default/files
/m3aawg-reflective-ddos-attack-intro.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m3aawg.org/sites/default/files/m3aawg-reflective-ddos-attack-intro.pdf
http://www.m3aawg.org/sites/default/files/m3aawg-reflective-ddos-attack-int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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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机器人利用这种限制并通过打开许多连接并没有完全将这些连接完全完成来消耗所有

状态功能。 

控制平面攻击利用了互联网协议的局限性，如边界网关协议11（BGP），IPv6、12和域名系

统协议13。 

所有类型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言）面临的挑战是识别

它们。网络罪犯正在迅速设计更复杂的僵尸网络，这使得区分不良流量和良好流量变得更

加困难。最早的机器人程序通常以明文形式在众所周知的端口上将消息传输到硬编码的IP

地址，从而使流量易于识别和阻止。越来越多的僵尸机器人将其流量伪装成应用程序级别

的流量（例如，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常规网络流量或加密网络流量，使用对等技术避免单点

故障，或使用VPN加密和隧道传输）流量以逃避检测）。 

Mirai僵尸网络攻击还利用了全球有数百万个物联网设备这一事实，攻击流量来自被攻击者

所在地的互联网遥远角落。级别3威胁研究实验室报告说，观察到超过100万个物联网设备

参与僵尸网络攻击，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台湾，巴西和哥伦比亚。14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

检测和阻止此类流量方面面临的挑战在于，源于ISP的网络，并且仅可以传输一部分网络

（ 如果有的话）。即使网络上有僵尸机器人发起流量，来自僵尸机器人的流量也可能不
足以在网络上检测到。 

僵尸网络攻击流量可能看上去完全正常。其中大部分是反射放大攻击（提供最佳性价比） 
，经常使用域名系统，网络时间协议（NTP）和HTTP等众所周知的通用服务。 

11 K. Butler等人，《 BGP安全问题和解决方案概览》，IEEE 98，会议记录，第1（2010年1月），第13页。 100-122（doi：10.1109 / jproc.2009.2034031）。

12思科，IPv6扩展标头审查和注意事项[IP版本6（IPv6），（2006年10月10日，2017年6月30日可用）。http://www.cisco.com/en/US/technologies/tk648/tk872/te
chnologies_white_paper0900aecd8054d37d.html (accessed  
13 Suranjith Ariyapperuma和Chris Mitchell，域名系统和域名系统安全漏洞，第二届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国际会议论文集，ARES 2007，国际可靠性会议-

桥接理论和实践，奥地利，维也纳，可在（访问日期：2017年6月30日）。http://web.mit.edu/6.033/www/papers/dnssec.pdf  
14级别3研究实验室，“物联网攻击”，可查阅（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netformation.com/level-3-pov/attack-of-things-2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cisco.com/en/US/technologies/tk648/tk872/technologies_white_paper0900aecd8054d37d.html(accessed
http://www.cisco.com/en/US/technologies/tk648/tk872/technologies_white_paper0900aecd8054d37d.html(accessed
http://web.mit.edu/6.033/www/papers/dnssec.pdf
http://www.netformation.com/level-3-pov/attack-of-thing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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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类别中，有数百种不同类型的攻击。 Mirai本身已编写了大约

十二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僵尸网络通过扫描开放的远程登录端口（传输控制协议端口

23）进行传播。 Telnet是明文协议，非常不安全，不应在互联网上使用，但这正是Mirai的

传播方式。在Dy n域名系统攻击期间，Mirai使用了域名系统“水刑”，15通过多个著名的开

放解析器（例如 ，谷歌8.8.8.8）代理。 KrebsonSecurity16网站上的攻击被设计为类似于通

用路由封装（GRE）协议。17两种攻击都可能被上游互联网传输提供商阻止。如果发生

Dyn攻击，网络服务提供商和Comm-ISAC向Dyn伸出援助之手。 

大多数ISP可能会阻止基于GRE的KrebsonSecurity攻击。 Dyn流量由著名的开放解析器代

理，因此可以进行速率限制，使流向Dyn IP的流量可以缓解该攻击的大部分影响。 

Brobot影响了许多美国金融系统，大部分攻击均使用HTTP和HTTPS。阻止它需要内容检查

和过滤，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通常会在不持有最终用户私钥的情况下为HTTPS做此类事

情 。无法过滤加密的恶意流量（例如，HTTPS）。 

最新的攻击说明了僵尸网络已经达到的复杂程度和规模。僵尸网络是可检测的。挑战在于

阻止它们。阻止它们的最好方法是首先防止它们扩散。互联网生态系统应对僵尸网络威胁

的真正挑战是对感染端点的补救。在没有补救端点或从互联网断开被感染端点的情况下，

来自被感染端点的威胁仍然存在。确保端点运行最新软件和最新安全补丁，这是公认的最

佳实践，可减轻恶意和恶毒机器人的传播和威胁。 

15域名系统酷刑是一种攻击类型，许多端点向被攻击者的域发送查询，随机字符串前缀到该域，淹没了被攻击者的权威域名系统（DNS）服务器，使被攻击者的域无法访问。

16参见https://krebsonsecurity.com。

17 KrebsonSecurity，KrebsOnSecurity创纪录的分布式拒绝服务命中率（2016年9月21日），可用（访问2017年7月16日）。http://krebsonsecurity.com/tag/gre-ddos/ 

http://www.comms-scc.org/
http://krebsonsecurity.com/tag/gre-d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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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僵尸网络流量源自美国境外 

僵尸网络的威胁格局正在不断发展。根据威胁情报公司的数据，2016年威胁格局中发现的

显着趋势是：1）不安全的物联网设备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流量的重要来源； 

18和2）绝大多数攻击流量来自美国以外。 19 

2016年，来自物联网设备的攻击成为安全防范不当安全摄像机及其闭路电视（CCTV）记录

器（DVR）使用不当的Mirai僵尸网络攻击的头条新闻。正如“三级威胁研究实验室”指出的

那样，许多不安全的摄像头和数字录像机位于台湾，巴西和哥伦比亚。20Shodan，21这是

一个搜索引擎，用户可以通过该搜索引擎查找特定类型的物联网和其他已连接并可见的设

备在公共互联网上，截至2017年7月，有超过30万台易受攻击的海康威视设备直接连接到

互联网，其中绝大多数位于巴西（45,000），印度（36,000），中国（34,000），墨西哥

（25,000）和南方 韩国（20,000）.22 

虽然很难确定僵尸网络攻击的确切来源，但几乎总是可以确定流量的来源国。大量报告23

表明，主要的攻击流量来源是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如越南，台湾和泰国）。24 

这与较早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僵尸网络攻击所用设备与设备所在国家之间存

在强烈关联。此类设备运行的软件通常没有最新的安全补丁。25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分析了六项 

