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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能更有效的抑製網路上的「有害物質」例如駭客攻擊、色情網頁、病毒、蠕
蟲、垃圾郵件，甚至是即時訊息(IM; Instant Message)及 P2P 共享軟體，必需仰賴
更新的防火牆技術 - 「內容過濾」來達到有效的嚇阻，例如防毒和入侵防禦，
內容過濾防火牆有的也會包含傳統防火牆及 VPN 功能，在著名的市場分析組
織 – IDC(國際數據資訊)，將其歸類為 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UTM)，這
類產品的複雜度高，內部測試結果經常無法符合使用者端的實際狀況，在使用者
端可能會發生一些如: 誤擋、當機、效能低落等沒有在內部測試時發現的問題，
歸究其原因，便是測試流量不夠真實所造成。解決這樣的問題，可利用流量錄製
及播放的技術，到使用者端錄製該點的流量，將流量帶回測試部門內部播放出來
對產品進行測試，在現有的工具中商業版的有 Spirent Avalanche，開放源碼有
TCPdump/TCPreplay，這兩種工具都已經可以做到錄製及播放流量，由於流量的
錄製是需要非常高的隱密性，NBL 以公正第三者組織的身份，將這些工具當作
基礎，提供完善、安全的機制來保護錄制地點使用者資料的安全性，進一步搜集
更多的流量供產品測試使用，在真實的流量測試佐證之下，測試結果將更具說服
力，也更能幫助產品品質的提升。
測試工具簡介
「錄製」流量的部分我們是以 Open Source 的工具「TCPdump」來完成，該
程式一般的用途就像是 windows 作業系統上的 sniffer 和 ethereal 一樣，是用來當
作 protocol analyzer，可以藉其診斷一些網路問題或學習 protocols 的輔助工具。
我們目前錄製流量的方法分成兩種，一是將錄製系統設定成 bridge (or transparent)
模式後擺在網路上成為一個網路節點，所有通過它的流量都會被錄製下來，二是
利用 switch 的 mirror port 將進出該 switch 的流量複製一分出來錄製，兩者的優
缺點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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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播放」流量的部分我們是採用「TCPreplay」的一套 Open Source 工具，它
可以將「TCPdump」所錄下來的流量「播放」出來，讓待測物就像至身在當初
所錄製的那個網路點上，目前我們可以支援的待測物運作模式包含了 bridge 以及
router 模式，能夠支援 router 模式即代表必須對所錄製的流量進行修改，包括
source IP address、destination IP address、checksum，另外還可以指定在播放流量
時要用多快的速度，在 replay 時為了 performance 的考量，我們可以利用 TCPprep
先建立一個 cache file，然以再以 TCPreplay 播放。
測試工具之操作概念、原理與限制
操作概念
首先我們必須找到一被允許的地點進行流量錄製，因為流量有其私密性，我
們必須取得該錄製點單位的認可，錄製過程中我們為了確保該地點網路的運作正
常，我們會以「Mirror」的方法將流量從 switch 中導出進行錄製，即使錄製系統
當機也不會影響到正常流量，再者為了保護流量的隱私性，我們會在錄製的過程
中將資料加密，等到要播放時再將其解密後送出。待錄製流量完成後可以開始
pre-processor 的動作，例如把攻擊型的流量粹取出來加以分類，最後便可播放流
量進行測試，以下為一操作流程範例:
(1)
(2)
(3)
(4)
(5)

選定錄製點，取得該地點主管單位之認可
取得要 mirror 之 switch 的帳號，登入 switch 中設定好 mirror 功能
錄製流量，ex: tcpdump -w $Filename -i $Interface
分類流量，例如將攻擊型流量粹取出來
播放流量，ex:
tcpreplay -u -i $Pri_Interface -j $Sec_Interface -C $Cidr

播放流量之原理與限制
(1) 錄製流量過程中會記錄 packet 到達的時間，打上 timestamp
(2) 播放時就根據 timestamp 的順序播放，因此適合 switches、routers、firewalls

以及 IPS 等「inline」類型的產品。
(3) 無法測試 server 類型之產品。
使用 Flowreplay 進行流量播放，測試 Server 類產品
Flowreplay 不同於 Tcprepay 的地方是，Tcpreplay 只是單純根據 timestamp 來
重播流量，而 Flowreplay 是以錄到的 pcap 檔案為基礎來，重新產生 TCP 連線到
server，再將錄製到的應用層資料傳送給 server，以下列出其功能特點:
1. Full TCP/IP support, including IP fragments and TCP stream reassembly.
2. Support replaying TCP and UDP flows.
3. Code should handle each flow/service independently.
4. Should be able to connect to the server(s) in the pcap file or to a user specified IP
address.
5. Support a plug-in architecture to allow adding application layer intelligence.
6. Plug-ins must be able to support multi-flow protocols like FTP.
7. Ship with a default plug-in which will work “well enough” for simple single-flow
protocols like HTTP and telnet.
8. Flows being replayed “correctly” is more important then performance (Mbps).
9. Portable to run on common flavors of Unix and Unix-like systems.
在設計的考量上收送封包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 sockets 來收送封包，另一種方
法是用 libpcap 收封包、用 libnet 來送封包，雖然用 libpcap/libnet 可以有較多的
同時連線數目以及較大的彈性，但相對的會有十分龐大的程式撰寫複雜度，因此
開發人員選擇使用 sockets 來收送封包。
流量保護機制
(1) 在錄製流量時，對於 L2 ~ L4 的 header 作修改，讓錄製下來的流量已改變原
有的資訊。
(2) 對整個錄製到的流量作加密，這樣除了保護到 L2 ~ L4 外也可保護到 L7。
(3) 利用 NBL 本身所研發之流量粹取機制，將所有的流量作分門別類，如此就
可避免重覆曝光正常的流量，更加保護正常流量的隱私性，以下我以攻擊流
量為範例說明如何粹取流量
攻擊流量粹取
除了對錄製流量的分析之外，我們也對特定流量的粹取技術投入人力研究，
例如把攻擊流量粹取出來， 便可利用更小的空間來儲存有效的測試流量，以下

為流量粹取過程的示意圖，Association 1 利用 IDP 產品的 log 來找出 attack
connection 的 five-tuple，Association 2 利用 five-tuple 來找出 attack session，
「Result」
代表是一個新的檔案，其為「Captured traffic」的子集合，內容即包含所錄製流
量中的攻擊流量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