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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受攻擊的 DNS 
Ben Nahorney 
2019 年 7 月 25 日 - 4 則留言 

您可能已經聽過這些事了：一項維持網際網路運作的基礎技術，最近已成為攻

擊者的正式目標。 

本月稍早，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發佈公告，警告多個區域和部門的 DNS 綁架

攻擊。「這是他們六個月內的第二份這類公告。」上個月，IDC 在其《2019 年

全球 DNS 威脅報告》中，強調 DNS 攻擊的數量和後續成本上升。今年年初，

ICANN 警告網際網路 DNS 基礎架構的關鍵部分「持續存在重大風險」，呼籲

採用更強大的安全性措施。 

思科威脅情報小組 Cisco Talos 在這段期間密切關注 DNS。Talos 發現多個攻

擊依賴綁架和操縱 DNS，當作其主要感染源，並發表研究提出許多這類警告。 

https://blogs.cisco.com/
https://blogs.cisco.com/security/
https://blogs.cisco.com/author/bennahorney
https://blogs.cisco.com/security/dns-under-attack%23comments
https://www.ncsc.gov.uk/news/ongoing-dns-hijacking-and-mitigation-advice
https://www.ncsc.gov.uk/news/alert-dns-hijacking-activity
https://www.efficientip.com/resources/idc-dns-threat-report-2019/
https://www.efficientip.com/resources/idc-dns-threat-report-2019/
https://www.icann.org/news/announcement-2019-02-22-en
https://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9/04/seaturtle.html
https://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9/04/seaturtle.html


針對 DNS 的攻擊令人十分擔憂。但 DNS 到底是什麼？它如何受到攻擊？可以

採取哪些措施來防範這些攻擊？ 

DNS 基礎知識 

首先簡要說明一下技術。網域名稱系統 (DNS) 為核心技術，會將使用者導向其

他網站和網際網路上的其他位置。可想成請圖書館員協助找一本書。只是這不是

在找書，而是找特定網站。DNS 會查看記錄，然後告訴該電腦此網站的位置。 

DNS 也可當作分類的翻譯工具。它會比對人類可讀取的網域（例如 

www.example.com）與網站的 IP 位址，即電腦用於識別網域位置的號碼。簡

而言之，使用者問：「這個網域的 IP 位址是什麼？」，DNS 就會告訴您。 

 
圖 1 – DNS 運作方式 



查詢網域的標準程序比上述要複雜一些，涉及多個 DNS 伺服器。聯絡的第一個

伺服器 DNS 解析程式，更像圖書館員。該流程通常如下所示： 

1. 解析程式會詢問該網站所在的 DNS 根伺服器，與圖書館員使用卡片編

目尋找館藏位置的方式非常類似。 

2. 根伺服器會將解析程式傳送到頂層網域伺服器 (TLD)，即細分為  

.com、.net、.org 等的 DNS 伺服器。可將其想成數位杜威十進系統。 

3. TLD 伺服器會得知 DNS 名稱伺服器的位置，即您嘗試前往之網域的官

方 DNS 伺服器，並告知解析程式該 IP 位址。名稱伺服器就像書籍的

目錄卡。 

4. 解析程式會告訴您電腦該網域的 IP 位址，您的電腦便會前往該網站。

此即目錄卡上載明書的位置。 

 
圖 2 – DNS 運作方式（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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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出錯的地方 

DNS 攻擊的問題在於不直接針對目標，而是攻擊圖書管理員。 

這種攻擊通常稱之為「DNS 綁架」或「DNS 重新導向」。您詢問特定書籍的

位置，但圖書館員的資訊已遭入侵。圖書館員沒有帶您到書籍所在的正確位

置，而是帶您到圖書館中一個陰暗、結蜘蛛網的角落。甚至從書架上取出的書

看起來是您要找的書，但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書，例如應為童書結果卻是

《無政府主義者食譜》。 

這類攻擊一言以蔽之，就是修改合法網站的路由以導向惡意網站，最終入侵目

標。您要求要造訪之特定網域的 IP 位址，但 DNS 記錄遭更改，因而前往惡意 

IP 位址。 

 
圖 3 – DNS 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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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惡意攻擊者可能入侵 DNS 記錄之處。在此舉幾個例子： 

• DNS 管理員可能遭網路釣魚，提供其認證，攻擊者便會登入 DNS 介

面，變更網站的 IP 位址。 

• DNS 主機服務介面（管理和更新記錄處）可能遭入侵，讓攻擊者能變更

該網域的記錄。 

• DNS 請求鏈中的任一 DNS 伺服器或基礎架構可能遭入侵，導致重新 

導向。 
 

重新導向攻擊的十年 

雖然 DNS 系統的多個漏洞和弱點已公開一段時間，但第一次引人注目的 DNS 

攻擊始於 2009 年。當時攻擊者設法短暫變更 twitter.com 的 DNS 記錄，改為

指向伊朗網路軍的激進駭客網站。 

之後幾年，陸續發生多起 DNS 相關攻擊： 

• 2011 年，土耳其駭客設法將大約 186 個網域重新導向至指向「您已遭

駭客入侵」類型的頁面。 

• 敘利亞電子軍設法將 《紐約時報》、Twitter 和《赫芬頓郵報》重新導向

至激進駭客網站，然後在 2013 年和 2014 的攻擊中對 Facebook 嘗試

同樣攻擊。（幸虧有多因素驗證，Facebook 攻擊一部分遭擋下。） 

• 2015 年，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地區 Google 網站遭透過 DNS 重新導向 

