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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域间路由系统的网络攻击技术日益复杂, 尤其是近年出现的基于大规模 LDoS (low-rate
denial of service) 的跨平面攻击, 其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传统网络攻击. 已有域间路由系统安全技术主
要研究如何解决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协议缺乏路由真实性验证机制的问题, 而针对域间
路由系统的大规模 LDoS 攻击利用的是 BGP 协议自适应机制的特性, 且用于 LDoS 攻击的流量与
许多真实数据流的特征类似, 使得现有很多方法难以有效应对.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加权相似度的域
间路由系统安全威胁感知方法, 利用多个特征融合描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并结合网络流量
的自相似特性, 运用加权相似度计算方法量化实时特征值与正常态特征值的偏差, 由此评估域间路
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进一步, 通过跟踪安全特征的实时变化情况, 即可推断域间路由系统遭受攻击的
类型.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实现对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的有效评估, 在遭受控制平面攻击
或数据平面攻击的初期阶段即能感知威胁, 为网络管理员及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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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 基于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的域间路由系统位于整个网
络的控制平面, 是不同自治域互连及交换网络可达信息的主要机制, 其安全对整个互联网具有重要影
响 [1,2] . 然而由于 BGP 协议存在设计缺陷, 致使域间路由系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3∼7] , 尤其是近年来
针对域间路由系统的攻击技术越来越复杂, 造成的危害也远大于传统网络攻击 [8∼10] . 如 Zhang 等 [9]
提出的 ZMW (Zhang Mao Wang) 可以延长网络收敛时间并引起 BGP 会话重置; Schuchard 等 [10]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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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W 攻击的基础上提出了 CXPST (coordinated cross plane session termination) 攻击, 并通过仿真实

验说明了这种攻击可使整个互联网瘫痪数小时且目前尚无有效防范措施.
已有域间路由安全技术主要研究如何解决 BGP 协议缺乏路由真实性验证机制的问题, 如
S-BGP [11] 、RPKI [12,13] 和 PHAS [14] 等. 但由于针对域间路由系统的大规模 LDoS 攻击是通过对
网络数据平面发起大规模流量攻击的, 使网络路由器间的互连链路反复拥塞, 引发域间路由节点或邻
接的大范围级联失效, 由此影响控制平面并将攻击造成的影响扩大到全局网络. 它们利用的是 BGP
协议自适应机制的特性, 且用于 LDoS 攻击的流量与许多真实数据流的特征类似, 使得现有很多方法
难以有效应对.
态势感知技术支持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获取当前系统的连续变化状况, 在交通监管、医疗应急调
度等领域被广泛应用和研究. 如果将态势感知技术用于对域间路由系统运行状况的实时评估, 就能从
全局上分析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一旦发现状态异常, 如路由振荡严重、大规模 BGP 路由器失效
等, 就可初步判定面临安全威胁, 进而再通过分析 BGP 更新报文等路由信息, 对安全威胁进行识别和
定位. 尤其对基于 LDoS 的跨平面攻击, 通过态势感知技术实时评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即可
在遭受攻击的初期阶段感知威胁. LIU 等 [15] 提出一种基于 BGP 异常路由的域间路由系统安全态势
评估模型, 通过构造路由状态树刻画各路由实体之间的层次关系、存储和表达每个实体的路由安全状
态, 并根据所检测的异常路由对各实体的安全状态进行量化. 该方法依赖于异常路由集的完备性, 且
不能有效评估域间路由系统在遭受跨平面攻击时的安全状态.
目前关于域间路由系统安全态势感知的研究成果较少, 尤其缺乏能够有效感知跨平面攻击的域间
路由系统安全态势感知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加权相似度的威胁感知方法 (threat
perception method based on weighted similarity, WS-TPM), 利用多个特征融合描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
全状态, 并结合网络流量的自相似特性, 以加权相似度为参数, 度量融合特征在各个时刻与正常状态
时的偏差, 由此评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在攻击的初期阶段感知威胁. 进一步, 根据发生威胁时
各个安全特征的实时变化情况, 判定威胁的类型.

