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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容中心网络（content-centric networking，CCN）中兴趣包泛洪攻击（interest flooding attack，IFA）是 CCN
网络安全的研究热点问题。为了提高 CCN 防御 IFA 的能力，针对不同防御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一种改进的 CCN
兴趣包泛洪攻击防御方法。该方法根据 CCN 流平衡原理，采用恶意前缀溯源的方式，实现对 IFA 的快速检测，并
通过改进和式增加积式减少(additive increase multi-plicative decrease，AIMD)算法，实现对 IFA 的防御。安全性分析
表明，该方法在面对 IFA 时，能够更快的作出反应；并且相比于其他 IFA 防御方法，该方法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
降低了 CCN 路由器在检测 IFA 时的计算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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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est flooding attack (IFA) in content-centric networking (CCN) is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on CCN
network secur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CN to defend against IFA, this paper studied different defense methods
and proposed an improved defense method for interest flooding attack in CCN. According to the CCN flow balance
principle, the method used the method of malicious prefix tracing to achieve fast detection of IFA, and the defense against
IFA was achieved by improving the Additive Increase Multi-plicative Decrease (AIMD) algorithm. The secur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defend faster when it in the face of IFA. Compared with other defense methods, this
method reduces the computational cost of the CCN router when detecting IFA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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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容中心网络（CCN）自提出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已
成为未来互联网架构体系中极具前景的架构之一 [1]。CCN 命
名数据，通过兴趣包（interest packet）请求相应数据，服务
器或路由器返回相应的数据包（data packet）。每个 CCN 路
由器至少含有三个数据结构：内容缓存（content store，CS）、
待 定 请 求 表 （ pending interest table ， PIT ）、 向 前 转 发 表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FIB）[2]。其中，CS 负责缓存
收到的数据包，PIT 负责记录请求的兴趣包以及其到来的接
口，方便数据包的响应，FIB 负责进行路由转发。
CCN 路由器的结构能够解决传统 IP 网络中源地址伪造、
针对特定主机泛洪攻击等威胁。但是新的结构也带来了新的
安全隐患，其中对 CCN 威胁最大的隐患就是兴趣包泛洪攻
击。由于路由器需要将收到但未被 CS 满足的兴趣包的内容
名称信息记录在 PIT 表中，攻击者可以利用该特性，伪造大
量不会被 CS 满足的恶意兴趣包进行兴趣包泛洪攻击，通过
耗尽路由器的 PIT 空间，使正常用户的请求被路由器抛弃，
从而达到拒绝服务攻击的目的。

1

IFA 防御方法研究现状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很多研究机构都在为解决 CCN 中

的兴趣包泛洪攻击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与研究。唐建强, 周
华春等人提出协同防御方法[3]，使用 AIMD 算法限制带有异
常内容名称前缀的兴趣包的转发速率。Alexander 教授及其
团队成员提出了基于端口流量限制的 IFA 攻击防御方法[4]，
该算法主要是使每个出端口都有相应的限制值，当每个端口
发出的兴趣包超出了该限值，这些报文将在队列中挂起。当
允许发出报文的时候，从入端口的队列中均等地将接受的报
文转发出去。Cheng 等人[5]提出一种基于满足率的反馈防御
方法。该方法根据通过检测兴趣包的满足率，判断是否发生
IFA，然后通过接口限制对 IFA 进行防御。Gasti 等人[6]提出
根据 CCN 流平衡原理，判断 IFA 攻击是否发生，进而对其
进行防御。Dai 等人 [7] 提出一种兴趣包溯源 (interest trace
back)机制，通过 CCN 节点构造一条抑制信息，逐跳向攻击
源头传递抑制信息。收到抑制信息的路由器再判定出恶意前
缀后，通过伪造数据包并回复恶意兴趣包请求，使路由器 PIT
中的非法条目因收到“对应数据包”而被满足，并最终反向
定位到接入路由器，从而在接入路由器入口处限制 IFA 恶意
兴趣包的准入速率。Compagno 等人[8] 提出 Poseidon，根据
路由器中每个接口接收兴趣包与发出数据包的比例和 PIT 的
使用率来判断不同接口是否发生兴趣包泛洪攻击。Cheng 等
人[9] 提出网络的自相似性特性可以很好地描述流量特性，可
以用网络的自相似性作为流量异常检测的基础，根据流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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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信息判断是否发生 IFA。Garcia-Luna-Aceves 等人[10]提出
使 用 CCN-GRAM (gathering of routes for anonymous
messengers)策略替代现有的 CCN 路由策略，以期从根源上杜
绝 IFA 攻击。通过强制中间路由器对兴趣包签名验证可以一
定程度上抑制 IFA 攻击。然而，强制计算有可能导致隐私问
题[11]，并且可能会产生一种通过强制计算攻击路由器的威胁。
针对这个问题，Ribeiro 等人[12.13]提出了一种 CCNCheck 机制，
该机制要求路由器以动态的概率进行签名验证。另外，由于
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DN)的网络控制器
拥有全网视图，可以快速准确的搜集全网监控节点的兴趣包
信息，因此能够及时发现网络异常攻击流量，避免重复检测
和过分响应，快速抑制攻击源并保护合法用户 [14,15]。
在以上的各种防御方法中，大多数都涉及到 IFA 的检测
技术，首先需要检测到发生了 IFA 攻击，以及检测出哪些内
容名称前缀是恶意的，然后根据这些恶意的前缀信息进行防
御。本文提出一种新的 IFA 检测方法，该方法充分发挥网络
设备的自身特性，能很快的找到网络中具有恶意前缀的兴趣
包，并将该恶意前缀信息通过溯源的方式告诉网络中的其他
路由器，当网络中其他设备收到该错误信息时，通过改进的
AIMD 算法[3]对那些带有恶意内容名称前缀的兴趣包进行防
御。本文方法相对于文献[3]，不再需要检测 PIT 信息并进行
繁杂的计算就可以判断出是否发生了兴趣包泛洪攻击，本文
方法只需检测其他路由器回传的数据包的标记位即可。另外，
本文方法改进了文献[3]的 AIMD 算法，使得该算法适应于本
文的防御方法，且可以通过最短前缀匹配的方法，把恶意前
缀收束到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中，不会给路由器存储设备带来
压力。