18 Akamai，《 

2016年第四季度互联网安全状况报告》（2016年冬季），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akamai.com/us/en/multimedia/documents/state-of-the-
internet/q4-2016-state-of-the-internet-security-report.pdf 
19 Incapsula.com，《 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分布式拒绝服务威胁格局》（2017年春季），可访问https：//report-q1-2017.html（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incapsula.com/ddos-
report/ddos- 
20级别3研究实验室，物联网！，可查阅（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netformation.com/level-3-pov/attack-of-things-2  
21见shodan.io（Shodan扫描响应端口80、8080、443、8443、21、22、23、161端口扫描的互联网索引设备，

5060、554和其他知名端口）。 
22 Shodan，“海康威视”搜索，可查阅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shodan.io/search?query=hikvision 
23有关不同威胁报告的数据，请参见本白皮书附录A。

24 Incapsula.com，《 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分布式拒绝服务威胁格局》（2017年春季），可访问https：//report-q1-2017.html（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incapsula.com/ddos-
report/ddos- 
25 Hadi Asghari，Michael Ciere和Michael J.G.范·埃滕（Van 

Eten），《僵尸后僵局：六年后的Conficker清理》，在USENIX中。高级计算系统协会，第24届USENIX安全研讨会论文集，华盛顿特区，（2015年8月），网址：https：//（6月20日访问） 

，2017）。www.usenix.org/system/files/conference/usenixsecurity15/sec15-paper-asghari.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akamai.com/us/en/multimedia/documents/state-of-the-internet/q4-2016-state-of-the-internet-security-report.pdf
http://www.akamai.com/us/en/multimedia/documents/state-of-the-internet/q4-2016-state-of-the-internet-security-report.pdf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netformation.com/level-3-pov/attack-of-things-2
http://www.shodan.io/search?query=hikvision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usenix.org/system/files/conference/usenixsecurity15/sec15-paper-asghar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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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僵尸网络之一，从Conficker的沉陷孔中收集的3年纵向数据，评估国

家反僵尸网络举措（旨在使最终用户清理感染的最终用户机器）对缓解僵尸网络的影响

。他们发现峰值感染水平与软件盗版行为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运行无许可证软件副本

的终端用户数量较高的国家/地区拥有僵尸机器人的数量通常较高，因为这些资产获得安

全补丁的注册用户比例较低。 

Mirai僵尸网络也看到了类似的模式，利用了这样一种事实：一类装有著名的默认登录凭

证的物联网设备，终端用户很少更改。 

报告至少与一个制造商存在漏洞，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26日。只有在报告Mirai僵尸网络

攻击后，相关制造商才提供固件更新来解决漏洞，即使如此，也需要设备端进行手动干预

，用户不支持自动方式安全更新软件，因为设备不支持自动更新方式。 

当前的工具和技术 

网络安全框架对僵尸网络的应用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27制定的网络安全框架是基于自愿风险的“一套行业标

准和最佳实践，可帮助组织管理网络安全风险。”该框架由五个职能领域组成 

– 1）识别，2）检测，3）保护，4）响应和5）恢复。领先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

）将框架用作整体网络风险管理流程的一部分，以应对僵尸网络和僵尸网络对其网络

构成的威胁。 

识别 

在框架中，第一步是确定需要保护哪些内容和哪些网络威胁。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

通信安全， 

26国土部（DHS）网络安全和通信安全办公室，漏洞注释VU＃800094-

大华安全硬盘录像机包含多个漏洞（2013年12月4日），可访问（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kb.cert.org/vuls/id/800094  
27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网络安全框架（2017年5月25日，https：// 2017年6月20日可用）。www.nist.gov/cyberframework(accessed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kb.cert.org/vuls/id/800094
http://www.nist.gov/cyberframework(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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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互操作性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和最佳实践）为网络服务提供商

使用框架提供实施指导。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已经确

定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网络，使其免受机器人和僵尸网络等网络安全威胁。作为托管安全

服务的一部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可以保护客户免受网络威胁的伤害。 

除了识别需要保护的内容之外，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可以使用框架和其他工具识别威胁。

第一步是确定要保护资产的攻击面，然后确定已知的攻击媒介。此信息与威胁情报数据

不断合成，以确保全面覆盖并识别并最终解决新漏洞。获取高质量的网络威胁数据是实

施和运行强大的僵尸网络缓解计划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为使程序有效，需要接近零的误

报数据。误报会极大地增加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运营成本，影响其客户满意度，并损害其品

牌。正如CSRIC V第5工作组关于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的报告所述，28网络服务提供商开发了

一个信息共享生态系统，可以使用和共享来自各种来源的网络威胁指标信息，识别僵尸网

络及其相关威胁。此生态系统中包括受信任的第三方（TTP）数据馈送，来自国土安全部

的信息（包括其自动信息共享（AIS）系统）和跨部门信息共享。 

检测 

如框架所述，威胁和攻击的检测是保护网络免受僵尸网络攻击的下一步。如前所述，僵尸

网络攻击有多种形式，因此要检测到僵尸网络，需要针对每种攻击量身定制的一系列工具

和技术。 无论僵尸网络攻击的类型如何，网络服务提供商都使用一套核心技术，包括数

据包采样，签名分析以及启发式或行为分析。 

许多僵尸网络试图将其流量伪装成正常的互联网流量。这使得检测高度分散的僵尸网络或

低流量的流量僵尸网络特别困难，因为流量将低于任何单个运营商网络上的警报阈值。例

如，在Mirai Dyn域名系统滥用攻击期间，攻击者通过著名的开放式域名解析器代理其请

求。29 

28 FCC CSRIC V，第5工作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最终报告（2017年3月15日），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fcc.gov/files/csric5-
wg5-finalreport031517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fcc.gov/files/csric5-wg5-finalreport031517pdf
http://www.fcc.gov/files/csric5-wg5-finalreport0315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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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网络服务提供商使用各种技术保护网络免受攻击，并采取措施帮助客户保护自己免受攻

击 。 

网络服务提供商使用不同的过滤技术直接保护其网络基础设施（如路由器，服务器）。僵

尸机器人通常会欺骗攻击数据包中的源IP地址。这在网络反射攻击中很常见，但在Mirai僵

尸网络或Dyn攻击等大容量攻击中，即使没有IP欺骗也可以实现。 

无论如何，作为最佳实践，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网络服务提供商对欺骗IP地址进行网

络过滤。30 

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可以结合使用其他过滤技术（如访问控制列表（ACL），流量监管，黑