2

域间路由系统安全威胁分析

域间路由系统由大量以 BGP 为通信协议的自治域组成, 从逻辑功能上可以分为控制平面和数据
平面. 其中, 控制平面负责交换域间路由信息、管控路由设备, 数据平面则负责转发数据报文. 下面以
所处平面为分类依据, 对域间路由系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进行讨论.
2.1

基于路由信息的控制平面攻击

根据 BGP 协议的运行机理, BGP 邻居之间主要通过更新报文 (UPDATE) 交互路由信息. 从邻居
路由器接收的所有路由都会被直接加入 RIB (routing information base), 路由选择进程再进一步从中
选出前往各个网络的最佳路由并添加至 FIB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 但在交互域间路由信息的
整个过程中, BGP 路由器对来自邻居的路由信息的真实性并不进行验证. 恶意节点可以利用该缺陷,
随意伪造并宣告虚假或不符合路由策略的域间路由信息. 这些恶意路由一旦在域间路由系统内大范围
扩散, 必将严重影响整个网络的安全稳定. 源自控制平面的安全威胁主要有 3 种.
(1) 前缀劫持 (preﬁx hijacking): 由于 BGP 路由器对来自邻居的 BGP 报文中的网络层可达性信

息 NLRI (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 不进行任何验证, 恶意 AS 就可以对外宣告任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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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部分节点失效的级联传播
Figure 1

The propagation of cascading failure

非本 AS (autonomous system) 持有的前缀, 在该路由通告被大范围传播后, 网络中以受害前缀为目的
地址的部分甚至全部数据包将被劫持到这个恶意 AS.
(2) 伪造路径攻击 (ASPATH tampering): ASPATH 是 BGP 协议公认强制的路径属性, 它用一组
AS 序列描述到达 NLRI 所属自治域的路径. 由于 BGP 协议没有验证 ASPATH 属性真实性的相关机

制, 恶意 AS 就可以通过宣告含有伪造 ASPATH 属性的路由, 截获或丢弃路由到受害 AS 的流量, 造
成网络不可达、流量窃听或流量黑洞 [16] .
(3) 路由泄漏 (route leakage): 这是一种能够造成 BGP 路由发生严重错误、进而导致互联网部分

中断的重要威胁 [4,17,18] . Dickson [17] 对路由泄漏进行了详细分析, 指出其具有以下 3 个特点: 第一,
泄露的路由通常是合法路由; 第二, 泄露的路由违反自治域间的路由策略; 第三, 路由泄露容易造成流
量重定向.

2.2

基于大规模流量的数据平面攻击

基于大规模流量的数据平面攻击 (如 CXPST 攻击 [10] ) 利用的是 BGP 协议自适应机制的特性,
通过对网络数据平面发起大规模流量攻击, 使网络路由器间的互连链路反复拥塞, 间歇、周期性地出
现路由失效继而可用的情况, 使 BGP 路由器之间需要频繁地交换和更新路由.
对基于 BGP 协议的域间路由系统, 如果有路由节点失效, 它的邻居节点将向各自的邻居发送更新
报文, 撤消与失效节点相关的所有路由. 当路由节点恢复服务时, 它会与所有邻居节点重新建立 BGP
会话并宣告前缀, 而它的邻居节点也会向各自的邻居发送更新报文, 由此将又开始新一轮的更新路由
扩散. 一旦被攻击的路由节点达到一定数量时, 这种频繁、周期性地路由失效继而可用的情况, 会在域
间路由系统中产生大量的更新报文, 而多数 BGP 路由器会因为需要处理这些更新报文而失效. 随着
节点失效的快速级联传播 (如图 1 所示), 最终造成全局网络的更大范围瘫痪.

3

相似度与域间路由系统安全威胁感知

相似性是存在于任意两个对象之间的一种普遍关系, 而相似度作为相似性的定量表示, 通常被用
于度量两个对象之间的差异程度. 本节首先介绍相似度的基本概念以及常用计算方法, 进而分析域间
路由系统遭受攻击与正常运行时在一些特征属性上表现出的差异, 由此说明利用相似度评估域间路由
系统安全状态并感知威胁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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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似度介绍

