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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域名系统（DNS）作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

为 DNS 提供了上网必须的域名解析服务，同时 DNS 还可以实现应用层的路由和负

载均衡，另外 DNS 还作为信任的基础提供邮件服务器的验证、证书申请时域的控

制权验证等服务。随着核心业务逐步向域名迁移（行情及委托 APP 客户端优先通

过 IP 方式连接服务，目前逐步变更为域名方式优先），同时 IPv6 的大规模推广，

无论是 B/S 还是 C/S 架构的互联网服务其域名方式发布服务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双栈环境下如何保障互联网授权DNS的稳定同时针对IPv6的 AAAA记录合理调

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如何确保授权 DNS 的安全稳定运行、在双栈环境下的架

构部署及业务调度规范等问题展开研究。

关键字：智能 DNS、透明保护、域名 AAAA 模糊匹配

1 背景

企业级授权 DNS 基本为多层级架构部署，具体如下：

1、 上级注册商：主要负责根域名的注册登记，由上级域名管理

单位（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负责

2、 一级授权 DNS：主要负责企业根域名对应的子域名管理，提

供丰富的解析类型需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3、 二级授权 DNS：提供基于业务健康度自动检测的智能 DNS 服



务，主要解决在当前大部分互联网服务在自身站点容灾切换

能力不足情况下避免业务单个站点故障或单个运营商线路

中断情况下的业务长时间无法访问问题。

由于互联网授权 DNS 需对互联网开放及 DNS 服务的特性（UDP 协

议）致使互联网授权 DNS 服务面临非常严重的安全威胁，容易遭受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攻击。

