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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域名系统(DNS)是使互联网成为可能的主要创新之一。但在今天，
大量僵尸网络正被用来利用 DNS 基础设施进行更大规模的网络
攻击。

近年来，攻击者已经能够使用针对 DNS 的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攻击来关停基本服务和大范围的互联网，大量知名网站和
组织均面临服务中断和停机。传统基于硬件的 DDoS 缓解服务使
用清洗中心来消除恶意流量，无法在与分布式、基本免费的僵尸网
络的军备竞赛中取胜。

Cloudflare 认为架构非常重要，对抗大规模分布式僵尸网络的唯
一解决方案是与安全 DNS 解析配合使用的大规模分布式网络。 
Cloudflare 的服务就是基于这种架构方法。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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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不断增长的攻击对 DNS 构成了
新的威胁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一场大规模、持续的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攻击影响了互联网的大部分，数十个知名网站和服
务陷入中断或瘫痪。此次攻击的直接目标是 DNS 服务提
供商 Dyn。DNS 服务将域名映射到它们的互联网协议(IP)
地址，以便将流量路由到特定的网站。攻击经过几个小时
才得到缓解。1

但这只是一波愈演愈烈的大规模 DDoS 攻击的开端。自
那以来的多年内，攻击的规模和范围都有所增加，最终出
现了一些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攻击。AWS 报称在 
2020 年 2 月缓解了一次大规模 DDoS 攻击。在最高峰时，
攻击导致的传入流量速率达到 2.3 太比特每秒(Tbps)。2 
2022 年 6 月，Cloudflare 缓解了一次每秒 2600 万请求数
的 DDoS 攻击——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HTTPS DDoS 
攻击。3

攻击者如何能够将攻击扩大到这种高度？

基于物联网和服务器的大规模僵尸网络
产生大型攻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接管保护不力的物联网
设备。在被用于恶意目的的物联网设备网络中，Mirai 僵
尸网络可能最引人注目的例子。Mirai 的创造者入侵了超
过 10 万个联网设备，例如家庭路由器、智能家居设备、安
全摄像头或录像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僵尸网络，用于发
起以上 Dyn 攻击(及其他攻击)，流量可能高达 1.2 Tbps。

这个庞大的僵尸网络使 Dyn 不堪重负，瘫痪了所有依赖
它的网站和应用的 DNS 解析。

这个僵尸网络是用一种叫做 Mirai 的恶意软件创建的。 
Mirai 扫描互联网上仍然使用出厂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设置的设备，因而能够轻易感染、登录并控制这些设备。 
除了偶尔的性能缓慢外，设备的所有者不会注意到设备被
入侵。

Mirai 僵尸网络今天仍然是一个威胁，但并不是唯一一个
被活跃用于 DDoS 攻击的僵尸网络：

• Meris 僵尸网络于 2021 年 6 月首次被发现。虽然研
究人员在该僵尸网络中发现了至少 3 万个僵尸设备，
实际数字据信要高得多。4

• Mantis 僵尸网络使用被劫持的虚拟机和强大的服务
器，而不是物联网设备。这意味着每个僵尸设备的计
算资源远远超过 Mirai 或 Meris 中的设备。这种僵尸
网络能够产生大规模的 DDoS 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多
达每秒 2600 万个请求。5

利用 DNS 工作原理的两种最常见方法是 DNS 放大 
(或“反射”)攻击和 UDP 洪水攻击。

“假设一个设备是公开可访问的，被黑客攻
击的几率就可能是 100%。IPv4 地址空间
并没有那么大。你现在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扫
描整个空间，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个大型僵尸
网络。对漏洞的扫描是持续不断，如果说有
任何变化，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加速了。”

- Matthew Prince，Cloudflare 首席执行官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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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 DNS 服务器：UDP 洪水
UDP 洪水攻击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 UDP 包，目的是压垮该设备的处理和响应能力。UDP 洪水攻击也
会使保护目标服务器的防火墙资源耗尽，从而导致对合法流量的拒绝服务。

这样的攻击与 DNS 解析器特别相关，因为所有的 DNS 流量通常都是通过 UDP 发送的(而不是TCP，后者
仅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如区域传输)。因为 UDP 不需要握手来打开连接，大量的垃圾 UDP 包可以
被发送到目标，后者会尽最大努力响应每个垃圾 UDP 包。(例如，针对 Dyn 的 Mirai 攻击是一种 UDP 洪
水攻击——当这种攻击以 DNS 为目标时，它们可被称为“DNS 洪水”。)

UDP 洪水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服务器响应发送到其端口之一的 UDP 数据包时所采取的步骤。如果该端
口上没有程序正在接收数据包，则服务器将以 ICMP (ping) 数据包作为响应，以告知发送方目标不可达。 
当服务器接收到新的 UDP 数据包时，它会逐步进行处理，并在此过程中利用服务器资源来处理请求。 
由于目标服务器利用资源来检查并响应每个接收到的 UDP 数据包，当收到大量 UDP 数据包时，目标资
源会很快耗尽。