相似度是一个数学概念, 用于计算两个数据样本之间的差异程度. 目前, 关于相似度的计算主要
是基于向量距离的方法, 下面给出基于距离的相似度的数学描述 [19] .
对于 N 维样本空间 S 中的任意两个数据 Xi 和 Xj , 如果函数 dij = d(Xi , Xj ) 满足下列条件:
(1) 对于所有 Xi , Xj , dij >0, 当且仅当 Xi = Xj 时, dij =0; (2) dij = dji ; (3) 对于任意 Xi , Xj 和 Xk ,
dij 6 dik + djk , 则称 dij 为数据 Xi 和 Xj 之间的距离. 相似度 sim(Xi , Xj ) 则用 Xi 和 Xj 的距离 dij
的倒数来表示, 即 sim(Xi , Xj )=1/dij . 可以看出, 距离 dij 越大, 参与判断的数据样本 Xi 和 Xj 之间
的相似度越小; 反之, 距离 dij 越小, Xi 和 Xj 的相似度越大.
∑
m 1/m
计算相似度的常见方法有 4 种, (1) Minkowsky (明氏) 距离: d(x, y) = ( N
; (2)
i=1 |xi − yi | )
∑N
Euclidean (欧几里德) 距离: d(x, y) = ( i=1 |xi − yi |2 )1/2 ; (3) Manhattan (曼哈顿) 距离: d(x, y) =
∑N
∑N xi −yi
i=1 |xi − yi |; (4) Camberra 距离: d(x, y) =
i=1 xi +yi .
在上述 4 种计算方法中, Euclidean 距离和 Manhattan 距离是 Minkowsky 距离的特殊形式. 相比
而言, Manhattan 距离的运算较为简单, 向量中各元素的误差对整体距离的影响权重都相同. Camberra
距离将元素误差占本身的比重也进行了考虑, 做了自身的标准化, 一般应用于对高度偏倚数据的处理.
而 Euclidean 距离则对较大元素误差在距离计算中的作用进行了放大, 这种计算方式的应用最为广泛.
由于在评估不同时刻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的差异时, 强表征性特征具有更大的影响, 所以本文在计
算相似度时采用 Euclidean 距离计算方式.
3.2

相似度与安全威胁感知

作为度量不同对象差异程度的主要方法, 相似度在信息检索、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有具
体应用. 例如, 在信息检索中, 相似度反映文本与用户查询在词义上的符合程度; 在数据挖掘中, 相似
度通常用于刻画不同数据样本的关联程度; 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问答系统中, 相似度用于对问题和
答案匹配程度的定量描述.
如第 1 节分析, 基于路由信息的控制平面攻击的本质是向其他域间路由节点宣告无效路由信息,
主要是伪造路径和非自有前缀. 当某个恶意节点向其他路由节点宣告伪造路径或非自有前缀时, 由于
BGP 协议没有验证路由信息真实性的相关机制, 根据路由选择算法的择优特性, 接收到更新报文的路
由器会将路由表中的原有路由替换为路径较短的伪造路由, 同时向对等节点发送更新报文以宣告重新
计算得到的较优路由. 可以看出, 当域间路由系统遭受基于路由信息的控制平面攻击时, 不仅 BGP 消
息的数量会增加, 平均路径长度等属性也会发生较大变化, 而且特征变化越大说明攻击造成的危害就
越严重. 也就是说, 遭受攻击时和正常运行时在某些特征属性上的相似度会有明显下降.
另外, 当域间路由系统遭受基于 LDoS 的数据平面攻击时, 初期阶段会有部分链路被间歇式地反
复拥塞, 而链路的反复失效继而可用必然会导致 BGP 邻居之间需要通过 BGP 报文频繁交换和更新
路由. 当这种路由不稳定在更大范围扩散后, 就会有更多的路由节点相继失效, 那么在域间路由系统
中就会产生更大规模的 BGP 报文. 可见, 受到这种类型的攻击时, UPDATE 和 OPEN 等 BGP 消息
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且攻击规模越大, 整个域间路由系统内的 BGP 消息总量变化就越大. 即, 域间路
由系统遭受数据平面攻击和正常运行时在一些特征的相似度上会有所下降.
通过分析域间路由系统遭受攻击与正常运行时在一些特征属性上表现出的差异, 充分说明了利用
相似度评估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进而感知威胁的可行性. 因此,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特征融合相似
度的安全威胁感知方法, 用于评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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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加权融合相似度的域间路由系统安全威胁感知方法

为了保证态势评估和威胁感知的有效性, 需要从宏观、全局上对域间路由事件和信息进行分析,
选取多个具有强表征性的属性作为域间路由安全特征, 融合描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之后即可
通过计算安全特征在各个时段与正常状态的相似度, 实现对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的定量描述.
4.1

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特征

本节分析域间路由系统中以 BGP 为通信协议的各个自治域在路由信息交互过程中存在的统计特
征, 从中选取对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具有强表征性的特征, 加入域间路由安全特征集合, 由此提供
一种将域间路由安全特征与域间路由系统活动进行整合关联的方法.
4.1.1

