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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網路安全觀察 

資安攻防思維 

Passive DNS 

偵測與緩解案例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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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網路安全觀察(1/2)  

政府或企業的DNS被攻擊或誤用可能的狀況 
 網站不能存取、郵件不通、被導到不正確的位址 

 設備耗能易損壞 

 順勢做低調緩慢(Low-and-slow)的資安滲透 

 DNS一直是網路服鏈中易受攻擊與惡意利用的設備 
 基礎服務設計成方便有效率應用 

 DNS是反射及放大DDoS攻擊所使用的頭號協定 

基於DNS的攻擊是應用層DDoS攻擊的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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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網路安全觀察(2/2)  

DNS的攻擊已含外對內、內對外。 

有近92%的已知(被確認)惡意軟體，使用DNS作為
主要攻擊手段 
 Cisco 2016年度資安報告 

DNS威脅指數已是全球惡意活動的指標，DNS威
脅指數較前1年持續升高18.5% 
 Infoblox 2015年第三季DNS風險指數報告 

駭客利用DNS協定的不嚴謹讓C&C做暗中的通信 
 惡意程式、BotNet 、APT….. 

DDoS攻擊的各IP與其配置流量的分布更為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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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攻防思維 

資安防不勝防 
 駭客精巧、針對性、長時間的滲透、組織型專業分工攻擊 

大數據、人工智慧時代 
 駭客都在用這樣的技術，防守方當然也得用上 

情資導向、智慧聯防 
 收集情資、交換情資、以情資做有用及有效率的聯合防禦 

 預測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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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NS強化資安 

持續增加的對DNS攻擊與誤用 
 以DDoS對權威域名主機攻擊,  域名主機被用為放大的DDoS
攻擊,  破解註冊帳號用以變更委任資訊,  快取中毒攻擊,         
以惡意軟體誤用域名主機 

抵禦這些威脅的新型強大安全機制 
 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SEC) 

 response policy zones  

 response rate limiting 

 Passive DNS(pDNS)數據 

• DNS安全乃至網際網路整體安全強化領域中，最具前景但還沒
有得到充分發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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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ve  DNS ? 

於2004年由Florian Weimer發明 

遞廻域名伺服器會回應來自其它域名伺服器的請求 

使用感測器以收集DNS伺服器間的查詢及回應記錄
訊息，並加以集中傳送一個點，以便加以分析。 

經過了處理程序，這些DNS記錄便被存放在資料庫，
這樣些訊息便可被建立索引及供查詢。 

被動的收集及分析DNS資訊，所以稱為Passive  
DNS(p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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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ve  DNS的發展 

2006年 Bojan Zdrnja DNS Parser  

 

2007年 ISC(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Security Information Exchange(SIE) 
 ISC是一個美國的非營利性促進Internet基礎發展的組織 

2013年 ISC pDNS計劃Spin Out成為一為營利公司
Farsight Security 

有一些資安公司也都在利用pDNS的資料，除了發
現惡意活動，更用於預測惡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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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數據可回應的問題 

一個網域過去曾經指到的IP位址 
 DNS真正被使用的情況 

一個特定的網域伺服器所掌控的所有網域  
 地理區域性的散佈樣態 

一些網域對應到一系列關聯的IP位址 

一些網域下所存在的子網域 
 移轉過渡期間的網域及伺服器 

DNS活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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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的運作 

 



11 

pDNS 收集的資訊及運作架構 

 DNS實務上有兩種通訊協定來運作 
 client-to-server:用在clients 與 Caches的交談 

 inter-server: 用在Caches 與 Content Servers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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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 的隱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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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如何發現惡意網站 
Name Server Fast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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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的隱私保護 

