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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僵尸网络是目前互联网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与IRC僵尸网络比，基于P2P协议控制的僵尸网络具有

更强的安全性、鲁棒性和隐蔽性。文章介绍了典型P2P僵尸网络的工作原理，对其对等点发现机制进行了分类，分

析了每类机制的弱点，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僵尸网络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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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net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threat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Internet nowadays．As compared with IRC

Botnets，the control ofP2P Bomets is more secure，robust and stealthy．The working principles for typical P2P Botuets are

presented．And then the methods for peer discovery of P2P Botnets are classified，and their weak points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methods for detecting P2P Botnet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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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一D(CNCERT／

cc)发布的。2006年网络安全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我

国大陆地区约有l千多万个IP地址的主机被植入僵尸程序

(Bot)，这些计算机被来自境外的约1．6万个IP所控制⋯。2007

年上半年，cNcERT／CC监测到我国大陆地区感染僵尸网络

(Botnet)的主机总数达520多万台【2】。Botnet已成为当前网络

安全领域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目前，Botnet的主要危害表现在：窃取僵尸计算机的敏

感信息l利用规模庞大的Botnet发起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黔5种”5≯‘⋯呷”⋯口”⋯””’⋯7⋯4⋯⋯～⋯“2““5’⋯”～一槲巾“镬
j收稿丑期；2008—02—25