更新消息数量特征

在 BGP 协议的 4 种消息中, 更新消息是核心内容. AS 间的路由信息交换主要通过更新消息实现,
包括增加新路由 (ANNOUNCE 消息) 和撤消旧路由 (WITHDRAW 消息). 一旦域间路由系统出现异
常, 如拓扑不稳定或某些 AS 路由策略发生变化, 都会产生大量的更新消息, 所以更新消息的数量直接
反映域间路由系统的稳定状况. 由于 ANNOUNCE 消息和 WITHDRAW 消息能够表征域间路由系统
面临不同安全威胁时的状态差异, 为此将 ANNOUNCE 消息数量 (Number of ANNOUNCE, NOA) 和
WITHDRAW 消息 (Number of WITHDRAW, NOW) 作为评估域间路由系统运行状态的特征.
下面分析域间路由系统遭受不同类型攻击时 NOA 和 NOW 的变化.
(1) 基于路由信息的控制平面攻击是通过可控 BGP 路由器向其他 AS 的 BGP 路由器宣告错误
路由信息. 其中, 前缀劫持和伪造路径攻击都是宣告虚假但一般较优的路由, 根据 BGP 路由选择算法
的择优特性, 这些虚假路由将会通过 ANNOUNCE 消息的级联宣告在域间路由系统中大范围扩散. 显
然, 发生这种情况时, NOA 值会变大, 且无效路由信息的规模越大或攻击者的层次越高, NOA 的增长
幅度就越明显. 同样, 对于路由泄露, 泄露的路由也会通过 ANNOUNCE 消息的级联宣告在域间路由
系统中大范围扩散,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时, NOA 值会变大, 且泄露路由的规模越大或层次越高, NOA
的增长幅度就越明显.
(2) 基于大规模流量的数据平面攻击利用 DoS 攻击网络数据平面, 使 BGP 路由器间的互连链路
反复拥塞, 间歇、周期性地造成某些路由失效继而可用, 这个过程必然会有大量新路由的宣告和不可
用路由的撤消, 具体定量反应就是 NOA 和 NOW 的值变大, 而且攻击越剧烈有效, NOA 和 NOW 的
增长幅度就越明显.
4.1.2

路由路径特征

作为更新消息的公认必选属性, ASPATH 是 AS 间要交换的路由信息的主要内容, 用带有顺序的
AS 号序列来描述 AS 间的路径或到某个具体 NLRI 的路径. BGP 路由器向邻居发送更新消息的主要
目的就是告知邻居某条路径现在可行或不可行, 所以无论是拓扑变化, 还是某些 AS 路由策略发生变
化, 都会产生大量含有不同 ASPATH 的更新消息. 如果将某个时刻所有 AS 间的 ASPATH 综合起来,
就是域间路由系统在该时刻的拓扑结构. 所以, 通过比较不同时刻域间路由系统全部路由的 ASPATH
属性的差异程度, 可以衡量域间路由系统的拓扑波动幅度. 为此借鉴字符串差异性度量技术, 引入平均
路径长度 (average path length, APL) 衡量不同时刻 ASPATH 的差异程度.
下面分析域间路由系统遭受不同类型攻击时 APL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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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面临不同安全威胁时各个安全特征的变化情况
Table 1

Changes of security feature in diﬀerent security threats
Feature

Security threat
NOA

NOW

APL

Preﬁx hijacking

↗

—

|

Path tampering

↗

—

↘

Route leakage

↗

—

↗

Cross plane attack

↗

↗

↗

(1) 对于控制平面攻击中的前缀劫持和伪造路径攻击, 它们利用的是 BGP 协议的路由择优策略,

发布较优 (ASPATH 较短或前缀较长) 但不符合实际的路由, 这些虚假路由都要明显优于已有的实际
路由, 一旦这些虚假路由在域间路由系统大范围传播, APL 将发生明显变化, 且攻击造成的影响越严
重, 它相对于正常状态时的差异就越大. 而对于路由泄露, 这种威胁造成的是 BGP 路由发生严重错
误、进而导致互联网部分中断, 由此造成原有路径不可行, 这种情况下 APL 的值也将发生明显变化.
且路由泄露越严重, APL 的变化幅度就越大.
(2) 数据平面攻击通过阻塞网络关键链路, 使得大量 BGP 路由器无法对外提供服务, 这种情况会