洞和宿沉）过滤已知的僵尸网络流量。这些技术对于抵消客户端-服务器僵尸网络的C＆C

流量非常有效。对于使用点对点体系结构，加密和/或快速通量域名系统技术作为C＆C通

道的更高级僵尸网络而言，这种方法的效果较差。快速流量是僵尸网络使用的一种域名系

统（DNS）技术，将网络钓鱼和恶意软件传递站点隐藏在不断变化的充当代理的受感染主

机网络之后。 

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对分布式拒绝服务清理系统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清理”针对其网络和购

买了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服务的客户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清理系统依

靠“按需”通过清理器转移受害者流量，从正常流量中过滤攻击流量，然后将其放回提供商

网络以发送到原始目的地。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与以下组织的合同将内部清理系统和第三

方清理系统结合使用 

29斯科特·汉密尔顿，《 

Dyn分析10月21日星期五摘要》，Dyn博客（2016年10月26日），网址：（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dyn.com/blog/dyn-analysis-
summary-of-friday-october-21-attack/  
30 P. Ferguson和D. Senie，网络入口过滤：击败采用IP源地址欺骗的拒绝服务攻击，最佳现行实践（BCP）38（2000年5月），网址：https：//tools.ietf.org/html / bcp38（访问时间：2017年6月20日； 

F.Baker和P.Savola，《多宿主网络入口过滤》，BCP 84，2004年3月），网址：https：//tools.ietf.org/html/bcp84（访问时间：6月）

（2017年6月20日）；以及《路由安全共同商定规范》（MANRS），参与者（2015年3月6日，网址：https：// 

6月20日）。www.routingmanifesto.org/participants/(accessed  

http://www.comms-scc.org/
http://dyn.com/blog/dyn-analysis-summary-of-friday-october-21-attack/
http://dyn.com/blog/dyn-analysis-summary-of-friday-october-21-attack/
http://www.routingmanifesto.org/participants/(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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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提供商。但是，网络服务提供商没有能力一直清理所有流量。 

除了清理流量外，许多提供商还使用BGP的Flowspec31功能动态地阻止路由器上易于识别

的流量。通常使用IPFIX32中的基本五元组值（源和目标IP，源和目标端口以及协议）阻止

流量。 Flowspec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网络中相当快地完成和撤消BGP更新，从而加快缓解

速度。 

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可以向客户提供特定的工具和服务以保护自己，包括终端防病毒软件和

具有集成安全性的家庭网关。33运营存根网络或边缘提供商的大型ISP客户也可以使用缓解

分布式拒绝服务的技术称为任播的攻击，允许多个主机或端点具有相同的IP地址。通过在

地理位置上分布这些主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规模需要大大增加，才能考虑到分布式

主机并成功中断站点或服务。任播服务可由边缘提供商部署或从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伙伴

购买。 

几个网络服务提供商还提供一套托管安全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分布式拒绝服务清理服

务。这些功能包括基于网络的防火墙，移动设备管理服务，威胁分析和事件检测，与云

的安全VPN连接以及网络和电子邮件安全等功能。 

响应和恢复 

如今，如《网络安全框架》所述，当网络服务提供商检测到来自其网络机器人或网络端点

的恶意流量时，会做出响应并根据需要进行恢复。响应包括缓解恶意流量的影响，并在必

要时补救被感染的端点。 

为减轻恶意流量，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首先确定恶意流量的影响范围。对于影响其网络或

其网络的恶意流量 

31 Leonardo Serodio，使用BGP Flowspec进行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的流量转移技术（2013年5月），网址：https：//nanog.org/sites/default/files/wed.general.trafficdiversion.serodio.10.pdf（7月7日访问） 2017）。

32 B. Claise，B。Trammell和P.Aitken，《流量信息交换的IP流量信息导出（IPFIX）协议规范》，IETF工具（2013年9月），网址：https：//tools.ietf。 org / html / rfc7011（2017年7月7日访问）。

33 McAfee，McAfee Web Gateway，网址为https：//（2017年7月7日访问）。www.mcafee.com/us/products/web-gateway.aspx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mcafee.com/us/products/web-gatewa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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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务具有交付服务的能力，网络服务提供商将需要使用上文所述的一种过滤技术（例

如，ACL，黑洞，水槽或灌洗）过滤恶意流量。此外，如果恶意流量流入其网络，网络服

务提供商可能会联系上游网络并要求其过滤从该网络发出的流量。 

对于确定为从其网络客户端端点发出的恶意流量，按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愿反机器人行

为守则（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ABC）34的建议，网络服务提供商应： 

• 检测-识别并检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网络中或代表已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购买服务的

企业客户僵尸网络活动，以确定最终用户设备上潜在的机器人感染；

• 通知–将可能的机器人感染通知最终用户，包括潜在的消费者和企业客户；

• 补救–向最终用户提供有关如何补救僵尸网络感染和/或积极协助企业业务客户端补

救僵尸网络影响的信息；和

• 协作–向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反馈和经验教训。

新兴解决方案 

互联网生态系统正在不断提高缓解僵尸网络攻击的能力。正在努力提高检测和缓解能力。 

技术方法。大量恶意软件使用一种称为域名生成算法（DGA）的技术定期生成大量域名，

用作其C＆C服务器的集合点，企图混淆僵尸网络的真实基础设施。当前，安全研究人员

可以进行反向工程处理每种恶意软件变体所产生的DGA。逆向工程可能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
并且通常是无效的whack-a-mole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业界一直在研究如何应用机器学

习来自动化流程和实时工作。 

34恶意软件消息传递移动反滥用工作组（M3AAWG），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基础知识，见https：//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代码（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m3aawg.org/abcs-for-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m3aawg.org/abc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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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会使用互联网注册表注册域名。正在努力将僵尸网络检测机器学习商业化并将其

集成到网络保护产品中。 

新型僵尸网络现在经常使用加密技术（如TLS35）隐藏其C＆C渠道。安全套接字层SSL黑名

单（SSBL）项目36表明，即使僵尸网络使用加密，仍然可以检测到僵尸网络。通过使用深

度包检查（DPI）检查恶意SSL证书，为每个僵尸网络生成唯一的SHA-137指纹，可以识别僵

尸机器人的C＆C流量。目前正在努力将该方法商业化，并将这些方法集成到网络保护系统

中，以实现实时指纹识别和缓解僵尸网络。 

此外，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在网络规模使用柏油场以减慢僵尸网络的传播。38研究人员正在

