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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部署
DDoS防護的重要性
為什麼企業外圍必須部署強大的防護，才能防止現在的針對性 DDoS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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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過去曾經發生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 攻擊，只
是利用流量壅塞的方式「淹沒網路頻寬」，並對
企業營運造成威脅。這些大頻寬的「巨量」攻擊
會讓網路擁塞而沒法使用。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為了反制這種攻擊，推出可以為企業提供雲
端內 DDoS 防護的託管型安全防護服務。近十年
來，這些雲端內服務仍是一種有效的 DDoS 防護
策略。

這一切在 2010 年有了變化，因為攻擊者開發更複雜且更具針
對性的工具，使得 DDoS 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現在應用層是
最熱門的攻擊目標，尤其是網頁服務。相較於巨量攻擊，這些
「應用層攻擊」通常消耗較少頻寬，而且基本上採取隱密行動，
因此更加難以偵測。此外，這些攻擊會威脅到關鍵的 HTTP、
DNS、VoIP或 SMTP應用程式與服務，業務可用性會因此受到
災難性的影響。

現在的雲端託管安全防護服務主要是為了防止巨量 DDoS 攻
擊。若要能夠偵測與緩解應用層的攻擊，企業周邊便需要部署
用戶端部署解決方案。問題在於，哪種類型的用戶端部署解決
方案能夠勝任這項工作？

不幸的是，許多安全防護企業組織為達此一目的，仰賴防火牆
和入侵防禦系統 (IPS)等周邊型安全防護產品—但是效果不彰。
因為這些裝置「允許」攻擊者用來發動應用層 DDoS 攻擊的實
際通訊協定 ( 例如，HTTP 和 DNS)—這讓攻擊可以輕鬆略過通
常做為企業組織的第一道防線、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線。此外，
防火牆和 IPS 是狀態安全防護裝置，因此經常成為 DDoS 攻擊
的目標，因為攻擊者會嘗試消耗這些裝置的連線數狀態表。

Arbor Networks® APS (「APS」) 是專為用戶端部署的可用性
防護所製作。這份文件檢視 DDoS 從巨量攻擊到應用層攻擊的
發展過程，並說明 APS 可以在應用層攻擊對網路及服務可用性
造成影響之前予以緩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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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的發展：從洪水攻擊到應用層攻擊

DDoS 攻擊正迅速發展。DDoS 攻擊在幾年之前，還是以鎖定和淹沒網路頻寬的「巨量」攻擊為主。這些大
頻寬攻擊，通常來自於地理位置散佈各處的殭屍電腦或遭到入侵的個人電腦，由這些電腦集結而成大規模的
殭屍網路所造成。某些例子包括攻擊者向賭博公司勒索，對位於英國的線上博弈網站 1 發動的 DDos 攻擊，
以及對喬治亞政府發動具有政治動機的 DDoS 攻擊。2 這些巨量攻擊的規模逐年增加，而且依舊是企業和 ISP
的主要威脅。

除了巨量攻擊，企業現在面臨會威脅企業生存能力的新一代
DDoS 攻擊。試想以下情況：聖誕節前兩天和最後一刻仍在採
買的購物者，無法存取某些全球最熱門的網際網路購物網站。
數年前便發生這種情況，當時針對性 DDoS 攻擊鎖定頂尖的網
域名稱系統 (DNS) 服務供應商 UltraDNS，3 讓多個主要零售網
站離線—事情就發生在聖誕節購物旺季。

這起事件展現出 DDoS 對電子商務的潛在影響。更重要的是，
這起事件讓更加精密、複雜且危險的新型「應用層」攻擊就此
曝光。此類攻擊會直接鎖定企業網路或資料中心的周邊，對外
部式網際網路的業務和服務可用性造成危害。
這些以企業為主要目標的攻擊，使用的頻寬較洪水攻擊更少，
因此更加難以偵測。這些攻擊的性質也更為具體；應用層攻擊
鎖定現有的狀態安全防護基礎結構 (例如，防火牆和 IPS裝置 )，
而且可以用來關閉特定網站或網頁服務 ( 例如電子郵件、網路
銀行或電子商務 )。