造成许多原有较优路径不可行而被撤消, 而替代以宣告的大量较差路由, 此时的 APL 要大于正常状
态时的值, 且攻击越严重, APL 相比于正常状态时的差异就越大.
表 1 给出域间路由系统在发生不同类型异常时各个特征的变化情况, 其中 “↗” 表示明显增大,
“↘” 表示明显减小, “|” 表示明显变化 (可能是增大也可能是减小), “—” 表示变化不明显.
4.2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能够反映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的特征有很多, 且采用的特征越多, 越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域间
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但是, 特征越多就意味着安全状态的计算越复杂, 所以考虑到域间路由系统安
全态势感知在实时性方面的要求, 本文只采用 ANNOUNCE 消息特征 NOA、WITHDRAW 消息特征
NOW 和平均路径长度特征 APL 等 3 个特征.
定义1 域间路由安全特征实时矩阵 I 为 m × 3 矩阵, 用于存储各个采集节点实时采集到的域间
路由系统安全特征的值, 表示为

I11 I12 I13
I=

I21 I22 I23
··· ··· ···

,

(1)

Im1 Im2 Im3

式中 Iij 为该时段第 i 个采集节点采集到的第 j 个特征的值 (第 1 个特征为 NOA, 第 2 个特征为
NOW, 第 3 个特征为 APL). 若某个时段域间路由系统运行正常, 则将该时段对应的 It , 即由各个采集
节点的路由数据 (包括 ANNOUNCE 消息数量 NOA、WITHDRAW 消息数量 NOW 和平均路径长度
APL) 构成的二维矩阵, 称为正常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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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2 域间路由安全特征标准矩阵 S 是对域间路由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时各个安全特征的定量
描述. 与实时矩阵 I 一样, 矩阵 S 也为 m × 3 矩阵, m 为采集节点的个数. 域间路由系统是一个动态
变化的复杂系统, 为了保证标准矩阵 S 对域间路由系统运行状态的实时表征性, 需要在每采集到 1 个
正常态数据时即对其进行更新, 更新方式为 S(n + 1) = S(n)×n+I
, 式中 n 为更新次数.
n+1
考虑到 3 个安全特征的取值范围差异较大, 而它们取值范围的不一致性显然会导致处理结果更偏
向于取值范围较大的特征. 为了平衡取值范围不一致的特征, 需要对 3 个特征全部进行归一化处理,
将特征取值归一化到 [0, 1] 区间. 由于 3 个安全特征的量化值分布都不具有明显的概率分布特性, 为
此本文采用线性函数归一化 (Min-Max scaling) 方法, 将原始数据线性化地转换到 [0, 1] 的范围, 实现
x−xmin
对原始数据的等比例缩放, 具体归一化方式为 xnorm = xmax
−xmin , 其中 xnorm 为归一化后的数据, x 为
原始数据, xmax 和 xmin 分别为原始数据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m ∑3
2
由此, 即可计算 t 时段实时矩阵和标准矩阵的 Euclidean 距离 De (I, S) =
i=1
j=1 (Iij − Sij ) ,
然后求两者的相似度 Sim(I, S) = 1/De (I, S). 进一步, 对上式得到的相似度进行归一化处理, Sim(I, S)
Sim(I,S)
= 1+Sim(I,S)
= 1+De1(I,S) , 由此将相似度的取值范围限制于 (0, 1), 其值越接近于 1, 说明相似度越高.
4.3

增加权重的多特征相似度计算方法

通过 2.1 小节的分析可知, 对于不同类型的域间路由系统异常, 其引起各个特征的变化程度不尽
相同. 或者说, 各个特征对不同类型异常的表征性存在差异. 例如, 发生基于 LDoS 的数据平面攻击时,
由于出现大量的链路或节点失效, 会产生大量的 BGP 消息报文, 尤其是 WITHDRAW 消息的数量相
对于正常态时会急剧增长, 所以 NOW 特征的变化非常明显; 发生基于路由信息的控制平面攻击时, 会
有大量伪造的较优路由被宣告到域间路由系统, 这种情况下的 APL 就会明显小于正常态时的 APL.
所以, 在计算多特征融合相似度时, 引入特征权重对方法进行改进.
定义3 安全特征权重矩阵 λ 描述各个安全特征在域间路由系统态势感知过程中的重要性. 本文
采用三个属性为域间路由安全特征, 所以 λ 应该为 1 × 3 矩阵, λ = [ λ1 λ2 λ3 ], 且 λ1 + λ2 + λ3 = 1,
式中 λi 为第 i 个特征的权重, 其值可以通过训练数据进行估计和修正. 由此, 基于权重的多特征融合
相似度的计算公式为

Sim(I, S) =

1
=
1 + De (I, S)

1+

1
√√
∑m ∑3
i=1

j=1

.
λj (Iij − Sij

(2)