2

恶意前缀溯源防御 IFA 攻击

2.1 恶意前缀溯源
CCN 中路由器转发兴趣包时，根据最长前缀匹配的原则
查询 FIB 得到对应的接口，然后根据转发策略从其中的部分
或全部接口发送兴趣包，若在 FIB 中匹配不到某个兴趣包的
内容名称，则认为该兴趣包是错误兴趣包，并将其丢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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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当兴趣包一直转发到了对应的内容服务器，但是服务器
中没有该兴趣包所请求的数据时，也做同样的处理。
根据 CCN 流平衡原理，CCN 网络传输机制维持兴趣包
和数据包的一种内在平衡。即每向上游发送一个兴趣包，最
多只会产生一个数据包向下游回复。实际上破坏这种平衡的
原因就是，在路由转发策略中，遇到内容名称出错的兴趣包
时直接将其丢弃。无论这些名称出错的兴趣包是否是恶意兴
趣包，实际上在整个网络中总是存在唯一知道这些名称出错
兴趣包的设备，就是丢弃内容名称出错兴趣包的设备，可能
是 CCN 路由器或者内容服务器。根据 CCN 网络的这种特性，
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 CCN 兴趣包泛洪攻击防御方法。
在 CCN 路由器中，维护有三个空间：CS、FIB、PIT。
路由器收到兴趣包后，若 CS 空间和 PIT 中都没有相关信息，
则查找 FIB，存在该内容名称前缀的域时，转发该兴趣包到
下一跳，并在 PIT 中添加新条目。若 FIB 表中未检索到该前
缀域，则回复一个带有标记位的数据包并丢弃该兴趣包。该
数据包的内容为内容名称、标记位以及最短异常内容名称，
路由器收到数据包时检查标记位，若是被丢弃的兴趣包则表
明对应内容名称的兴趣包为异常兴趣包，首先删除 PIT 表中
条目，然后采用 AIMD 算法限制带有异常内容名称兴趣包的
传输速率。若兴趣包能够一直到达服务器，但服务器中不存
在所请求的文件，即兴趣包所请求的内容在服务器中是不存
在的。则服务器同样以这种带标记的数据包的形式进行回复。
具体处理流程如图 1、2 所示。
2.2 恶意前缀的防御
本文改进了文献[3]中的 AIMD 算法对收到的带有特殊
标记的数据包进行处理。相对于文献[3]中的 AIMD 算法改进
的地方有：增加一个空间 Queue[b,Rb,t]，用于记录异常内容
名称的最短前缀，该前缀的转发速率，以及存在的时间；使
用最短异常前缀匹配的原则收束异常的名称前缀；增加了对
溯源数据包进行标记，设置溯源数据包的内容，以及对标记
进行检测等步骤，使其更加适应本文的恶意前缀溯源方法，
如算法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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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前缀溯源方法中路由器处理收到的数据包

Router processes the received data packet in the malicious prefix traceability method.