可用性必須是企業安全防護的核心目標，尤其是公司仰賴的關
鍵服務，例如網頁、電子商務、金融交易、供應鏈、電子郵件
或 VoIP。如果關鍵的服務和應用程式無法使用，業務便會陷入
停滯。現在的攻擊者非常了解這點—而且也會針對這點採取行
動。攻擊者配備創新的工具，將外部式網際網路資料中心視為
主要目標—而且持續增加部署會對企業可用性造成嚴重損害的
應用層攻擊。

2004到 2009年

殭屍網路對基礎結構 ( 路由器、DNS、名稱伺服器 ) 發動
消耗頻寬的「巨量」攻擊。雲端內 DDoS 防護變得非常重
要。

2010年以後

DDoS 攻擊有了長足的發展。新型的 DDoS 攻擊將目標鎖
定在企業，包括鎖定網際網路資料中心服務和企業的複雜
「應用層」攻擊。這些低頻寬慢速攻擊會消耗目標的資源，
並且讓伺服器過載。

DDoS 攻擊的動機也有了變化。雖然許多攻擊的主要動機
是讓網站無法使用，但 DDoS 攻擊是做為多方位針對性威
脅其中一部分，目的是要對企業造成嚴重損害。在可用性
攻擊變成干擾之前加以阻止便非常重要。此時便需要用戶
端部署的 DDoS 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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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案

因為 DDoS 攻擊變得更加精密且更容易使用，所以攻擊者鎖定應用程式—並且讓關鍵業務服務停擺。如果發
生這種情況，企業組織會為了找出和修復問題而承受極大的壓力。然而企業通常缺乏這種工具。

雲端內 DDoS託管安全防護服務的缺點
雲端內託管安全防護服務可以針對大頻寬的巨量 DDoS 攻擊提
供有效的防護策略。這是因為頻寬擁塞發生在上游，而且只能
在供應商的雲端進行修復。不過，完全仰賴雲端 DDoS 託管服
務，會讓您的網路容易遭到現在數量持續增加的低頻寬應用層
攻擊影響，這些攻擊可以輕鬆避開雲端託管安全防護服務的偵
測。

防火牆和 IPS裝置無法阻止 DDoS攻擊的原因
防火牆和 IPS 裝置是多層式防護策略的重要元素，但其設計是
為了解決安全性問題，和專用的 DDoS 防護與緩解產品有重大
差異。例如，防火牆是做為原則強制器，可以防止未經授權存
取資料。同時，IPS 裝置可以封鎖導致資料遭竊的入侵嘗試。

DDoS 則是不同的問題。DDoS 攻擊是為了消耗關鍵資源所製
作，包括來自多個來源的合法流量，例如連結容量、工作階段
容量、應用程式服務容量 ( 例如，HTTP 及 DNS)，或是後端資
料庫。因為這種流量有獲得授權，而且不含已知惡意程式的簽
章內容，所以防火牆和 IPS 無法阻擋。因此，這些裝置無法解
決 DDoS 攻擊相關的根本問題—網路可用性。此外，內嵌的狀
態檢查工具、防火牆和 IPS裝置很容易受到DDoS攻擊的影響，
通常本身也會成為攻擊的目標。

雲端 DDoS託管服務

+ 可以防止巨量或洪水攻擊
因為這些攻擊發生在上游，所以在供應商的雲端
進行修復效果最佳。

– 無法偵測與緩解應用層攻擊
只要一部攻擊電腦產生低流量速率，這種類型的
攻擊就會非常有效。如果沒有特製的用戶端部署
裝置，低流量速率的攻擊方式便會讓攻擊非常難
以主動偵測與緩解。

– 無法保護現有的基礎結構
狀態安全防護基礎結構 ( 例如防火牆 /IPS) 通常是
DDoS 的目標，因為攻擊者會嘗試消耗出現在這
些裝置中的連線數狀態表。即使是能夠保持數百
萬個連線數狀態的高容量裝置，也會因為這些攻
擊無法運作。