沒有收集個資，確保不會因被駭客破解的問題，但
還是要強化安全性。 

DNSDB 

SIE 

pDNS Sensor 

 主機安全：高安全設定及運作 
 軟體安全：開放源碼以供驗證

及改進安全性及隱私保護             

ISC Central DB Server 

SSH link encrypt 

 確保資料不被 
 監看 
 修改 
 轉導 
 偽造 

Web Interface 

http A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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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收集的資訊 

pDNS收集了DNS解析器的詢問及回應，本身在設
計上就是屬於公開的。(RFC 2065) 

pDNS Sensor並不會連到敏感或需安全性的網路 

pDNS Sensor並不會收集了Client IP 
 DNS解析器的詢問只有它自己的IP 

pDNS Sensor主要收集項目 
 解析器的IP 

 權威主機的IP 

 要被查詢的網域名稱 

 權威主機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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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在何情況才會洩個資 

個資就在要查詢的網域名稱中，但這很不可能發生 
 有人就要自己洩漏個資   

 My.password.is.abcd1234.com 

 James.jones.visa.is.4716123409871357.com 

單一使用者的DNS解析器 
 很容易就識別出使用者的IP 

 但可調整為送到DNSDB時，不要送出解析器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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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DNS DB 

Farsight DNSDB： 

 來自ISC，含有多年由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數據 

Google提供的VirusTotal網站 
 Google買下VirusTotal可和其Google Hacking聯防 

德國顧問廠商BFK的方案 

盧森堡計算機事件應變中心(簡稱CIRCL)的方案 

愛沙尼亞計算機緊急應變小組(簡稱CER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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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的進一步應用(1/2) 

使企業可及時檢測快取中毒和欺詐變更行為 
 權威區域資料映射的任何變化，意味著企業已遭受惡意攻擊。 

短週期提供新生成網域可用以設定解析的阻擋 
 15分鐘或1小時 

 網絡釣魚或者其它惡意活動往往會選擇新域名，並在使用後
的短時間內直接丟棄(快速轉移陣地) 

以相似的域名揪出潛在惡意活動 
 當pDNS DB支持模糊或者模糊匹配功能時，或分析命名規則 

找到潛在惡意活動一群主機 
 由已知惡意IP或域名，找到與惡意IP對映到的域名，或者是該
域名下的子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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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NS的進一步應用(2/2) 

找到Fast flux DN行為 
 駭客常用此法幫助網路釣魚及惡意站點躲避檢測 

 監控由A到AAAA記錄變更，以及隨時間推移的區域域名伺服
器記錄(zone NS records) 

 合法的網域很少頻繁變更它的IP ，合法的區域很少改變域名
伺服器記錄 

聯合RPZ阻斷已確定惡意域名的解析廻路 
 以設定Response Policy Zones(RPZ)的規則，關閉域名解析
廻路 

 RPZ規則：「如果任何人嘗試查看該域名中的A記錄，則回應
錯誤提示，並註明該域名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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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遞迴式攻擊(Recursive DNS Flood) 

攻擊者會對DNS伺服器，送出並不存在DNS快取資料的網域名稱解析請求，
同時也會增加，DNS伺服器與網路頻寬的負擔 

如何偵測此類攻擊 
原始DNS查詢紀錄極多且複雜，難以撰寫 

關聯規則偵測DNS遞迴式攻擊 

 

 

Domain 
query 

Target  
DNS 
resolver 

DNS query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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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術 

 Flex Connector欄位抽取轉存 

 關聯規則 

 事件圖(Event Graphic) 
 

常見應用  

 偵測DNS反射攻擊、放大式攻擊 

 偵測外部DDOS攻擊 A String B String 
B String累計次

數 

qerdoic bezeqint.net 1 

www bezeqint.net 2 

12348 bezeqint.net 3 

icko32 bezeqint.net 4 

890dsfre bezeqint.net 5 

oidfsljk bezeqint.net 6 

we0c3d bezeqint.net 7 

mail888 bezeqint.net 8 

Flex Connector欄位抽取轉存 

統計網域觸發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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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事件圖發現超過300台主機查詢特定Domain 