根据AIMD算法决定
兴趣包的转发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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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单介绍最短异常前缀。例如，某内容名称为
N1/N2/N3/N4/…，FIB 中存在目标网域为 N1/N2/的条目，于
是通过最长前缀匹配可以将带有该内容名称的兴趣包转发到
条目 N1/N2/所记录的下一跳路由，但是若在下一跳的路由器
FIB 中不存在网域为 N1/N2/N3/的条目，于是路由器将抛弃
该兴趣包，并根据恶意前缀溯源策略返回一个数据包，这个
数 据 包 的 内 容 名 称 为 相 应 兴 趣 包 的 内 容 名 称
N1/N2/N3/N4/…，数据包的内容为下一跳不可达的最短前缀
N1/N2/N3/，这个最短前缀 N1/N2/N3/就是最短异常前缀。
使用 AIMD 算法，每当收到一个攻击兴趣包时，下一个
具有相同内容名称前缀的攻击兴趣包的转发速率就衰减
e^(-C)，而且每当有新的带有标记的数据包到来，根据算法 1，
比较数据包的内容和 Queue[]中的前缀信息，若 Queue[]的某
条目包含了该最短恶意前缀时，算法将收束该条目的内容名
称前缀为新的最短恶意前缀。所以算法中 Queue[]能够起到
收束最短恶意前缀的作用。对于随机生成恶意兴趣前缀的攻
击兴趣包而言，能够快速的衰减其转发速率，起到防御 IFA
的目的。

chinaXiv:201901.00174v1

算法 1
//

基于 AIMD 的异常名称兴趣包速率限制方法

C 为大于 1 的常数，例如 C = 10，T 为默认时间。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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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Datagram;
return datapack;

//返回一个记录异常的数据包

end if
case 1:

//正常数据包

//此处还需判断 Queue 中是否有对应前缀，有则删除，并将速度 y+C
Queue.updata();
return Datagram;

//真正返回数据包

end if
case 2:

//异常数据包

Queue.updata();

//更新队列

if !Queue.find_long(Datagram.data) &&
! Queue.find_short(Datagram.data):
//若即找不到最短匹配，又找不到最长匹配，则增加新的条目
time = T;
forward_v = init_forward_v;
countName_short = Datagram.data;
Queue.insert(countName_short, forward_v, time);
//插入新的条目
else: if Queue.find_short(Datagram.data):
//若在 Queue 中能找到最短匹配，更新条目
int i = Queue.find_short(Datagram.data);

string countName_short;

//最短异常前缀

Queue[i].forward_v *= e^(-C)

unsigned double forward_v;

//转发速率

Queue[i].time = T;

unsigned int time;

//距离上一次收到该数据的时间

int find_long(string) //寻找 Queue 中被字符串包含的最长前缀位置
int find_short(string)

//寻找 Queue 中包含字符串的最短前缀位置

insert();

//若能找到最长前缀匹配，更新该条目

Queue[i].forward_v *= e^(-C);
Queue[i].time = T;

//自动降低各个条目的 time 值，如果有 time 值为 0 的条目则删除该条目。
}Queue[];
struct{
//数据报内容名称信息

int flag
//数据报特殊位，判断是兴趣包还是数据包。若是 0 表示兴趣包，1 表示正常数据包，
2 表示异常数据包。
string data;
name_short();

else:

int i = Queue.find_long(Datagram.data);

//插入一个新的条目

updata();

string countName;

Queue[i].countName_short = Datapram.data;

//数据报的所包含的数据
//返回最短无效内容名称

}Datagram;
switch(Datagram.flag)
case 0:

//兴趣包

if CS.find(Datapram.countName) || PIT.find(Datagram.countName) ||
FIB.find(Datapram.countName):
forward(Datagram);