研究如何将未使用的IP地址空间转换为僵尸网络柏油场。39基本思路是路由所有发往网络

的入站流量。尚未使用的IP地址。防御目标有一套程序规则来做出响应，从而延长了僵尸

网络运行到杀死链所需的时间。40通过延长时间，攻击目标可以有更多时间来确定哪些

额外措施需要采取防御措施来抵消攻击（如果有）。 

除tarpits外，网络提供商还努力确定如何利用软件定义网络（SDN）的功能来帮助缓解僵尸

网络攻击。 SDN提供了动态创建覆盖网络的功能。当与其他网络分区技术结合使用时，可

以为不同的基于IP的服务动态创建虚拟通道。通过这种方法，物联网提供商可以与网络服

务提供商合作，创建从物联网设备通过网络到基于云的服务的端到端虚拟通道。此过程可

确保受损的物联网设备无法 

35E。 Rescorla和N.Modaugu，数据报传输层安全版本1.2，IETF工具（2012年1月），网址为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347（2017年6月20日访问）。

36 SSL黑名单，SSL黑名单，请访问https://sslbl.abuse.ch/blacklist/（2017年6月20日访问）。

37 SHA-1 –安全哈希算法1是一种加密哈希函数，生成20字节哈希密钥，许多安全应用和协议（包括TLS和SSL）将其用作加密数据的一部分。

38拉布雷亚，汤姆·利斯顿谈论拉布雷亚，可查阅（2017年7月17日访问）。http://labrea.sourceforge.net/Intro-History.html  
39 Tarpits是防御攻击的防御措施，在这种攻击中服务器故意延迟传入连接，从而使垃圾邮件和广泛扫描的效果降低。

40 Eric Hutchins，Michael Cloppert和Rohan 

Amin，《情报驱动的计算机网络防御，由对敌攻势和入侵防御链分析得出的信息》，CND论文（2010年11月21日），可用（2017年7月7日访问）。http://papers.rohanamin.c
om/?p=15 

http://www.comms-scc.org/
http://labrea.sourceforge.net/Intro-History.html
http://papers.rohanamin.com/?p=15
http://papers.rohanamin.com/?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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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经授权的端点进行通信。换句话说，受感染的设备不能用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向

非授权主机发送信息。 5G网络中的网络切片功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41 SDN支持的有

线网络正在研究类似的方法。 

合作倡议。目前正在实施多项行业主导的计划，以改善自动化网络威胁信息共享。 

2015年颁布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CISA）以及随后推出的DHS自动信息共享（AIS ）

功能正在帮助推动机器对机器（M2M）计划。 

至少还有另外两种自动化的M2M共享举措可能对打击僵尸网络有用。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就是确保共享的网络威胁信息可由接收方“采取行动”。过去的范例通常是网络尝试

在其网络入口点建立更好的保护。这些举措与相邻网络共享信息，以尽可能减轻恶意流量

来源的威胁。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正在开发一种称为DDOS开放威胁信令（DOTS）的协议42，用于

在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网络元素之间实时交换与分布式拒绝服务相关的遥测技术。 IETF 

DOTS协议致力于改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受害者和各方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减轻此类攻

击 。该协议将支持跨组织间管理边界（例如，网络到网络）的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服务

请求和状态更新。 

邮件恶意软件移动反滥用工作组（M3AAWG）分布式拒绝服务特殊兴趣小组43成员正在开

展类似的努力。 M3AAWG正在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开发应用程序接口（API），数据存储和

开源参考实现，以共享分布式拒绝服务威胁指标，目的是识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流量的

来源，但不能实时缓解攻击。 M3AAWG的方法允许网络服务提供商与其分布式拒绝服务

检测网络共享匿名分布式拒绝服务检测系统识别入站IP流的源IP地址。 

41见5G美洲，5G网络和服务的网络切片，可查阅（2017年7月7日访问）。http://www.5gamericas.org/files/3214/7975/0104/5G_Americas_Netwo
rk_Slicing_11.21_Final.pdf  
42 IETF，分布式拒绝服务开放威胁信令（点），网址：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dots/about/（2017年6月20日访问）。 43 

M3AAWG，M3AAWG发表新论文，阐述密码安全，多因素身份验证，加密使用和分布式拒绝服务防护；宣布领导人和委员会主席的新闻稿（2017年4月4日），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

0日访问）。www.m3aawg.org/news/rel-leadership-papers-2017-04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5gamericas.org/files/3214/7975/0104/5G_Americas_Network_Slicing_11.21_Final.pdf
http://www.5gamericas.org/files/3214/7975/0104/5G_Americas_Network_Slicing_11.21_Final.pdf
http://www.m3aawg.org/news/rel-leadership-papers-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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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起源。这使网络运营商可以清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流量的来源。通过仅共享源IP地

址，此方法在共享可识别信息方面与大多数全球隐私法兼容。 

挑战与机遇 

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责任。为减少僵尸程序，僵尸网络及其自动攻击造成的威胁，需要互联

网生态系统所有成员的合作与协作。本节确定了可以通过互联网生态系统成员更好的合作

与协作减少僵尸机器人和僵尸网络威胁的多个领域。 

僵尸网络下架 

挑战–没有什么技术比导致逮捕肇事者的执法行动更有效。这是解决问题根本原因的唯一解决
方案，而不仅仅是症状。不幸的是，要执行僵尸网络删除行动，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法庭分
析，并需要经常在国际边界的许多利益相关方之间认真协调。僵尸网络删除总体速度的一个
限制因素是缺乏执法资源。另一个挑战是，大多数僵尸网络本质上都是国际性的，需要国家
之间资源密集，耗时的合作。 
机会–额外的执法资源和简化国际流程将有助于整个僵尸网络删除流程。 

可行的网络威胁信息 

挑战-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拥有准确且可行的网络威胁信息，才能快速中和僵尸网络。为使信

息可操作，网络威胁指标必须与单个端点关联。企业使用和共享的许多数据馈送都是长期IP

信誉列表，对运营带有大量订户网络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而言价值不大，这些订户以短租期动

态分配IP地址。这意味着网络威胁指示器必须及时，并且包括当前IP地址或IP地址以及恶意活

动的时间戳。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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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网络C＆C服务器的IP地址也是如此。 C＆C服务器通常没有静态IP地址。 