j作者简介；董开坤．1 969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可信计算。

，}基金项目；眙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

*号；HIT(WH)200702
p⋯。， 。，～

缟

34 凹晒凹tcis哪a 111·④④唧。@圃

建立分布式共享数据库，存放和传播违法数据；从事高网络

资源消耗的事务，盗用他人网络资源；发送垃圾邮件，扩散

恶意软件。此外，Botnet还被用来安装广告条和浏览器助手、

攻击IRC聊天网络、操控在线投票和游戏等。早期的Bot编

写者采用IRC协议和Bot技术结合，利用IRC聊天服务器来

控制僵尸计算机构成Botnet。AOL Bot与IRC Bot类似，被

感染主机登录到固定的AOL服务器接收控制命令。鉴于人们

已针对IRC Botnet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有

效的发现和控制方法【3】，攻击者们转向利用其他的通信协议，

如加密的控制信道通信协议WASTE、P2P网络协议等，其

中P2P Botnet在健壮性、安全性和隐蔽性等方面都有了很

大提高，给Botnet的发现、跟踪和控制带来了挑战．

1 P2P B0tnet原理与分析

1．1 P2P技术简介

P2P技术亦称对等技术，与传统网络通信中的客户端／服

万方数据



务器模式不同，P2P网络采用分布式结构，以分布式资源共享

和并行传输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流媒体通信(如话音，视频或

即时消息)，也可以传送控制信令，管理信息和其他数据文件。

P2P节点依靠网络边缘节点，实现自组织与对等协作的资源发

现和共享，拥有自组织、可扩展、鲁棒性、容错性以及负载均

衡等优点。Cachelogic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P2P网络已占据

了目前50％以上的网络带宽，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应用之一4】。

1．2基于P2P的Bomet传播与控制

在Botnet方面，P2P技术主要被用于Bot的传播和Botnet

的控制。随着P2P应用的日渐普及，将Bot程序伪装成正常

的文件或隐藏于正常的文件中，通过用户下载安装这些文件

实现Bot感染．传播的机会大大增加。

P2P网络中所有节点是对等的，每一个节点既是客户端

又是服务器，因此，基于P2P的Botnet控制与IRC Botnet

有很大的不同。在后者中，攻击者利用IRC服务器作为命令

＆控制服务器控制僵尸计算机，这也成为其重要弱点：可以

通过在IRC服务器上监测Botnet的行为特征检测到并进一步

将其清除，而在前者中，攻击者只需加入P2P网络向其他对

等节点发出控制命令即可。因此，基于P2P控制的Botnet通

信系统很难被彻底毁坏，即使有一些Bot被查杀掉，也不会

影响到Botnet的生存，故其具有不存在单点失效的特点。

用于控制Botnet的P2P网络可以是封闭的，即该网络仅

用于Botnet通信，攻击者或利用其定制的P2P协议，或借用

其他P2P协议的代码l也可以是开放的，即利用已有的P2P

网络完成Botnet的通信。由于可以将Botnet通信流量隐藏于

正常的P2P流量中以增加检测难度，这种方式对Bot的编写

者和控制者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3典型P2P Botnet分析

(1)Sinit。Sinit于2003年9月被检测到15·61。Sinit采用纯

P2P的网络结构，每个节点可以搜索Peer、传送文件、动态

加载接收到的DLL(Dynamic Linkable Library)。若控制者

传送的DLL是攻击代码，Sinit就会开始执行该代码，实施

攻击。Sinit的通信协议基于对等点发现、文件传送状态、文

件传送、文件请求，对等点发现响应和文件传送结束六类数

据报，它打开两个UDP端口：53和一个随机的高编号端口。

此外，Sinit还打开TCP端口53作为一个简单的H丁rP服务

器，向未受感染的主机扩散其副本。

为发现网络上其他感染Sinit Bot的主机，Sinit首先向

Intemet上随机IP地址的53端口发送对等点发现数据报，若

收到发现响应数据报，则可以建立二者的连接，交换各自已

经成功连接的对等点列表，并连接这些节点。显然，Sinit对

等点发现机制的成功率是很低的，数据流分析可以检测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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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ICMP终点不可达报文和TCP连接复位报文。尽管Sinit

使用了域名系统(DNS)的熟知端口53，但入侵检测系统(IDS)

可以比较容易地检测出与正常DNS报文不同的Sinit报文。

(2)Phatbot。Phatbot于2004年3月被检测到，是Agobot

的一个变种。与基于IRC协议通信的Agobot不同，Phatbot

利用WASTE技术进行通信。WASTE是一个开放源码、加

密通信的P2P网络。Phatbot抛弃了WASTE的加密通信机

制，采用MD5的方式加密用户名和密码保证其自身的安全。

为发现对等点，感染Phatbot的主机通过冒充GnuteUa

P2P网络的客户端。向GuuteUa缓存服务器注册并返回服务

器上其他对等点的信息以发现对等点。Phatbot寻找客户端

ID为GNUT的Gnutella客户端，但它使用TCP 4387端口

以区分于通常的GnuteUa客户端。

(5)SpamThruo SpamThru于2006年3月被检测到，是一

种发送垃圾邮件的木马。SpamThru Botnet分布于166个国

家，约由73000台僵尸计算机组成【6】。有趣的是，SpamThru

竟然会下载一款经过破解的卡巴斯基杀毒软件，以查杀系统

中的其他病毒为由，独占系统。

SpamThru使用定制的P2P协议与其他对等点通信。该

P2P网络一般包括一个控制服务器，若干个垃圾邮件模板服

务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对等点。SpamThru感染的主机与其他

对等点共享的信息包括：控制服务器、模板服务器的IP地址、

端口和软件版本．其已知的所有对等点。SpamThru Botnet

的控制通过一个中央控制服务器进行，不过，一旦该控制服

务器被关闭，SpamThru的拥有者能够指定新的中央控制服

务器，重新获得Botnet的控制。

(4)Nugache。Nugache于2006年4月被检测到，通过美

国在线和MsN散布，同时利用一些工作站的漏洞以邮件附

件的形式发送【”。

Nugache使用加密的P2P网络通信，使用TCP端口8。

与Sinit低效率地向Intemet上随机的IP地址发送对等点发

现数据报不同，为发现对等点，Nugache带有一个静态的IP

地址列表，使其可以向22个初始的对等点发起连接，如果连

接成功，对方会返回一个其已经成功连接的对等点列表。接

下来，Nugache就会向该对等点列表中的对等点发起连接。

(5)Peacomm。Peacomm于2007年1月被检测到。其典型

传播方式是利用蠕虫，例如通过电子邮件进入用户的邮箱，

当用户安全意识不强打开邮件附件时，初始的Peacomm Bot

即被安装到用户计算机上。Peacomm Bot修改Windows操

作系统的services．exe进程，使其成为P2P网络的客户端，以

进一步下载Peacomm Bot的有效载荷。同时，Peacomm Bot

会关闭Windows防火墙的ICF／ICS(Intemet Connection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8．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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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成t务，打开端口