2 针对 DNS 攻击介绍

2.1 攻击原理介绍

针对DNS的攻击目前主要为泛域名递归DDoS攻击，其是针对DNS

系统或 DNS 协议特有的一种网络攻击，这种攻击因为发起容易而防护

困难，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互联网常见的攻击形式，具体攻击原理如下：

Fig2.1 DDoS 攻击示意图

黑客通过系统漏洞或弱口令对互联网上的用户设备（包括 PC、



远程摄像头、家庭路由器等）植入控制程序（被控制的设备称为“肉

鸡”），黑客下发对指定泛域名攻击指令，例如黑客下发对 abc.com 域

名进行攻击，肉鸡接收到攻击指令，开始向自己递归 DNS 服务器发送

*.abc.com 的 DNS 请求，其中*表示随机生成的字符串，例如肉鸡发

送 asre3.abc.com、d7md.abc.com ……等域名请求。

因为是随机的二级域名，递归服务器无法使用缓存应答，递归 DNS

服务器会将所有请求发送到被攻击域名的授权 DNS 服务器进行查询。

如果肉鸡分布较广、请求量大，则授权服务器会收到大量递归 DNS 服

务器的查询请求，由于一般的安全设备还无法处理这样的攻击，很容

易导致授权 DNS 服务器超过负荷，进而引起系统瘫痪。

3 智能 DNS 引入

在DNS实际工作中常常因为多级的缓存及授权DNS的静态数据问

题，导致在业务容灾方面 DNS 存在明显能力不足，主要为：

1) 域名的 TTL 设置合理性，会导致域名的变更无法快速实现全

球泛洪；

2) 域名的静态数据，无法实现多站点部署情况下的异常站点自

动剔除，从而导致故障情况下部分用户连接中断。

通过如下图可以看出尽管 DNS 是通过 TTL 来控制缓存，但是在浏

览器、操作系统、运营商的 Cache DNS 等环节都影响缓存，结合需要

考虑如何消除 DNS 静态数据带来的影响。



Fig3.1 DNS 缓存示意图

因此在授权 DNS 建设层面需要深入考虑上述问题，通过授权 DNS

的三级部署，实现基于业务层面的 DNS 健康度检测，通过合理优化

TTL、与业务层面紧密联动等问题，进一步提升 DNS 系统的灵活性。

4 授权 DNS 架构设计

除上级的注册商外，负责一级和二级授权 DNS 需直接面向互联网，

因此均需考虑容灾能、抵御 DDoS 攻击能力，同时二级授权 DNS 需要

紧密与业务融合，确保各类业务尤其 B/S 类的多站点自动容灾切换，

整体设计思路：

1) 针对一级授权 DNS，需要考虑任何攻击情况下，其中至少一

个节点可以正常提供服务；

2) 针对二级授权 DNS，目前由于与业务互联网发布同一物理设

备，因此需要考虑任何攻击情况下不能影响互联网业务的发



布，同时有效抵御攻击。

4.1 针对 DDoS 攻击防御设计

由于授权 DNS 直接面对互联网提供服务，无法限制访问源地址，

在针对 DDoS 攻击清下常规的流量清洗无法抵御 DDoS 攻击，因此我们

在探讨如何部署防御系统中，重点考虑如何实现 DNS 服务面对互联网

的隐藏，通过与国内最大的 DNS 服务商展开安全合作，通过其平台+F5

智能调度的架构，有效实现一、二级授权 DNS 的隐藏，同时提供相关

DNS 解析服务，具体原理图下：

Fig4.1 授权 DNS 的 DDoS 防御部署架构图

1) 将目前授权 DNS 一个节点 IP 调度至安全平台，然后安全平台

与真实节点建立 VPN 隧道，客户无法直接访问我司该节点；

2) 当用户访问请求第一步至安全平台，根据其智能算法有效分

析请求的合理性，然后判断是否需要向真实节点转发；

3) 当 DDoS 攻击情况下，启动相关过滤实现客户请求到安全平台、

安全平台至真实后台 N:1 的缩减，有效降低真实后台的访问



量，进而有效抵御 DDoS 攻击。

完成相关平台的部署，同时重点考虑 DDoS 攻击特性，可针对如

下三个指标进行优化，大幅提升 DDoS 防御能力。

1) 单一 IP 地址访问量过大的抑制，有效降低肉鸡的频繁访问；

2) 无效域名的请求抑制，通过算法与安全平台联动，无效域名

的访问直接在安全平台拦截；

3) 有效域名请求量过大的抑制，针对有效域名访问抑制同时由

安全平台代答，进而收敛前后的访问比例。

同时由于安全平台的代答，从而影响了服务的合理调度（业务按

照请求端的 IP归属运营商返回对应运营商的 A、AAAA 记录），因此在

此次部署中结合 EDNS 的特性，实现防御及合理调度。

4.2 针对业务智能检测的设计

无论是B/S还是C/S架构的互联网服务其域名方式发布服务变成

了唯一的选择，同时由于框架的设计在浏览器或 APP 端基本上不考虑

服务端的容灾切换的实现，因此传统 DNS 情况下当服务端异常情况下

DNS 仍然会解析该节点 IP，进而导致客户端无法访问业务的情况。上

述阐述过影响DNS解析的主要两方面TTL和基于业务层面的智能检测，

因此在业务部署场景下需依托于同城双中心的数据中心架构，在同城

两个机房部署二级授权 DNS（智能 DNS）紧密与互联网业务发布入口

结合，如下图：



Fig4.2 二级授权 DNS 容灾切换示意图

1) 用户发起业务域名DNS解析请求，一般发送方为运营商Local

DNS。

2) 一级授权 DNS 根据业务部署情况，调度客户端至对应的二级

授权 DNS 发起查询。

3) 二级授权DNS需要根据客户端IP归属运营商属性返回相应的

A（VIP1）记录；

4) 二级授权 DNS 需要能检查业务的健康度（基于端口或 HTTP 类

的四、七层探活），当服务节点异常情况下，DNS 需要自动返

回次优 A（VIP2）记录。

5) 同时在二级授权 DNS 针对域名的 TTL 值进行统一的优化（将

标准 TTL=1800 秒降低至 TTL=30 秒，特殊业务降低至 10 秒），

从而进一步缩小业务故障情况下切换时间。

由于二级授权 DNS 一般与业务的互联网发布负载同机部署，因此

在 DDoS 攻击下可能会加速业务的故障，在此次架构设计中重点考虑

将二级授权 DNS 与负载发布剥离，独立部署，最终的架构图如下：



Fig4.3 授权 DNS 整体架构设计图

4.3 针对 IPv6 环境下配置的优化

在 IPv4 向 IPv6 过渡时，大部分终端开启 IPv6 双栈模式后，通

常会首先尝试域名的 AAAA 纪录解析，获得响应后才尝试 A纪录请求，

如果 IPv6 站点实际上又未启用，相比 IPv4 单栈将给 DNS 解析过程带

来更多时延。尤其是当权威 DNS 上域名的 AAAA 授权配置不规范时（包

括SOA字段配置），BIND的严格递归校验机制会将其识别为servfail，

而 servfail 一般不可缓存，每次用户请求都要重新递归，从而影响

上网体验。

在实践中，我公司采取 A 和 AAAA 统一部署的规范，在二级授权

DNS 针对全体域名配置模糊匹配规则，确保任何情况下域名至少要快

速返回 noerror 代码，从而可以不再返回 SOA 记录，提升域名的访问

效率，具体配置如下：



Fig4.4 域名模糊匹配 AAAA 配置

5 成果分析

通过授权 DNS 架构设计的调整，可以明显提升授权 DNS 的安全服

务能力，进而在 IPv6 大规模部署场景下为业务提供可靠的服务入口。

1) 通过在一二级授权 DNS 节点前引入相关安全平台，可以使得

面对攻击场景下的 QPS 能力由 5w 提升至 1000w，同时 SLA 由

99.9%提升至 99.999%；

2) 通过针对部署在同城双中心的二级授权 DNS 与业务的入口剥

离，消除 DDoS 攻击场景下对业务通道的干扰，有效提升数据

中心综合隔离区业务的服务稳定性，同时可以实现基于健康

度的 A或 AAAA 记录检查返回，同时当 IPv6 通道故障异常时

候能快速返回 AAAA 记录的 Error Code，大幅缩短 C/S 或 B/S

架构下的双栈协议切换的时长，在DNS层面将业务的服务SLA

提升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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