C＆C服务器通常位于共享主机上，多个主机共享一个IP地址。此外，C＆C服务器可能会有

一个IP地址池或它们轮流使用的共享主机。 

网络服务提供商需要一个单独的，高度可靠的近期指示，表明IP地址已产生恶意流量或已

被扫描以显示暴露的脆弱服务以及被感染的主机。 

机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网络威胁信息需要及时和针对性地生效。 

IETF的DOTS工作组和M3AAWG分布式拒绝服务SIG的网络信息共享计划是朝着正确方向迈

出的一步。国土安全部的AIS44还为改善和增强及时，量身定制的网络威胁指标共享，以满足

收件人的需求提供了机会。 

网络地址转换 

挑战–运行IPv4网络的有线ISP通常为住宅用户提供单个公共IPv4地址。住宅用户通常使用家庭

路由器，该路由器具有网络地址转换（NAT）功能，可以与家中的多个设备共享一个公共

IPv 4地址。 

当ISP收到有关发送恶意流量的住宅用户的信息时，这些信息充其量只能包含分配给客户的

IPv4地址，而不是家用路由器后面的实际端点。 

NAT技术的使用使ISP很难识别用户家庭中正在发送恶意流量的特定设备。 

机会-IPv6消除了使用NAT进行IP地址共享的需要，因为连接到互联网的每台设备都可以拥有

一个公共可路由的 IPv6地址。虽然不是万能灵丹妙药，但消除NAT路由器可能会更容易识别在

某些情况下传输恶意流量的终端设备，并适当过滤可疑流量。截至六月 

44 DHS，自动指标共享（AIS），网址：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dhs.gov/ais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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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网络提供商在全球范围内采用IPv6的比例分别约为19％，45和35％，并且在美国

范围内还在增长。 

离线流量 

挑战-作为广泛分布的全球网络，大多数僵尸机器人及其C＆C服务器不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

网络和管理控制范围之内。实际上，大量报告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僵尸网络流量来自美国

境外46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单个僵尸网络都可能感染网络服务提供商端点的一小部分，

而且僵尸网络在网络上产生的流量很小。如此少量的流量可能很难检测，因为它不会触发

网络服务提供商已实施的许多网络监控阈值。 

机遇-应对这两项挑战需要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作，因为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在与被僵
尸感染的设备接近的位置过滤流量。任何中转或对等协议均应包含处理可用性和流量清理
的语言，以允许网络运营商要求上游提供商过滤恶意流量。 

最终用户通知 

挑战-通知最终用户并采取行动仍然是一项挑战。互联网生态系统成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通

知最终用户：47 

• 电子邮件；

• 电话；

• 邮政邮件；

45 Google，《 IPv6采纳》（2017年6月18日），网址为https：//采用率＆tab = per-country-ipv6-

adoption（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google.com/intl/en/ipv6/statistics.html#tab=per-country-ipv6- 
46 Incapsula.com，《 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分布式拒绝服务威胁格局》（2017年冬季），可访问https：//report-q4-2016.html（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incapsula.com/ddos-
report/ddos- 
47 Michael 

Glenn，恶意软件通知和补救工具与技术，CenturyLink向NIST研讨会：僵尸网络的技术方面的演讲（2012年5月30日），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nist.gov/sites/def
ault/files/documents/itl/csd/centurylink_malware_notification_and_remediation.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google.com/intl/en/ipv6/statistics.html#tab%3Dper-country-ipv6-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incapsula.com/ddos-report/ddos-
http://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tl/csd/centurylink_malware_notification_and_remediation.pdf
http://www.nist.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tl/csd/centurylink_malware_notification_and_remedi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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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

• 网络浏览器通知；

• 围墙花园；和

• 其他方法48

由M3AAWG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确定各种通知和补救方法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最有效

的两种方法是打给设备用户的电话和邮政。49物联网设备在家庭中的日益使用为通知终端

用户提供了新的挑战。用户。物联网设备通常具有有限的用户界面，从而否定了多种通知

方法（网络浏览器，围墙花园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只能通知最终用户其家中的 
“设备”已被感染，而无法识别特定的损坏设备，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 

机遇–今后将采取各种措施改善设备识别。遵循行业标准（例如，开放连接基金会（OCF）50

正在开发）的，设计更好的IoT设备是提高安全性的一种途径。而且，如前所述，网络运营商

对IPv6的支持将有助于识别受感染的设备，并通知用户设备。 

快速通量域名系统 

挑战–恶意软件和僵尸网络使用快速flux51隐藏基础设施的情况持续增长。快速流量是一种域

名系统（DNS）技术，与单个域名关联的多个IP地址以极高的频率交换。快速通量有效地隐藏

了检测到恶意攻击的计算机或服务器。快速流量仅靠IP地址过滤就很难或不可能切断机器人与

C＆C服务器的联系。 

机会– 2008年，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

发布了安全咨询，并提出了一系列缓解建议，以解决快速流量域名系统（DNS）问题 

48其他方法可能包括社交媒体消息，通过机顶盒向电视发出警报，直接存储语音邮件消息等。

49乔治亚州技术研究人员，域名系统（DNS）更改补救研究，向M3AAWG第27次会员大会演讲，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2013年2月19日），网址：https：//www.m3aawg.org/sites/def
ault/files/document/GeorgiaTech_DNSChanger_Study-2013-02- 
19. pdf（2017年6月20日访问）。
50请参阅开放连接基金会，网址为https://openconnectivity.org/（2017年6月20日访问）。

51 ICANN安全与稳定问题咨询委员会（SSAC），SAC 025 

SAAC关于快速流量托管和域名系统咨询（2008年3月），网址：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sac-025-en.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m3aawg.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eorgiaTech_DNSChanger_Study-2013-02-
http://www.m3aawg.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eorgiaTech_DNSChanger_Study-2013-02-
http://www.icann.org/en/system/files/files/sac-02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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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其调查结果和建议中，SSAC鼓励ICANN，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在咨询中

考虑采用快速流量缓解措施。 

从那时起，机器学习的进步已应用于使用快速流量域名系统（DNS）技术检测僵尸网络。

机器学习在检测正在更改域名系统（DNS）条目的僵尸网络中应用的进步，实现了自动化

和僵尸网络检测系统的集成。 

不安全的物联网设备 

挑战–如本文中所讨论的，不断增长的物联网设备安装基础使此类设备成为网络犯罪分子感

染机器人代码的诱人目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的Mirai僵尸网络攻击，其中不安全的互联

网连接的物联网安全摄像头被感染，产生了大规模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不是一个新

现象。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多年来，许多带有已知漏洞的消费级家用路由器已经被利

用来产生大规模域名系统（DNS）放大攻击。 

当今市场上许多物联网设备中发现的已知漏洞类型52： 

• 为物联网设备运送包含已知漏洞且缺乏自动软件更新功能的过时软
件；

• 仅通过出厂默认或硬编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保护；

• 未认证通信；

• 未加密通信；和

• 缺乏相互认证和授权。

不安全的物联网设备面临独特挑战，因为一旦受到威胁，终端用户通常无法检测到它们已

经受到威胁，而且如前所述，网络服务提供商很难通知最终用户设备已被盗用。即使最终

用户意识到了折衷方案，通常也无法 

52宽带互联网技术咨询小组（BITAG），物联网安全和隐私建议（2016年11月），可查阅（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bitag.org/documents/BITAG_Report_-
_Internet_of_Things_(IoT)_Security_and_Privac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www.comms-scc.org/
http://bitag.org/documents/BITAG_Report_-_Internet_of_Things_(IoT)_Security_and_Privac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bitag.org/documents/BITAG_Report_-_Internet_of_Things_(IoT)_Security_and_Privacy_Recommend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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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由于缺少软件更新和/或缺少自动化软件更新而导致的问题。 