//默认方式转发兴趣包

return 0;
if Queue.find_long(Datagram.countName):

end if

2.3 举例
图 3 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溯源防御例子，假设所有路由器
的 CS 为空，路由器 CCN-R1 的 FIB 表中有 3 个条目：
www/youku、www/baidu、www/bilibili；CCN-R2 的 FIB 表
有一个条目：www/youku/com；CCN-R3 的 FIB 表条目：
www/baidu/com；CCN-R4 的 FIB 表条目：www/bilibili/com。
攻 击 者 发 送 一 个 内 容 名 称 为 www/baidu/cn 的 兴 趣 包 到
CCN-R1，根据最长前缀匹配的原则，CCN-R1 将该兴趣包转
发至 CCN-R3，此时由于兴趣包的内容名称为 www/baidu/cn
在 CCN-R3 的 FIB 表中找不到对应的条目，当前的处理方法
是直接丢弃该兴趣包，本文的做法是在此时回复一个带标记
的数据包。
当 CCN-R1 收到数据包时，检测数据包的标记位，若发
现是恶意前缀溯源的数据包，则通过 AIMD 算法在队列
Queue[]中新增一个条目记录该前缀 www/baidu/cn，并在下一
次收到具有该前缀的兴趣包时，限制其转发速率。
www/youku/com

int i = Queue.find_long(Datagram.countName);
//返回最长前缀匹配的下标
forward(Datagram, Queue[i].forward_v);
CCN-R2

//以速率 forward_v 转发兴趣包
www/baidu/cn

return 0;

AIMD算法限
制

www/baidu/com
找不到目标
节点，溯源

CCN-R1

CCN-R3

//若 CS、PIT、FIB、Queue 中都未匹配到该内容名称兴趣包
int flag=2;

CCN-R4
www/bilibili/com

data = Datapram.name_short();
datapack = make_datapack(Datapram.countName, flag, data);

图3

//产生一个内容名称为兴趣包内容名称，特殊位为 2，内容为兴趣包的最短无效名称
的数据包

Fig. 3

恶意前缀溯源防御 IFA 的一个例子

Example of malicious prefix traceability defense 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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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描述了一个 Queue[]队列收束恶意内容名称的例子。
图中 1、2、3、4 表示攻击者通过程序生成不同的恶意内容名
称发送到网络，并在网络中传播，5、6、7 表示路由器或服
务器返回的带有恶意内容名称的受标记的数据包传播路径，
若发送的是内容名称为 a/b/c/[非 d]/[任意值]时，将其收束为
同一个条目，并降低其转发如 c 路由 Queue[]所示，若在
Queue[]队列中有条目收到了正确的数据包，则删除该前缀并
将速度 v 增加 C。
a/b/c/[e,f,g]

v1

t1

a/b/c/[e,f,g]

v4

t4

a/b/[f,d,x]

v2

t2

a/b/[f,d,x]

v5

t5

a/[c,x,y]

v3

t3

……

a/b/c/[e,f,g]

……

Queue[]

Queue[]
6

2
a

3
b

t6

……

Queue[]
7

1

v6

5

4
c
d

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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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 队列收束恶意内容名称的一个例子