)2

在 3 个安全特征中, 无论发生哪种异常, NOA 的值都会明显变大, 所以在初始化时, 可以取 λ1 =
0.4, λ2 = 0.3, λ3 = 0.3. 后续可以根据先验数据对权重进行动态调整, 例如近期发生的异常主要为数据
平面攻击, 则 λ1 = λ1 − ∆/2, λ2 = λ2 + ∆, λ3 = λ3 − ∆/2; 如果近期发生的异常主要为基于路由信息
的控制平面攻击, 则 λ1 = λ1 + ∆, λ2 = λ2 − ∆/2, λ3 = λ3 − ∆/2. 注: ∆ < min(λ1 , λ2 , λ3 ), 且为了保证
各个特征权重平滑调整, ∆ 取值不可过大, 如 ∆ = 0.05.
在得到多特征融合相似度之后, 计算特征偏差 Devt = 1 − Simt , 并判断偏差是否低于阈值, 即判断
DeVt (I, S) < εt (ε ∈ (0, 1]) 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 说明当前运行正常, 这时需要对标准矩阵进行更新;
如果不成立, 也就是说融合特征偏差高于阈值, 说明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较差, 向管理员发送异常
报警. 阈值 ε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如果管理员对网络发生异常较为敏感, 可以取较小阈值, 如 ε = 0.3;
如果管理员只想关注较大规模的异常, 则可以选取较大阈值, 如 ε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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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path length

T

图 2 (网络版彩图) NOA 和 NOW 特征的变化
Figure 2

(Color online) Changes of NOA and NOW

图 3 APL 特征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APL

进一步, 由于域间路由系统在遭受不同类型攻击时, 各个安全特征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 因此, 在
利用 WS-TPM 方法初步判断域间路由系统状态异常后, 可以通过跟踪 3 个特征的变化趋势并与表 1
进行比对, 从而确定域间路由系统遭受攻击的类型, 为后续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5

实验与分析

本节首先利用 RouteViews 项目提供的 BGP 路由数据评估 WS-TPM 方法在感知现实环境中的
控制平面威胁的有效性, 进一步, 考虑到针对域间路由系统的大规模 LDoS 攻击不适于在现实环境中
实施, 本文通过仿真实验, 验证 WS-TPM 方法在域间路由系统遭受基于 LDoS 的数据平面攻击时的
有效性.
5.1

WS-TPM 方法的有效性

利用先前开发的 BGP ISS [20] 对 RouteViews 各个采集节点采集到的路由数据进行分析, 可得到
能直接用于 WS-TPM 方法所需的域间路由安全特征数据. 下面以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 2015 年 3 月
12 日的路由数据为例, 进行安全威胁感知的应用说明, 分析该段时间内域间路由系统安全状态的变化.
首先根据 2015 年 3 月 1 日到 9 日期间采集得到的 300 个正常态路由数据 {I 1 , I 2 , . . . , I 3000 }, 构
建标准矩阵 S. 若某个时段域间路由系统运行正常, 则该时段各个采集节点的 3 个安全特征的对应值
xNOA , xNOW 和 xAPL 共同构成一个正常态数据. 然后对 10 日至 12 日的域间路由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可得这 3 天内各个采集节点的安全特征 NOA, NOW 和 APL 的值, 由此构建各个时段的实时矩阵. 图
2 和 3 给出采集节点 route-views2.oregon-ix.net 在 10 日至 12 日期间 3 个安全特征 NOA, NOW 和
APL 的变化趋势. 可见, 在 21 日 09:00 至 10:00 期间, 域间路由系统中出现了大量的 ANNOUNCE 消
息, APL 的值也明显大于其他时段, NOW 的变化则不明显.
将各个时段对应的实时矩阵 It 作为输入数据, 计算 It 与代表正常状态的标准矩阵 S 的相似度
Sim(It , S). 之后, 计算特征偏差 Devt = 1 − Simt (It , S), 并判断特征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 偏差越
大说明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况越差, 具体结果见图 4, 从而获取不同时段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显然, 在 12 日 9:00 至 10:00 期间, 域间路由系统相对于正常状态时的偏差明显高于 0.6, 表明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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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WS-TPM 方法的安全态势评估结果 (3/10∼
3/12)
Figure 4 Asses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inter domain
routing system from March 10th to March 12th by WST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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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RL-TPM 方法的检测结果 (3/10∼3/12)
Figure 5 Asses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inter domain
routing system from March 10th to March 12th by DRLTPM