TCP：139、12474，UDP：123，137、138、1034、1035、7871、

8705、19013，40519{'n。

Peacomm利用Overnet P2P协议实现Botnet的控制。

为了连入Ovemet，Peacomm Bot首先向一个Overnet节点

列表中的节点发送数据报以建立连接。该Ovemet节点列表

是在Peacomm感染僵尸计算机，安装Bot时生成的，其中的

节点应该是在线几率比较大的一些Overnet P2P网络节点。

若连接成功建立，Peacomm将进行Bot的有效载荷二次注人

从Ovemet P2P网络下载攻击者至僵尸计算机的基本通信原

语。该通信原语可以使攻击者任意升级，控制和命令僵尸计

算机而不依赖于中央服务器。攻击者可以通过改变二次注入

的内容以改变Peacomm Bot的功能。

2 P2P Botnet的检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源于P2P网络的结构特征，对等

点发现既是P2P Botnet的一个难点，也是其重要的弱点，可

以从此人手进行检测。目前，P2P Botnet的对等点发现方式

主要有以下三种：

方式一：随机发现。典型代表是Sinit，通过向Internet

上随机的IP地址发送对等点发现数据报实现。由于防火墙等

原因，或者目的主机根本就没有运行P2P应用或已关机，其

收到响应数据报的几率是很低的。网络数据流分析可以检测‘

到大量的ICMP终点不可达和TCP连接复位报文，显著升高

的连接失败率可以作为感染此类P2P Botnet的检测特征。

方式二：利用携带的对等点列表。典型代表是Nugache

和Peacomm。该方法可明显提高对等点发现的效率，但也带

来了对Botnet而言是明显的弊端，可以通过监测对等点列表

中节点的流量发现哪些主机在和这些节点建立连接，并获得

Botnet进一步的信息。阻断对等点列表中节点的流量或者将

其关闭可以抑制新感染的主机加入Botnet，但不能彻底清除

已有的P2P Botnet。

方式三：利用中央节点。典型代表是Ph atbot和

SpamThru。中央控制服务器的存在可以提高系统通信和对等

点发现的效率，但与IRC Botnet类似，中央节点将成为Botnet

明显的特征，可以使用IRC Botnet的一些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同时，该方式存在单点失效问题。尽管SpamThru在中央控制

服务器被关闭或流量阻断后能够通知网络中其他的对等点新中

央控制服务器的位置，以避免网络通信瘫痪，但关闭中央服务

器或阻断其流量仍可比较有效地抑制新节点加入Botnet。

其他可作为P2P Botnet检测依据的特征还包括开放的

端口以及具体Botnet在实现方面的特征。僵尸计算机需要开

放、侦听一些端口以同网络中的对等点共享信息，接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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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等。这些端口中有些是其他网络协议不用或很少使用的，

例女l：iPhatbot使用的TCP 4387、Nugache使用的TCP 8等。

监测来自或发往这些端口的流量，或主动扫描网络中主机的

这些端口，可帮助发现哪些主机可能已感染了Bot。P2P

Botnet开放的端口有些是其他网络协议使用的，女nSinit使用

的端口53，Peacomm使用的端口UDP 123等，但这可以通

过进一步的报文分析加以区分和发现，IDS也可以帮助发现

异常的数据报。具体的P2P Botnet在实现方面也可能有一

些独特的特征甚至是标识可用于其检测，这些特征可用于

IDS检测规则的设计以检测相应的Botnet{6)。

5结语

与传统蠕虫的迅速传播不同，构建Botnet的攻击者们可

能会花费较长的时间慢慢构建，这无疑会增加其隐蔽性和检

测难度。因此，研究有效的Botnet检测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针对P2P Bother的研究较少，原因是其实现比较复杂，

在网络中不占有太大比例，也因为其控制方式的分布性使得

对它的研究比较困难。

参考文献

【1】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

CC2006年网络安全工作报告[DB／OL]．http：／／www．

cert．org．cn／UserIril既∥Fne／2006CNCERTCCAmual

Report_Chinese．pdf，2007，2，15．

【2】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

CC2007年上半年网络安全工作报告[DB／OL]．http：／

，ⅥⅥ壤．cert．org．cn／UserFiles／File／CNCERTCC

200701．pdf，2007，8，21．

【3】杜跃进，崔翔．关于僵尸网络【DB／OL】．http-．／／www．

cert．org．cn／upload／fl一761眨211POPw．pdf。2006，1 l。21．

【4】4徐恪，叶明江，胡懋智．P2P技术现状及未来发展【J】．中

兴通讯技术，2007，6：6～lO．

【5】Reinier Schoof，Ralph Koning．Detecting peer—to—

peer botnets[DB／OL]．http：／／staff．science．uva．nl／

’delaat／sne-2006—2007／pl 7／report．pdf，2007，2，4．

【6】Joe Stewart．SpamThru Trojan Analysis【DB／0L】．

http：／／www．secureworks．com／research／threats／

spamthru／。2006，10，18．

【7】Julian B Grizzard，Vikram Sharma，Chris Nunnery．

Brent ByungHoon Kang and David Dagon．Peer—

to-Peer Botnet＆．Overview and Case Study[DB／OL]．

http：／／usenix．net／events／hotbots07／tech／

hdLpapers／grizzard／grizzard．pdf。2007，4。4．继

万方数据



P2P僵尸网络检测技术
作者： 董开坤， 刘扬， 郭栗， 董岚， DONG Kai-kun， LIU Yang， GUO Li， DONG Lan

作者单位： 董开坤,刘扬,DONG Kai-kun,LIU Yang(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郭栗,GUO Li(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网络中心,山东,威海,264209)， 董岚