Name下的不存在SubDomain，將造成DNS服務癱瘓 
 含被利用之open DNS resolver與目標DNS re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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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威脅分析決策判斷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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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情資: 
1.黑名單 
2.與其他惡意中繼站有關聯 
3.與其他惡意檔案有關聯性 
4.DNS歷史紀錄存在關聯性 
   (pDNS) 行為面: 

1.Domain Fluxing 
2.DNS tunneling 
3.Special User 
agent  

內容分析: 
1.封包內容傳送敏感資訊 
2.檔案中存在中繼站清單 

Intelligence 
Who? where? 

Suspected 

Infected  

Suspected 

Suspected 

Behavior  
How? When? 

Content 
What? 

Ma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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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流量做巨量資料分析 

Log
Log

Packet Packet Packet

TAP TAPTAP

Database Cluster

Log

PCAPPCAP PCAP

Link Layer 
Parser 

Name Metadata 

Start Time 9/9/2015 21:43:56 

Stop Time 9/9/2015 21:44:04 

Databytes / 

Bytes 

9,315/14,288 

IP Protocol TCP 

IP Port 36.231.85.37:52465 

(TW) [AS3462 Chunghwa Telecom] 

202.39.164.13:80 

(TW) [AS3462 Chunghwa Telecom] 

Tags http:content:text/html 
http:method:GET 
http:statuscode:200  
node:chttl  
protocol:http tcp 

Request 

Header 

accept accept-encoding accept-
language connection cookie host 
user-agent 

Response 

Header 

accept-ranges connection content-

length content-type date keep-alive 

server set-cookie 

User Agents Mozilla/5.0 (Windows NT 6.1; rv:16.0) 

Gecko/20100101 Firefox/16.0 

Hosts www.chttl.com.tw 

URI /index.html 

Network 
Layer Parser 

App. Layer 
Parser 

e.g.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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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NS追蹤惡意活動 

此惡意程式hash值 
store.googlesale.net於
2014/9/26也曾對應至此IP 

period.amouxit.com於
2015/4/8對應至此IP 

fashion.pocketrends.
com於2014/12/8對應
至此IP 

以時間軸關聯駭客活動與使用工具的變化 
2014 2015 

2 3 

3 

1 

1 

2 



26 

以DNS找出未知的威脅 

關聯潛在未知的威脅 

潛在中繼站網域 

已知中繼站網域 
網域註冊者
email 

已知惡意檔案hash 

已知惡意中繼站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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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以DNS為途徑的攻擊及惡意活動越來越多 

不只看成單一資安事件，而是由DNS事件中聯想到其他的
資安危害。 

攻擊會不斷的演進，應採取主動持續的安全防護策略 
 注意攻擊趨勢、隨業務內容及量做調整、積極更新/修補漏洞 

越快將DNS相關安全防護加到縱深防禦機制中，組織的風
險就會較少。 
 確認DNS安全的負責單位，DNS管理者與安全團隊要能更緊密的協

同合作。 

 pDNS數據的可有效協助企業找到最新及潛存的惡意活動 
 針對DNS的精巧攻擊在偵測及緩解的有效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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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請指教，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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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 

防護 

事發 

偵測 

事後 

應變 

事終

復原 

 經常及即時漏洞管理
及修補(含OS及DNS) 

 正確的DNS設定(尤
其在IPV6及DNSSEC) 

 定期弱點掃描，可加
做滲透測試 

 嚴謹的服務受理及權
限管控機制 

 專屬維運終端及通道 
 充夠的系統容量 
 防護服務或專屬設備 

 

 妥存維運及運作
記錄 

 納入SOC監控 
 資安設備聯防 
 防護服務專屬設

備 

 迅速收斂資
安事件， 

 找出根因 

 系統復原 
 改進強化 
 不讓相同

事件重覆
發生 

企業普遍投資重點 
Protect Detect Response Recov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