段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较差. 进一步分析 3 个特征的变化趋势, NOA 明显增大、NOW 变化不明
显、APL 明显增大, 由此可以判断异常类型为路由泄漏. 根据 BGPmon.net 的报告显示, 在当天 08:58,
由于 Airtel 和 Hathway 的大量 BGP 路由泄露, 造成部分欧洲用户无法接入 Google 服务. 可见, 利用
WS-TPM 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
为了说明 WS-TPM 相对于其他 BGP 安全威胁感知方法的特点, 本文同样以 3/10/2015 至
3/12/2015 各时间段的域间路由信息为输入数据, 利用其他方法进行检测效果比较. 由于这是一次
路由泄露事件, 所以选用文献 [18] 提出的基于路由循环检测的威胁感知方法 (threat perceive method
based on detecting routing loops, DRL-TPM). 该方法同样支持以 Route Views 项目提供的路由信息为
输入, 通过检测路由循环来识别路由泄露事件, 并以一个三元组表示一条路由泄露记录, 记录数量的
多少则说明了路由泄露事件的严重性.
从图 5 可以看出, 在该时间阶段, DPL-TPM 方法检测出的路由泄露记录数量变化趋势较为平稳,
在 12 日 9:00 至 10:00 期间有涨幅, 但幅度不是很明显. 而且这种对异常路由进行简单记数的方式很
容易让网络管理员陷于大量的细节信息, 实际上他们更希望威胁感知系统能够将域间路由系统的实时
安全状态直观、定性地呈现出来, 只有在发现了重大异常后才去进一步关注细节信息. 另外, 虽然本文
方法和 DPL-TPM 方法都是以路由信息为处理数据, 但是 DPL-TPM 方法需要分析每条路由并判断
是否满足路由循环条件, 如图 2 所示, 仅 RouteViews 项目采集到的路由宣告已经达到每个小时 106 的
规模, 对数量如此巨大的路由进行逐条分析和判断所需的时间开销必然很大, 而本文方法仅对路由信
息进行数量上的统计, 其时间开销要远小于 DRL-TPM 方法. 在实际测试中, 如果以小时为处理单位,
那么从安全特征的统计 (去除路由数据文件的下载时间) 到最后计算出该小时的安全状态偏差所需的
时间通常都少于 2 分钟, 即 ttotal < 2 min.
5.2

WS-TPM 方法对数据平面威胁的感知能力

由于在现实网络环境中, 尚没有发生过且也不适于发起针对域间路由系统的大规模 LDoS 攻击, 所
以无法采集到这种攻击真实场景的域间路由安全特征数据. 下面将通过一个仿真实验, 说明 WS-T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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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面临数据平面攻击时的安全态势感知结果
Figure 6

Security situation of inter domain routing system when suﬀering from data plane attack