Example of a Queue queue that pack malicious content names

安全性分析

3.1 恶意前缀溯源分析
本文的恶意前缀溯源的思想早在文献[7]中已经被提出。
文献[7]提出兴趣包回溯机制，在判定出恶意前缀后，路由器
通过伪造数据包并回复恶意兴趣包请求，使路由器 PIT 中的
非法条目因收到“对应数据包”而被满足，并最终反向定位
到接入路由器，从而在接入路由器入口处限制 IFA 恶意兴趣
包的准入速率。但是文献[7]中没有给出具体策略布置的位置，
而且也需要首先检测到恶意兴趣包才能针对性的进行防御。
本文相比于文献[7]，首先明确了布置策略的具体位置为全网
路由器和内容生产者，其次本文不需要检测恶意兴趣包，可
以直接对带有恶意内容名称的兴趣包进行溯源，再结合
AIMD 算法，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 IFA 攻击效果。
3.2 AIMD 算法安全性分析
本文改进了 AIMD 算法，相比于文献[3]中的 AIMD 算法，
增加了一个 Queue[]空间。在文献[3]中实际上也运用到一个
类似的空间，只是没有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如 Fig.4 所示，
本文对该空间进行详细的描述，其作用是记录最短恶意前缀，
能够对攻击者所产生的大量不同的恶意前缀进行收束，图中，
Queue[]条目数与网络的跳数有关，根据 TCP/IP 网络中 RIP
表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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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跳数限制可知在真实网络中网络的跳数不会超出一定
值，因此本文所要求的空间并不会给路由器带来太大的空间
负担。
本文方法相比于文献[3]能够保证安全性。本文方法对
IFA 的防御策略主要依赖于 AIMD 算法，虽然本文对该算法
进行改进，但是在关键的限制恶意前缀的转发速率上并没有
太大改变，在文献[3]中，证明了这种限制带有恶意前缀兴趣
包的转发速率的方法能够起到较好的防御作用。因此，本文
改进的 IFA 防御方法能够保证安全性。
3.3 效率分析
本文方法在面对兴趣包泛洪攻击时，在反应速度方面，
相比于文献[3]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文献[3]中，需要检
测 PIT 的使用率以及兴趣包的满足率，它需要等待 PIT 空间
被填满或即将填满，以及等待一定数量的兴趣包未被满足，
才能通过算法判断发生了 IFA 攻击。
在此过程中，主要依据两个参数：PIT 使用率  和兴趣
包满足率 S 。用 t1 , t2 ,…, tn 表示时刻，用 I (t n ) 和 D(tn ) 表示第
n 段时间段内到达路由器的兴趣包和数据包数量，则到达路
由器的兴趣包的历史平均值和数据的历史平均值可以分别表
示为： I (tn ) = (1 −  ) I (tn−1 ) +  I (tn ) ，D(tn ) = (1 −  ) D(tn−1 ) + D (tn ) 其中
0    1 是惯性系数，表示长时间段内平均数据数量对当前数
据数量的 敏感 程度。 tn 时刻 路由器的 兴趣 包满足 率为 ：
S (tn ) = D(tn ) / I (tn ) ，由于 CCN 中一个兴趣包只能被一个数据包
满足，因此正常情况下，兴趣包满足率应该为 100%。当 PIT
使用率大于阈值时，表明 PIT 的兴趣包数量超出预警值，当
兴趣包满足率值低于阈值时，表明兴趣包数据包一一对应的
关系出现异常，通过这两个值的变化来判断是否发生了 IFA
攻击。
而本文的方法可以做到在一个往返时间内就能对具有恶
意前缀的兴趣包进行限速。并且也不需要如上所述的计算过
程，只需要等待下一个节点返回恶意内容名称即可。由于 PIT
条目的过期时间远远大于网络中的平均往返时间，因此文献
[3]在面对 IFA 时，不可能在一个往返时间内作出反应。因此
在检测 IFA 是否发生方面，本文相比于文献[3]具有一定的进
步。
表 1 将本文的方法与其他 IFA 防御方法进行对比，可以
更加详细的看到各种方法的工作方式以及部署方式。

IFA 防御技术比较

IFA defense technolog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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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方法通过溯源带有标记的数据包的
方式，将恶意内容名称告知整个网络，而如表中所示多数 IFA
防御方法需要用到恶意内容名称信息。因此本文的方法也可
以与其他 IFA 的防御技术进行有效的合作部署，这种合作可
以使得其他的 IFA 防御技术不再依赖于 IFA 检测模块，可以
提高这些防御技术在检测 IFA 时的效率。
例如，本方法与协同防御策略结合，可以通过增加协同
防御包模块，使得其他路由器快速知道新的恶意前缀信息。
而本文的方法中，必须是恶意兴趣包经过的路径上的路由才
会对其进行防御。结合之后，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网络对恶意
兴趣包的防御能力。与 SDN 方式结合时，当溯源数据包到达
监控路由器时，将恶意内容名称前缀发送给中央控制器，可
以节省传统技术的检测恶意内容名称的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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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文献[3]的协同防御策略通过检测路由器中的 PIT 使用率
和兴趣包的满足率，能够有效的检测出是否发生了兴趣包泛
洪攻击，然后通过 AIMD 算法，对检测到的带有恶意前缀的
兴趣包进行防御。该方法本身对 CCN 中的兴趣包泛洪攻击
具有十分优秀的防御能力。但是，文献[3]的方法在检测 IFA
方面也存在不足之处，根据 CCN 流平衡原理，在网络中实
际上有知道恶意前缀信息的设备，因此不需要通过检测路由
器中的 PIT 使用率和兴趣包的满足率就能够得到恶意兴趣包
的前缀信息。本文利用网络中这些知道恶意前缀信息的设备
对恶意前缀进行溯源，可以在一个往返时间内对这些恶意前
缀进行防御。相比于文献[3]的方法，在应对兴趣包泛洪攻击
时，反应速度上得到了提高，另外在不改变 AIMD 算法的核
心情况下，改进 AIMD 算法使其适用于新的检测技术，这样
就保证的安全性。总而言之，本文方法相比于文献[3]，在保
证了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了对兴趣包泛洪攻击的反应速度
且降低了 CCN 路由器检测 IFA 时的计算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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