利用 DNS 的工作方式：DNS 放大
除了直接针对 DNS 服务提供商，攻击者还可以将其基础设施武器化，并利用 DNS 的工作方式对其他人
进行破坏性的 DDoS 攻击。

DNS 放大攻击利用开放 DNS 解析器的功能，以放大的流量压垮目标服务器或网络。攻击中的每个僵尸
设备并非以受害者为目标，而是使用伪造的 IP 地址向开放 DNS 解析器发送请求。这个伪造的 IP 地址就
是受害者的真实源 IP 地址。目标随后将收到来自 DNS 解析器的响应。

攻击者以某种方式构造请求，以便使 DNS 解析器产生尽可能大的响应。因此，目标接收到攻击者初始流
量的放大。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机构(CISA)估计，DNS 放大攻击可以允许攻击者发送的流量高达 54 
倍于他们所发送的欺骗数据包。6

攻击者 机器人

伪造的 UDP 包

目标

伪造的 UDP 包

目的地不可达的 ICMP 错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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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导致 Spamhaus 下线的攻击中，DNS 放大是一
个重要部分，7 其他很多攻击也使用了这种手段。

虽然 DNS 解析器对这些攻击不负有直接责任，但可以而
且应该防止对其系统的这种利用。拥有自托管 DNS 的组
织可能也会发现，他们的系统也可能被利用来攻击自己的
内部网络。

大型 DDoS 攻击对 DNS 解析器和下游
受害者的影响
经历过 DDoS 攻击的组织都很清楚其深远的负面影响，包括 
停机、业务损失、声誉损害和沉重的财务负担。有消息称，
平均而言，DDoS 攻击给企业造成的总损失达到 200 万美元， 
中小企业损失达到 12 万美元。企业应对 DDoS 攻击的成
本可能达到 230 万美元(按 2017 年测算)。8

直接针对 DNS 提供商的攻击可能会对依赖它们的组织和 
提供商本身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如果它们的 DNS 出现故障， 
组织可能会寻找新的提供商。

DDoS 攻击的目标并不限于网站和应用程序。攻击者通常
也会针对内部网络。拥有自托管 DNS 的组织在遭到攻击
时有可能陷于瘫痪，客户端设备无法加载所需的资源。 

这种攻击可严重阻碍一个组织的运营，甚至使其完全瘫痪。

如何阻止未来针对 DNS 基础设施的威胁
最终，只有正确的架构才能阻止规模逐年增长的 DDoS 
攻击。

传统基于硬件的 DDoS 缓解 vs 基于软
件的可扩展缓解
传统上，阻止攻击的方法是购买或打造一个大盒子，用它
过滤传入的流量。大多数传统 DDoS 缓解服务供应商使
用思科、Arbor Networks 和 Radware 等公司的硬件， 
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清洗中心”。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这些庞大的缓解盒子一起工作，但非常
笨拙。单个盒子所能吸收的数据包数量有物理限制，变成
了服务提供商可以缓解的总数量的实际限制。在遭受非
常大规模的 DDoS 攻击时，大多数攻击流量从未到达清
洗中心，因为只有少数几个位置，上游 ISP 成为了瓶颈。

设备的费用意味着广泛分布清洗硬件并不划算。传统 DDoS 
供应商通常只在客户受到攻击时提供服务；拥有比过去所
见最大攻击高出一定程度以上的容量永远没有意义。

攻击者 机器人

DNS 解析器

目标受害者

目标 @伪造 IP 地址

目标 @伪造 IP 地址

目标 @伪造 IP 地址

目标 @伪造 IP 地址

DNS 解析器

DNS 解析器

DNS 解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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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投资都是一种浪费，这似乎是合理的
假设。但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对以上传统模式最终是致
命的。

未来不是装在盒子中的
Cloudflare 并没有投资硬件盒子来减少 DDoS 攻击，而
是从最开始就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架构。Cloudflare 
的第一个机架只有三个组件：路由器、交换机和服务器。
今天的机架甚至更简单，往往完全弃用路由器，使用交换
机也可以处理足够的路由表，在各地理区域的数据中心中
间路由数据包。

Cloudflare 没有使用遭到攻击时可能成为瓶颈的负载均
衡器或专门的缓解硬件，而是编写软件来使用边界网关
协议(BGP，互联网的基本路由协议)，在网络的各地理区
域以及每个数据中心内分配负载。每个机架中的每台服务

器都能够响应每种类型的请求。Cloudflare 的软件根据
特定客户在特定时间的需求动态分配流量负载——这意
味着，在大型攻击期间，Cloudflare 会自动将负载分散到
数万台服务器上。

这也意味着，Cloudflare 可用具有经济效益的方式继续
投资于其网络。例如，如果一个城市需要增加 10% 的容量， 
Cloudflare 可以向那里多运送 10% 的服务器，而不必做
出购买还是构建另一个清洗盒子的决策。

由于每个数据中心中每台服务器上的每个核心都可以帮助
减轻攻击，Cloudflare 上线的每一个新数据中心都进一步
改善服务，提高在来源附近阻止攻击的能力。换句话说， 
大规模分布式僵尸网络的解决方案就是大规模分布式
网络。这就是互联网应有的工作方式：分而治之，而非将
所有力量集中在少数几个清洗中心。