– 無法處理多方位的攻擊
攻擊者越來越常改用多方位攻擊，這些攻擊結合
巨量、狀態消耗和應用層的攻擊方式，同時鎖定
一家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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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可提供優異的可用性防護
Arbor Networks 的 APS 是專為用戶端部署的可用性防護所製
作，有助於確保重要網路服務的存取可靠性。APS 可以協助保
護業務連續性和可用性，不受日益增長匯集的應用程式層級威
脅影響。APS 可以在容易操作的裝置中提供全球最廣泛部署的
DDoS 偵測與緩解技術，此裝置的設計可以在可用性攻擊對關
鍵服務造成影響，以及事態擴大到成本高昂且令人尷尬的中斷
之前自動抵銷攻擊。

APS 使用無狀態的攻擊偵測與篩選。如果低流量攻擊設計成會
摧垮及癱瘓可以設定狀態的裝置 ( 例如防火牆和 IPS)，這可以
讓 APS 在低流量攻擊期間維持運作。

此外，APS可以提供下列功能與優勢：
「即裝即用」的防護
容易安裝、設定和使用，APS 提供的立即性防護，可以防止對
您的服務和應用程式可用性造成威脅的應用層 DDoS 攻擊。

主動式 DDoS偵測與緩解
APS 會在服務的效能受到影響前自動偵測並封鎖 DDoS 攻擊。
APS 幾乎不需要使用者互動，可以減輕安全團隊的負擔。

可視性與控制
您可以利用 APS 取得對可用性威脅、攻擊和已封鎖主機的即時
可視性。

全套攻擊對策
APS 採用進階的 DDoS 對策，經全球最大與最複雜的網路環境
證實有效。這些對策包括一套 ASERTTM 開發的封包式防護，可
協助抵銷絕大多數的全球殭屍網路威脅。

自動化威脅更新
Arbor 擁有超過 43Tbps 的全球網際網路流量即時可視性。這
種無與倫比的見解，讓 Arbor 可以為 APS 開發及時自動安全性
更新，讓企業組織持續掌握最新的惡意威脅資訊。

結合用戶端部署和雲端 DDoS防護
Arbor 的獨家 Cloud Signaling ™功能，可以無縫整合用戶端部
署的 APS 可用性防護，以及許多利用 Arbor Networks® SP 平
台的頂尖託管安全防護供應商所提供的雲端 DDoS 防護。只有
Arbor 可以為企業提供這種類型的全方位防護，因為我們的服
務供應商遍及世界各地。這種整合式解決方案可以提供目前最
完整的 DDoS 防護可用性。

即時報告和鑑識
APS 可以製作容易了解的深度即時攻擊報告，以及可以詳細描
述已封鎖主機、攻擊來源國家，以及過去趨勢的鑑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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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部署 DDoS防護解決方案的角色

上網搜尋很快就可以找到許多網路銀行及電子商務網站遭到 DDoS 攻擊的例子，這些攻擊可以利用適當用戶
端部署解決方案加以緩解。以下是近期的幾個例子。

範例 1：針對Mt. Gox的可用性攻擊
位於東京的 Mt. Gox 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其交易平台
撮合 80% 以美金計價的所有比特幣交易，以及 70% 以其他貨
幣計價的所有交易。儘管可用性對公司的運作非常重要，Mt. 
Gox 還是將可用性防護外包—選擇一家雲端託管安全防護服務
供應商提供的 DDoS 防護。

在 2013 年 4 月，Mt. Gox 成為 DDoS 攻擊的受害者，這家供
應商回報：「我們好像從未見過這種攻擊」。攻擊的目標是要
操控比特幣的價值，導致虛擬貨幣的價格劇烈波動，以及交易
延遲。根據 Mt. Gox 的描述，攻擊者打算高價出售其比特幣獲
利，然後發動 DDoS 攻擊破壞交易所的穩定性。當恐慌拋售導
致比特幣價值大跌時，他們便停止攻擊、以更低的價格買進比
特幣，等到價格上升時便再次發動攻擊。