机会-物联网设备可以通过使用网络/路径隔离来更好地保护。53可以使用网络/路径隔离技术

（ VPN，VLAN，基于策略的路由，网络切片等）创建独立的逻辑流量路径。这些独立的逻辑

流量路径确保物联网流量只能到达指定的端点。这有助于减轻受损的IoT设备可能发送的任何

恶意流量的影响。 

随着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SDN的发展，物联网制造商有机会设计设备使用网络/路径

隔离技术作为服务的一部分。此外，网络服务提供商还有机会为物联网提供商或最终用户

提供物联网设备服务，以提供网络/路径隔离服务。 

放大攻击 

挑战-放大攻击是一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利用的是域名系统（DNS）查询等小型查询会产

生更大响应的事实。当与源地址欺骗结合使用时，攻击者可以将大量网络流量导向目标系

统 。放大攻击的不对称特性使其成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首选。放大攻击通常利用基于UD 

P的协议，如域名系统（DNS）协议，网络时间协议（NTP），字符发生器（CharGEN）和每

日引用（QOTD）。 

大约有15种互联网协议容易受到放大攻击。54互联网工程师开发了域名系统（DNS）协议

扩展，称为域名系统安全（DNSSEC），以解决域名系统（DNS）易受域名系统（DNS）缓存

中毒的漏洞。不幸的是，此修复程序的副作用是对域名系统的安全扩展会使域名系统

（ DNS）响应大得多，并有助于进一步放大攻击。 

IETF BCP 38/84建议采用源地址验证（SAV）55，以防止欺骗性源地址进行放大攻击。虽然

美国大多数大型 

53思科，《网络虚拟化-路径隔离设计指南》（2008年7月22日，2017年6月20日发行）。 54美国计算机应急准备小组（US-CERT），基于UDP的放大攻击，警报（TA14-

017A）（2016年11月4日），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_Virtualizatio
n/PathIsol.html (accessed www.us-cert.gov/ncas/alerts/TA14-017A  
55 SAV长期以来一直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最佳实践（请参阅1998年发布的IETF 2267），但由于在某些商业情况下难以实施SAV，因此可能无法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网络中全面实施。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_Virtualization/PathIsol.html(accessed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_Virtualization/PathIsol.html(accessed
http://www.us-cert.gov/ncas/alerts/TA14-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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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商56已经实施了源地址验证，仍然可以欺骗整个IP地址空间的大约30％。57 

机会-欺骗性IP地址使用IETF最佳通用实践（BCP）38和84中概述的IP过滤或源地址验证

（SAV）是一种缓解使用欺骗性源地址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放大攻击的可靠技术。 

路由协议相互同意规范（MANRS）58是一项行业领导的工作，旨在将网络运营商的一组共

享价值汇总为一组定义和理想行为。MANRS建议实施反欺骗过滤，以防止源IP地址不正确

的数据包进入或离开网络。迄今为止 ，已有超过45个网络运营商参与MANRS。每个参与

MANRS的网络运营商都有机会将欺骗性地址空间接近零。 

网络对网络协调网络管理 

挑战-尽管网络管理听起来简单而理想，但并非没有挑战，尤其是考虑到对互联网最终用户的

负面影响。理想情况下，僵尸网络缓解应快速针对攻击源。使用SDN进行网络架构设计的进

步以及网络威胁指标的自动M2M共享的使用开始使网络运营商在技术上可行的方法是自动协

调僵尸网络缓解措施并减少对检测到恶意机器人的响应时间。网络或僵尸网络发起攻击。但

是存在挑战，涉及技术，合同和政策问题。 

技术挑战包括检测和缓解。由于僵尸网络流量通常被设计为看起来像是正常的互联网流

量 ，因此僵尸网络流量的存在和不存在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有可能出现误报。即使有地面
事实来源，僵尸网络缓解方法也因网络固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56 MANRS，参与者（2015年3月6日），网址为https：//（2017年6月20日访问）。 57应用互联网数据分析中心，“ 

IP欺骗现状”，网址：https：//spoofer.caida.org/summary.php（2017年6月20日访问）。www.routingmanifesto.org/participants/  
58MANRS，《路由安全相互同意规范》（MANRS）文档（2016年9月8日），网址：（2017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routingmanifesto.org/manrs/  

http://www.comms-scc.org/
http://www.routingmanifesto.org/participants/
http://www.routingmanifesto.org/man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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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设计和构建方式，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与其客户之间服务水平协议的差异。 

通过使用自动化盲目缓解僵尸网络充满风险。在许多情况下，命令和控制服务器不属于机

器人操作员，或者在机器人操作员的完全控制下，例如：1）共享服务器域名系统，2）共

享IP和3）公共网站。59盲目使用僵尸网络缓解方法，例如因为过滤IP地址将阻止共享资源

的所有服务（例如，DNS，共享服务器或服务）。挑战不仅限于共享资源。如果不完全了

解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建立的服务水平协议，网络服务将无法盲目过滤到该端点的

流量。 

此外，在电信/ ISP行业中，采用SDN的趋势正在增强，但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通常描
述了网络资产和服务管理和编排的自动化。通常情况下，这包括大数据框架的结合，
这些框架利用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作为这些SDN驱动网络的反馈环，以预测，推荐和
开处方，以提高资产和服务的响应能力和弹性。此类实现在提供商之间的能力和成熟
度方面差异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反映了高度保护的知识产权，可提供独特的竞
争体验，并产品。尽管如此，这种生态系统仍可以用作攻击缓解策略。 SDN和这些工
具的部署远远超出了概念阶段。高度异构网络中全球实施的复杂性和成本是提供商实
现这些网络速度的障碍。 

机会–更好的协作与协调可以减少响应网络威胁所需的时间。如前所述，行业正在开发解决

方案 ，如IETF DOTS，M3AAWG分布式拒绝服务SIG的信息共享试验，以及由CTIA领导的信息

共享试验，通过共享“可操作的”网络威胁信息来缩短响应时间。此外，随着威胁信息共享平

台功能的成熟，这将有助于减少网络运营商的响应时间。 

59公共网站包括Twitter，Amazon AWS，Google Cloud和Rapidshare等网站。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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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针对僵尸网络的成功协调网络管理，关键是利益相关方之间密切，可信赖的协作和通