方法在域间路由系统面临基于 LDoS 的数据平面攻击时的有效性. 鉴于仿真效率的考虑, 以及数据平
面攻击主要针对 transit AS 的特点, 本文在实验中并没有采用全网完整拓扑, 而是根据 CAIDA 项目
提供的 BGP AS links 数据, 从中选取那些有为其他 AS 提供转发服务的 AS, 以这些 AS 和它们之间
的连接为拓扑数据 (1829 个 transit AS 以及它们之间的 13000 条链路), 利用 OPNET 软件构建域间
路由系统仿真环境.
在域间路由仿真系统运行过程中, 通过部署的监测节点实时采集路由数据 (包括更新报文和 BGP
路由表), 然后利用 BGP ISS 对路由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能直接用于 WS-TPM 方法所需的域间路由安
全特征数据. 域间路由仿真系统从 2015 年 6 月 12 日开始稳定运行, 各个采集器也从该时刻起采集数
据. 当采集到的正常数据达到 300 个, 构建标准矩阵 S, 并于 6 月 16 日 18:50 对仿真系统发起大规模
LDoS 攻击. 基于 LDoS 的数据平面攻击就是选择然后堵塞关键链路, 使关键链路上的节点对外频繁
失效重启. 所以, 在仿真域间路由系统遭受大规模 LDoS 攻击时, 本文采取一种简单的方法, 具体步骤
为 (1) 统计所有 AS 的节点度, 并计算整体度平均值; (2) 从节点度大于平均值的 AS 中随机选取一定
比例 (α) 的 AS, 加入到节点集 F AS; (3) 将 F AS 所有节点之间的链路置为满负载, 间隔 t 秒后再将
这些链路置为轻负载; (4) 重复步骤 (3) m 次. 根据文献 [9, 10, 20] 的分析, 在实验过程中, 对域间路由
系统 1%(α) 的关键节点之间的链路发起间歇性的基于大规模流量的蓄意攻击, 每次攻击的间隔时间
t = 3 min, 攻击次数 m =10 次.
将采集器实时采集到的 16 日至 18 日的域间路由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然后将各时段的 It 作为输
入, 利用 WS-TPM 方法获取域间路由系统在不同时段的运行状态与正常状态的偏差, 结果见图 6. 可
以看出, 在 16 日 19:00 至 20:00 期间, 域间路由系统相对于正常状态的偏差高于 80%, 表明该段时间域
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很差. 进一步分析 3 个特征的变化趋势, NOA 明显增大、NOW 明显增大、APL
明显增大, 由此可以判断异常类型为跨平面攻击. 以上结论与域间路由仿真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相符
合, 说明了 WS-TPM 方法在域间路由系统遭受大规模流量攻击时的有效性.
在面临这种安全威胁时, 采用基于异常路由的检测方法很难准确、及时感知到域间路由系统出现
异常. 因为它们需要以完备的异常路由数据集为输入, 才能准确计算出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而
获取异常路由数据集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仅时间开销大, 且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更
重要的是数据平面攻击并不是通过宣告异常路由信息发起的, 整个过程也不产生异常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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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利用态势感知技术对域间路由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实时评估, 能够从全局上分析域间路由系统的安
全状态, 一旦发现状态异常, 就可初步判定面临安全威胁, 进而再通过分析 BGP 更新报文等路由信息,
对安全威胁进行识别和定位.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特征融合相似度的安全威胁感知方法, 利用多个特征
融合描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然后考虑到各个特征对遭受不同类型攻击时的安全状态具有不同
程度的表征性, 以加权相似度为参数度量融合特征在各个时刻与正常状态时的偏差, 由此评估域间路
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进而感知是否存在威胁及面临威胁的类型. 论文对 WS-TPM 的有效性进行了验
证, 实验结果表明, 域间路由系统在遭受较大规模的传统控制平面攻击或跨平面攻击等数据平面攻击
时, 本文方法都能在攻击发生的初期阶段有效评估并直观反映域间路由系统的整体安全态势. 在此基
础上, 可以通过进一步跟踪安全特征的实时变化情况, 推断域间路由系统遭受攻击的类型. 而且, 由于
域间路由系统一旦遭受攻击, 必然引起 ANNOUNCE 消息特征、WITHDRAW 消息特征和平均路径长
度特征 APL 发生变化, 即遭受攻击与正常运行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似度一定较低, 所以针对域间路由
系统的多数攻击很难规避本文方法的检测. 当然, 如果攻击的影响范围很小, 其引起特征变化的幅度
就会不明显, 计算得到的融合特征偏差值也就不会太大, 由此会影响对是否遭受攻击的判断的确定性.
对于 WS-TPM 方法, 安全特征量化值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另外, 采用 WS-TPM
评估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态势, 需要构建并不断更新域间路由安全特征标准矩阵, 动态修正各个安全
特征的权重, 这些过程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计算资源. 也就是说, 相比于其他方法, WS-TPM 需要耗费
更多的计算资源, 以精确量化域间路由系统的安全状态. 而且, 路由数据采集节点的选取与部署对域
间路由系统全局态势感知的准确性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目前只是采用 RouteViews 项目提供的多个采
集节点采集到的路由数据, 下一步会继续研究采集节点应该如何部署, 才能使采集到的路由数据更加
全面、准确地反映域间路由系统的实时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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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reat perception method for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based on weighted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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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ased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BGP has certain design ﬂaws, which result in many serious security problems for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attacks, such as preﬁx hijacking, large-scale LDoS attacks
against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are extremely hard to detect, which is reﬂected in its attack traﬃc and
reactions appearing to be legal. The concealment of such attacks makes existing security solutions insuﬃcient.
In this paper, we ﬁrst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utilizing similarity theory for assessing the security situations
in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We then propose a similarity-theory-based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security
situations in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s. It uses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to describe the system security situation
collectively and evaluat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by measuring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the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to their norms. Because the ability of each characteristic to represent diﬀerent attacks is not the same, we make
use of weighted similarity to assess the deviation of the fus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ir normal state at various
time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can perceive threats in their early stages, regardless of an
inter-domain routing system suﬀering from control plan attacks or data plan attack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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