,DONG Lan(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北京,100044)

刊名：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英文刊名：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S PRIVACY

年，卷(期)： 2008，""(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CNCERT/CC2006年网络安全工作报告 2007

2.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CNCERT/CC2007年上半年网络安全工作报告 2007

3.杜跃进.崔翔 关于僵尸网络 2006

4.徐恪.叶明江.胡懋智 P2P技术现状及未来发展[期刊论文]-中兴通讯技术 2007(06)

5.Reinier Schoof.Ralph Koning Detecting peer-to-peer botnets 2007

6.Joe Stewart SpamThru Trojan Analysis 2006

7.Julian B Grizzard.Vikram Sharma.Chris Nunnery Brent ByungHoon Kang and David Dagon.Peer to-Peer

Botnets.Overview and Case Study 2007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xaqytxbm200804019.aspx

下载时间：2010年6月2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xaqytxbm20080401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a3%e5%bc%80%e5%9d%a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89%a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6%a0%9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a3%e5%b2%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ONG+Kai-ku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Y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GUO+Li%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ONG+La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93%88%e5%b0%94%e6%bb%a8%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5%a8%81%e6%b5%b7)%e8%ae%a1%e7%ae%97%e6%9c%ba%e5%ad%a6%e9%99%a2%2c%e5%b1%b1%e4%b8%9c%2c%e5%a8%81%e6%b5%b7%2c26420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93%88%e5%b0%94%e6%bb%a8%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5%a8%81%e6%b5%b7)%e8%ae%a1%e7%ae%97%e6%9c%ba%e5%ad%a6%e9%99%a2%2c%e5%b1%b1%e4%b8%9c%2c%e5%a8%81%e6%b5%b7%2c26420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93%88%e5%b0%94%e6%bb%a8%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5%a8%81%e6%b5%b7)%e7%bd%91%e7%bb%9c%e4%b8%ad%e5%bf%83%2c%e5%b1%b1%e4%b8%9c%2c%e5%a8%81%e6%b5%b7%2c26420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4%ba%a4%e9%80%9a%e5%a4%a7%e5%ad%a6%e8%ae%a1%e7%ae%97%e6%9c%ba%e4%b8%8e%e4%bf%a1%e6%81%af%e6%8a%80%e6%9c%af%e5%ad%a6%e9%99%a2%2c%e5%8c%97%e4%ba%ac%2c10004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4%ba%a4%e9%80%9a%e5%a4%a7%e5%ad%a6%e8%ae%a1%e7%ae%97%e6%9c%ba%e4%b8%8e%e4%bf%a1%e6%81%af%e6%8a%80%e6%9c%af%e5%ad%a6%e9%99%a2%2c%e5%8c%97%e4%ba%ac%2c100044%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xaqytxbm.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xaqytxbm.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b%bd%e5%ae%b6%e8%ae%a1%e7%ae%97%e6%9c%ba%e7%bd%91%e7%bb%9c%e5%ba%94%e6%80%a5%e6%8a%80%e6%9c%af%e5%a4%84%e7%90%86%e5%8d%8f%e8%b0%83%e4%b8%ad%e5%bf%83%22+DBID%3aWF_QK
http://www.cert.org.cn/UserFiles/FiIe/2006CNCERTCCAnnualReport_Chinese.pdf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b%bd%e5%ae%b6%e8%ae%a1%e7%ae%97%e6%9c%ba%e7%bd%91%e7%bb%9c%e5%ba%94%e6%80%a5%e6%8a%80%e6%9c%af%e5%a4%84%e7%90%86%e5%8d%8f%e8%b0%83%e4%b8%ad%e5%bf%83%22+DBID%3aWF_QK
http://www.cert.org.cn/UserFiIes/File/CNCERTCC200701.pdf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9c%e8%b7%83%e8%bf%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4%94%e7%bf%94%22+DBID%3aWF_QK
http://www.cert.org.cn/upload/fl_76T22nPOPw.pdf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6%81%a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6%e6%98%8e%e6%b1%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6%87%8b%e6%99%b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xtxjs200706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xtxjs.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einier+Schoo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alph+Koning%22+DBID%3aWF_QK
http://staff.science.uva.nl/delaat/sne-2006-2007/p17/report.pdf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oe+Stewart%22+DBID%3aWF_QK
http://www.secureworks.com/research/threats/spamthru/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ulian+B+Grizzar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Vikram+Sharm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ris+Nunnery%22+DBID%3aWF_QK
http://usenix.net/events/hotbots07/tech/full_papers/grizzard/grizzard.pdf
http://usenix.net/events/hotbots07/tech/full_papers/grizzard/grizzard.pdf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xaqytxbm200804019.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