信。 

行业建议 

本文阐述了僵尸网络和僵尸网络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宽带网络所有者和运营商面临的挑

战和机遇。下一节重点介绍初步建议，这些建议不仅可以由网络服务提供商实施，还可以

由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实施，以帮助减少使用现有技术的僵尸网络带来的威胁。初步建议

来自CSCC。有必要讨论生态系统所有部分的最佳实践和功能，包括软件开发人员以及云，

托管和应用程序基础设施提供商。 

攻击缓解 

• 鼓励继续迁移到所有IPv6。

IPv6的广泛使用将使设备拥有唯一的地址，并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追踪恶意流量的

来源。

• 确保共享的网络威胁信息可操作且量身定制，以满足收件人的需求。

互联网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的网络威胁信息需要由接收者采取行动。信息共享库

参与者应定制与同行共享的信息，以便采取行动。

• 包括预先协商的过境和对等协议中流量过滤的规定。

各种规模的网络服务运营商（ISP，企业，政府，教育机构等）和最终用户应确保

已在其服务条款中制定适当的规定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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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输提供商和对等网络，用于上游过滤和清理恶意流量。 

• 简化执法僵尸网络删除流程。

执法部门在消除僵尸网络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必须努力简化执法流程，提高执

法僵尸网络删除的速度和效力。

• 鼓励ICANN，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在SAC 025

SSAC关于快速通量托管和域名系统咨询中使用快速通量缓解技术。

互联网生态系统应鼓励ICANN，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商在SSAC咨询中考虑并采

用快速流量缓解技术。

• 调整机器学习并将其应用于僵尸网络检测。

互联网生态系统应该摆脱手动逆向工程僵尸网络域生成算法，开始应用机器学习

通过快速流量，加密和其他掩盖基础设施的技术自动实时检测僵尸网络。

端点防护 

• 确保包括物联网设备在内的所有端点均遵守行业制定的安全标准。

为制定物联网设备安全标准，业界正在进行多项努力。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和物联网

服务提供商应努力确保所有物联网设备遵守各自的行业安全标准和物联网安全最佳

实践。

• 确保端点运行最新软件。

俗话说“一盎司预防胜于一磅治疗”。这也适用于消费者/客户端点。确保所有端点

（台式机，移动设备，物联网等）均运行具有最新安全补丁和更新的最新软件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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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极大地帮助减少互联网上受感染和受到感染的端点数量。 

• 物联网设备应对与云服务的任何通信使用网络隔离和/或基于网络的过滤技术。

经过验证的网络隔离和/或基于网络的过滤技术可以降低恶意互联网终端的危害。6

0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和物联网服务提供商应在设计产品和服务时充分利用这些技术

。

结论 

网络安全是一项共同责任。要保护互联网免受僵尸网络威胁，需要国内外生态系统所有成

员的协作与合作。本文的初步建议只是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可以减少僵尸网络威胁及其伤

害能力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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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委员会成员。Tooley在宽带行业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开发和部署宽带技术方面拥有30多

年的经验。 

本文包括AT＆T，CenturyLink和Cox Communications的重要贡献。 

60 BITAG，第二部分物联网（IoT）安全和隐私建议（2016年11月）。 6（讨论“家庭网络技术的可能角色”），网址：http://bitag.org/documents/BITAG_Report_- 

_互联网_事物_（IoT）_安全_和_隐私_推荐.pdf（2017年6月20日访问）。 

http://www.comms-scc.org/
http://bitag.org/documents/BITAG_Report_-


Communications Sector Coordinating Council |www.comms-scc.org 

i 

附录A-网络威胁报告 

十大最糟糕僵尸网络国家 

排名 国家（地区） 僵尸机器人数量 

1 中国 1,375,637 

2 印度 958,814 

3 俄罗斯联邦 569,463 

4 巴西 429,942 

5 越南 380,639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42,909 

7 阿根廷 177,701 

8 泰国 173,027 

9 墨西哥 145,516 

10 C？* 141,684 

资料来源：截至2017年6月29日的Spamhaus.https：//www.spamhaus.org/statistics/botnet-cc/ 

* Spamhaus报告此列表中排名第十的国家为“ C？”。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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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僵尸网络流量攻击国家 

排名 国家（地区） 攻击流量百分比 

1 中国 50.8％ 

2 韩国 10.8％ 

3 美国 7.2％ 

4 埃及 3.2％ 

5 香港 3.2％ 

6 越南 2.6％ 

7 台湾 2.4％ 

8 泰国 1.6％ 

9 英国 1.5％ 

10 土耳其 1.4％ 

资料来源：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封装分布式分布式拒绝服务威胁格局.https：//report/d

dos-report-q1-2017.htmlwww.incapsula.com/ddos-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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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年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按国家（地区）参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IP地址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2016年第一季度 2016年第二季度 2016年第三季度 2016年第四季度 

国家（

地区） 

国家/地区IP

地址的百分比 

国家（

地区） 

国家/地区IP

地址的百分比 

国家（

地区） 

国家/地区IP

地址的百分比 

国家（

地区） 

国家/地区IP

地址的百分比 

源IP 源IP 源IP 源IP 

土耳其 
0.282％ 

越南 
0.130％ 

英国 
0.036％ 

俄罗斯 
0.078％ 

43,400 20,244 44,460 33,211 

巴西 
0.075％ 

中国 
0.093％ 

巴西 
0.025％ 

英国 
0.059％ 

36,472 306,627 81,276 72,949 

中国 
0.035％ 

台湾 
0.081％ 

中国 
0.025％ 

德国 
0.042％ 

115,478 28,546 81,276 49,408 

韩国 0.028％ 
加拿大 

0.026％ 
法国 

0.025％ 
中国 

0.014％ 

31,692 20,601 23,980 46,783 

美国 
0.005％ 

美国 
0.006％ 

美国 
0.004％ 

美国 
0.012％ 

72,598 95,004 59,350 180,652 

资料来源： 

Akamai的《 2016年第四季度互联网安全状况报告》。 https：//internet/q4-2016-state-of-the-internet-security-

report.pdfwww.akamai.com/us/en/multimedia/documents/state-of-the- 

维基百科贡献者，“按IPv4地址分配的国家列表”，维基百科，免费百科全书，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 

= List_of_countries_by_IPv4_address_allocation＆oldid = 776891748（2017年7月17日访问）。 

61参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源IP数量来自Akamai互联网安全状况报告，2016年第四季度报告。在撰写本文时，数据已针对IANA数据中一个国家/地区分配的IPv4地址的百分比进行了标准化。百分比

可能与Akamai报告发布之时有所不同。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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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僵尸网络威胁 