即使 Mt. Gox 利用知名的雲端 MSSP 進行 DDoS 防護，但仍成
為巨量攻擊 ( 一種最適合在雲端緩解的攻擊類型 ) 的受害者。
因為 Mt. Gox 完全仰賴其外包的服務供應商，所以和供應商一
樣容易遭到攻擊，Mt. Gox 再次表示：「比平常更慢了解發生
了什麼事」。

用戶端部署的 DDoS 防護，讓 Mt. Gox 能夠在沒有雲端服務供
應商的協助下緩解多達 10Gbps 的攻擊，讓他們可以自行掌控
其最貴重的資產：可用性。

範例 2：針對銀行網站的多方位攻擊
美國一家主要銀行的網站，在 2013 年 6 個星期的期間整整離
線 249 個小時，這可能是目前最明確的跡象，顯示美國的公司
是全球持續發生網路衝突的主要目標。4 這些持續遭受攻
擊的美國金融服務公司，正是「獲得資金贊助的激進駭客主義」
的例子，而且如果可用性對貴組織非常重要，這也證明了部署
防護最佳做法的重要性，因為金融服務亦包括可用性在內。

有些多方位的攻擊 ( 通常會同時 ) 結合大規模的巨量攻擊、針
對防火牆 /IPS 裝置等的狀態消耗攻擊，以及針對應用程式的攻
擊。我們觀察到的攻擊策略，混合了對 HTTP、HTTPS 及 DNS
發動的應用層攻擊，以及對各種 TCP、UDP、ICMP 及其他 IP
通訊協定發動的巨量攻擊流量。APS 為企業組織提供隨時啟用
的用戶端部署防護，可以防止可用性攻擊，以及會消耗防火牆
和 IPS 裝置等傳統周邊安全防護裝置的攻擊。

這起案例中另一個明顯但不常見的要素，是對上下游多家公司
同步發動高頻寬攻擊。這個要素會對特定託管安全防護供應商
的緩解基礎結構造成壓力，並且再次突顯完全仰賴雲端託管服
務時控制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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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狀態消耗攻擊
史上最大的 DDoS 攻擊—測定為 300Gbps—在 2013 年 3 月
襲擊 IP 黑名單服務機構 Spamhaus。雖然 300Gbps 是驚人
的網際網路流量，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是相當罕見。在 2012 年
一次 DDoS 攻擊的平均規模為 1.67Gbps。5 這個規模的攻擊
流量和 300Gbps 相比相對較少，但仍會對仰賴防火牆和 IPS
裝置提供用戶端部署安全防護的企業組織造成重大且不利的影
響。

此類裝置並非為了解決 DDoS 問題所設計。事實上，可以設
定狀態的內嵌工具、防火牆和 IPS 裝置很容易受到 DDoS 攻
擊的影響，通常本身也會成為攻擊的目標。APS可以提供高達
10Gbps 的用戶端部署緩解。此外，使用無狀態的攻擊偵測與
篩選，可以在摧垮防火牆與 IPS 裝置的低流量攻擊期間保持啟
動執行。

結論
現在的 DDoS 攻擊往往可以分為三大類：巨量攻擊、應用層攻擊，以及狀態消耗攻擊。

阻止巨量 DDoS 攻擊的最佳地點是在 ISP 雲端，因為飽和發
生在上游，而且只能在供應商的雲端進行修復。不過，完全仰
賴雲端 DDoS 託管服務，會讓您的網路容易遭到應用層攻擊
和狀態消耗攻擊。要阻止威脅網路可用性的應用層和狀態消耗
DDoS 攻擊，最佳地點是在企業周邊使用用戶端部署的解決方
案，因為此類攻擊只能在這些位置加以偵測和封鎖。

Arbor Networks 的 APS 是專門為了用戶端部署可用
性防護所製作—可以在影響網路及服務可用性之前，讓
您更輕鬆緩解應用層和狀態消耗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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