綁架。 

• 2016 年，加密貨幣公司 Blockchain 的 DNS 記錄遭綁架。（幸運的

是，OpenDNS 快速發現記錄變更並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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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0 年間還有許多這類攻擊，有些成功，有些失敗。但是，Talos 研究人員在 

2018 年底發現 DNS 攻擊達到全新等級。 

DNSpionage 

一切都始於一則 LinkedIn 訊息。DNS 管理員認為這來自對他們成果印象深刻

的招募人員，便按了前往文件的連結，認為可以填寫文件應徵招募中的職位。 

 
圖 4 – DNSpionage 中使用的惡意文件 

但該文件其實感染了惡意巨集。管理員的電腦因此遭入侵，讓攻擊者得以竊取 

DNS 登入資訊。 

攻擊者可控制網域後，接著將網路郵件伺服器重新導向至惡意 IP 位址，並註冊

有效憑證以「合法化」重新導向網域。此網站的所有訪客都完全沒注意到哪裡

不正常。 



 
圖 5 – DNSpionage 攻擊流程 

在調查 DNSpionage 攻擊者的策略、技術和程序的過程中，Talos Intelligence 

發現了另一個可說更令人關注的針對 TLD DNS 伺服器攻擊。 

Sea Turtle 

 



雖然與 DNSpionage 有類似的最終目標，即竊取資訊，但 Sea Turtle 背後的攻

擊者選擇在託管 TLD 伺服器的網路基礎架構採取行動，入侵這些伺服器已知的

漏洞以取得存取權限。TLD 伺服器遭入侵後，會針對特定網域修改名稱伺服器

的 IP 位址。 

這個方法讓攻擊者經由重新導向掌握控制權。攻擊者會設定惡意名稱伺服器，

便可選擇何時將特定網域請求傳送至合法網站或惡意網站。 

 
圖 6 – Sea Turtle 攻擊流程 

Sea Turtle 類似於 DNSpionage，會變更網路郵件伺服器的記錄，他們可在此

攔截和竊取所需資訊，然後在取得時將目標傳送至合法系統。 

其他相關攻擊技術 

在這篇部落格文章中，我們聚焦於多種 DNS 重新導向攻擊和技術。但攻擊遠不

止於此。Talos 發佈多篇有關攻擊的部落格文章，其中包括裝載的詳細資訊和

攻擊者使用的惡意技術。這些部落格文章的連結在下方的「其他文章」區段。 



攻擊者也使用其他方式，利用 DNS 執行惡意活動。DNSpionage 和 

DNSMessenger 等部分威脅，會透過 DNS 與命令和控制 (C2) 系統通訊。也

發現 DNSMessenger 及其他威脅透過 DNS 打開通道，以洩漏竊取的資料。 

其他最近令人關注的是使用 DNS over HTTPS (DoH) 通訊協定的威脅。此通訊

協定的目的是提升 DNS 查詢的安全性，防止竊聽和 MitM 攻擊。但本月稍早，

發現 Godlua 惡意軟體系列將此通訊協定用於惡意通訊。有鑒於 DoH 遮蔽流量

的能力，可能會有更多威脅隨之而來。 

如何防範 DNS 攻擊 

遺憾的是，身為 DNS 攻擊的最終目標，您能做的十分有限。從使用者的角度來

看，前往網站的 DNS 通訊看似合法，特別是攻擊者在入侵 DNS 記錄後為惡意

網站建立有效的憑證時。 

在這種情況下，防範責任屬於管理和託管 DNS 服務的人員。幸運的是，可在這

個層面上採取一些措施。 

• 監控 DNS 記錄。Umbrella Investigate 等工具可讓您快速尋找 DNS 記

錄的變更。 

• 需有多因素驗證 (MFA) 才能變更 DNS 記錄。MFA 解決方案，例如 

Cisco Duo 提供的解決方案，可以防止未經驗證任意更改您的記錄。 

• 使用 BGPmon 或 Crosswork Network Insights 等工具監控 DNS 綁架嘗

試、變更 TLD 記錄，或重新導向和攔截流量。 

• 修補系統。在 Sea Turtle 案例中，攻擊者利用漏洞入侵，而其中一些已

有 10 年之久。 

• 在環境中實作 DNSSEC。DNSSEC 會將數位簽章新增至 DNS 通訊，可

進行來源驗證，並確保請求未遭修改。 

https://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7/03/dnsmessenger.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NS_over_HTTPS
https://www.zdnet.com/article/first-ever-malware-strain-spotted-abusing-new-doh-dns-over-https-protocol/
https://umbrella.cisco.com/products/threat-intelligence
https://duo.com/
https://umbrella.cisco.com/blog/2015/03/12/opendns-acquires-bgpmon/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crosswork-network-automation/index.html%23%7Enew-innovations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dnssec-what-is-it-why-important-2019-03-05-en


最後，如果您託管網站或網域，請務必確認您 DNS 供應商的安全性狀態包括上

述內容。 

  

 

其他文章 

• DNSpionage 活動鎖定中東地區 

• DNSpionage 進化為 Karkoff 

• DNS 綁架濫用核心網際網路服務的信任 

• Sea Turtle 繼續橫行、尋找新受害者，DNS 綁架技術 

• 隱蔽的管道與不當的決策：DNSMessenger 的故事 

• 冒名 SEC 電子郵件散佈進化的 DNSMessenger 

• 偵測 DNS 資料外洩 

  

喜歡這篇文章嗎？訂閱「本月威脅」系列部落格文章，以便在下一篇部落格文

章發佈時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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