全球网络 每一个
数据中心

每一台
服务器

每一项
服务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8

Cloudflare 如何轻松扩展 DNS 安全
但 Cloudflare 不仅使用分布式网络有效地阻止和吸收恶意流量，还从所有这些地点提供权威的 DNS 
和DNS 解析。从任何数据中心提供 DNS 响应意味着 DNS 查询以最小的延迟得到解析。这也意味着 
Cloudflare 的 DNS 受益于整个网络的容量和分布式特性。

Cloudflare 网络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不仅节省了运营成本，还节省了资本。由于 Cloudflare 使用相同的设备 
和网络来提供其所有功能，Cloudflare 很少有任何与阻止攻击或提供任何其他服务相关的额外带宽成本。

随着 Cloudflare 功能不断扩展，阻止攻击的能力也会相应增加。无论攻击规模大小，Cloudflare 都能够
以固定的成本向客户提供 DDoS 缓解，因为攻击不会增加 Cloudflare 最大的单位成本。

这个庞大的分布式网络中每台服务器都具有相同的能力，因而 Cloudflare 能够以最小的延迟提供大规模
的功能。最核心的服务之一是权威和辅助 DNS；Cloudflare 是世界上最快的 DNS 解析器。9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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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flare 全球任播网络能够在覆盖 275+ 城市的数据中心组成的网络边缘进行 DNS 解析，实现 
无与伦比的冗余和 100% 正常运行时间。由于 Cloudflare 的网络容量能够很好地吸收 DDoS 攻击，
因而 DNS 在面对任何规模和类型的攻击时都具有韧性。

赢得军备竞赛，并在面对 DDoS 攻击时保持韧性
• 截至 2022 年第四季度的 Cloudflare 网络容量： 172 Tbps （并继续扩大）

• 有记录以来的最大 DDoS 攻击：不到 2.5 Tbps 

未来几年，DDoS 攻击的规模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甚至呈指数级增长。但 Cloudflare 有能力在未来
数十年内继续赢得这场军备竞赛。

Cloudflare 是唯一一家从一开始就设计为缓解大规模 DDoS 攻击的提供商。正如 DDoS 攻击本质上
是分布式那样，Cloudflare 的 DDoS 缓解系统也分布在其庞大的全球网络中。

与大多数传统服务提供商相比，攻击者有一个优势：提供商的成本较高，因为他们必须购买昂贵的
盒子和带宽，而攻击者的成本较低，因为他们使用大量被黑的设备，对其目标产生不对称的流量。 
这就是为什么 Cloudflare 的秘密武器就是在 Cloudflare 的大规模分布式商用硬件网络上分配负
载的软件。

保护 DNS 免遭各种形式的攻击和利用
截至 2022 年第四季度，Cloudflare 每秒处理约 2260 万个 DNS 查询(包括权威和解析请求)，同时缓
解不断增长的 DDoS 攻击。Cloudflare DNS 对任何规模的 DDoS 和机器人攻击都保持着韧性，无论
是今天的大型 DDoS 攻击，还是 DNS 洪水和其他利用。

对于DNS 服务提供商和自有 DNS 基础设施的组织，Cloudflare DNS 防火墙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可
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基础设施和用户免受大规模 DDoS 攻击，还可以通过缓存 DNS 记录和代表他
们进行响应来提高他们的性能。

用户 DNS 服务器

DDoS 缓解
DNS 缓存
速率限制

Cloudflare
DNS 防火墙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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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原生集成 DDoS 防御，Cloudflare 的 DNS 和 DNS 防火墙解决方案确保您的应用程序始终受到
保护和可用，即使面对一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DDoS 攻击。

要点
Cloudflare 继续扩张，陆续将网络覆盖更多城市和国家。Cloudflare 对新攻击时刻保持警惕，但相
信其架构最终是阻止未来任何攻击的正确方法。Cloudflare 网络被设计为阻止现在和未来几年针对 
DNS 的攻击，欢迎与我们合作：

• 通过设置 Cloudflare，保护自己免受所有 DDoS 攻击，包括基于僵尸网络的大型 DDoS 攻击和放
大攻击

• 通过将 Cloudflare 作为权威 DNS 提供商，使您的 DNS 无惧攻击并维持正常运行

• 通过使用 Cloudflare 的 DNS 防火墙来限制和转移攻击，保护您的 DNS 基础设施和潜在的 DDoS 
受害者

安装非常简单，通常只需不到 5 分钟即可启动运行。查看从 Free 到 Enterprise 的各种计划，请访问 
cloudflare.com/plans。

如要进一步了解 Cloudflare 的解决方案，请访问：

Cloudflare DNS https://www.cloudflare.com/dns/

Cloudflare DDoS Mitigation cloudflare.com/ddos

Cloudflare DNS Firewall https://www.cloudflare.com/dns/dns-firewall/

Cloudflare | DNS 和 DDoS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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