点击欺诈 

网站通常由广告客户付费。广告客户按“点击”或访问广告客户网站的次数付费。如果网站

或广告经纪人能够产生很多人正在浏览广告的感觉，就可以迫使广告客户为每次访问付

费。产生大量点击的一种方法是命令僵尸网络产生这些访问。 

电子邮件垃圾邮件，网络钓鱼电子邮件或恶意软件电子邮件 

僵尸网络通常用于发起未经请求的大容量电子邮件，还可能包括分发各种类型的恶意软件

，如勒索软件，网络钓鱼站点链接以及与机器人相关的恶意软件。僵尸网络还可以用于发

送更多平凡的未经请求的销售宣传。 

未经授权的网络网关 

受保护的网络边界（如企业网络）中的僵尸网络可能成为进入受保护边界的未授权网关，

并且可以用于访问受保护边界内的其他资源（数据或计算机）（也称为横向移动）。 

数据窃取 

僵尸机器人可以通过网络监控，密钥日志记录或从内存或磁盘抓取数据等手段从受感染设

备窃取数据。这通常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许多机器人程序成员位于私有和企业网络内，紧

邻包含有价值数据的资产。如今，通过“鱼叉式网络钓鱼” 

62攻击可以完成大量数据窃取，将有效外观的电子邮件发送给公司的某人，并使用这些电

子邮件窃取知识产权或银行信息或托管恶意软件。典型的攻击可能包括“坏蛋”向管理助手

或其他下层雇员发送电子邮件，看起来像是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执行人员”要求电子

邮件收件人重置密码，因为今天“需要支付发票”。收件人将重置 

62联邦调查局（FBI），鱼叉式网络钓鱼者（Spear 

Phishers）（2009年4月1日），网址为https://archives.fbi.gov/archives/news/stories/2009/april/spearphishing_040109(2017年7月17日访问）。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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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邮件中包含恶意软件的混淆链接输入密码。这样就可以开始感染，并且安装APT

（高级持续威胁）软件会进行非法活动。 

非法内容散播 

僵尸网络有时会连接到对等文件共享网络，以帮助存储和分发非法内容。 

暴力密码猜测 

僵尸网络用于暴力破解密码猜测。一种方法是使用随机密码算法，密码字典或预定义密码

列表进行高速密码猜测尝试。首先，单个机器人会员可以使用暴力破解作为招募方法来感

染其他设备，方法是扫描已知开放暴露端口的任何资产，然后实施一种暴力破解方法来“

猜测”密码。其次，僵尸机器人或僵尸网络可以使用它暴力破解预期的目标登录凭证，以

访问凭证提供的特权或数据。 

处理盗窃（例如，比特币采矿） 

由于僵尸网络通常会出现僵尸网络成员数量以及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价格不断上涨

，僵尸网络经常被用来“挖掘”硬币。开采比特币的过程需要解决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式，

当求解时，向矿工奖励一定数量的硬币。为了获得成功，矿工需要大量计算能力才能在最

短时间内解决这些方程式。在这里，僵尸网络非常有用。通过利用大量机器人的计算能力

并“命令”这些机器人充当矿工，僵尸网络所有者可以利用许多机器人的综合处理技术，使

比特币挖矿非常有利可图。 

僵尸网络也已被用来利用被感染设备的计算能力，进行比特币挖掘或其他活动，目的是运

行僵尸网络的恶意行为者而不是计算资源的合法所有者。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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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IS –自动化指标共享，国土安全部（DHS）运营免费服务，用于交换网络威胁指标。 

僵尸机器人（Bot）–一种安装在系统上的程序，使该系统通常在远程管理员（又名僵尸机器

人管理员或僵尸机器人牧者）的命令和控制下自动（或半自动）执行一项或一组任务。 

僵尸网络–感染了机器人恶意软件的互联网连接的最终用户计算设备网络，由第三方出于恶

意目的进行远程控制 

命令与控制（C＆C）–用于协调机器人行为的远程计算机。 

CTI –网络威胁指标是描述或识别网络安全威胁的属性所必需的信息。 

分布式拒绝服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指通过来自多个来源的流量淹没在线服务，使其不可

用。 

域名系统（DNS）–域名系统是分层分散的命名系统，用于连接互联网的资源。 

域名系统（DNS）水刑–一种攻击类型，许多端点向被攻击者的域发送查询，字符串前加随

机字符串，淹没被攻击者的权威域名系统（DNS）服务器，使被攻击者的域无法访问。 

DOTS –分布式拒绝服务开放威胁信令是一种方法，参与分布式拒绝服务缓解的设备或应用程

序可以将与当前威胁处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其他设备或应用程序。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协调互联网名称空间的

维护和程序。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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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C-互联网中继聊天是一种互联网协议，可促进使用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文本通信。 

物联网-物联网是一个统称，指的是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相互连接和/或连接到互联

网。 

IPv4 –互联网协议版本4是互联网协议（IP）的第四版本。 

IPv4是核心协议之一，如今仍路由大多数互联网流量。 

IPv6 –互联网协议版本6是互联网协议（IP）的第六版本。 

IPv6是最新版本，旨在解决 IPv4地址耗尽的预期问题。 IPv6旨在替代IPv4。 

杀死链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的想法，描述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的各个阶段：  

1）侦察； 2）武器化； 3）交付； 4）攻击； 5）安装； 6）命令与控制； 7）行动。

NAT –网络地址转换是一种通过修改IP数据包标头中的地址将多个IP地址空间重新映射到另一

种方法，以允许多个端点在通过网络路由器时共享一个地址。 

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或运营商是指运营具有指定自治系统编号（ASN）的网络的

任何企业。 

对等网络–对等网络是两个独立网络的自愿互连，目的是在每个网络上的用户之间交换流量。 

对等（P2P）–传统上，僵尸网络客户端与命令和控制服务器通信以获取命令。 

P2P僵尸网络无需C＆C服务器即可运行，每个僵尸网络既是客户端又是服务器。 

软件定义网络（SDN）–一种计算机网络方法，允许使用开放接口对网络行为进行编程控制，
并将数据包转发平面与控制平面解耦，以允许使用标准服务器和以太网交换机提供路由功能
而不是专用路由器 。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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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C –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为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系统的安全和完整性相关事宜向

ICANN机构群体和董事会提供建议。 

Tarpit – Tarpit是有意延迟传入连接的计算机。降低垃圾邮件和网络扫描速度是一种防御措

施。它类似于焦油坑，其中动物可以陷入泥潭，然后缓慢下沉到水面下。 

传输–互联网传输是允许网络流量“传输”一个网络到达另一个网络的服务。小型网络运营商

和企业购买互联网传输以获得互联网接入。 

http://www.comms-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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