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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域名解析服务

• 域名注册服务

• DNS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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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概念

• 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约束国内行为，通过签订条约规范国际行为。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次团体的行为开始
超脱传统的管理框架，互联网的治理就属于这类情况。

• 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
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
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 James N. Rosenau (美)

• 针对现有规制没有覆盖或发生冲突的情形

• 涉及多利益攸关方，并可能不是由政府主导，即允许非政府组织负责维持秩序，
参与社会和经济调节；

• 治理基于共识，因此可以不服从；

• 全球治理：超脱国家的秩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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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形式

• 对权力分配的承认
• 例如冷战期间的东西方阵营

• 秩序的建立

• 共同规则 - 全球的贸易秩序，

• 标准化 – 通信系统，

• 相互承认 - 护照的有效性；

• 三个层次的治理行为

• 观念：形成治理的理念并寻求共识，例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议；

• 行动：为维持现行秩序而采取的行动，即扭斗的解决；

• 制度：治理的组织化，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欧盟，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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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eader

UDP 

Header

DNS 

Header

• QR: Query-0 / Response-1

• Opcode : Set by client to 0 for 

a standard query 

• AA: Authoritative Answer-1

• TC: Truncated-1

• RD: Recursion Desired-1

• RA: Recursion Available-1

• Z - reserved and must be zero 

• rcode: Response code from 

the server: indicates success 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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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Zone File Example

The format of a zone file is defined in RFC 1035 section 5 and RFC 1034 section 3.6.1.

njnet.edu.cn. IN SOA ns.njnet.edu.cn. 

m12.njnet.edu.cn. (6 28800 7200 604800 86400 ) 

IN NS ns.njnet.edu.cn. 

IN MX 10 mail.njnet.edu.cn.

$ORIGIN njnet.edu.cn.

ns 7200 IN A 10.10.10.1 

mail 7200 IN A 10.10.10.2

www 3600 IN A 10.10.10.3 

IN TXT "Our web server"

ftp 3600 IN CNAME mail.njnet.edu.cn. 

Serial, ref

resh, retr

y, expiry, 

minimum 

TTL

Label ttl class type 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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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resolution RFC883

•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some data, possible by performing several name queries 

• The name servers need to know (are booted up with)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root name servers (file root.cache)

Stub resolver

SEU 

name 

server

Root name 

server

.com name 

server

xyz.com name 

server

1 www.xyz.com?

8 IP address

2 www.xyz.com?

4 www.xyz.com?

6 www.xyz.com?

3 referral (.com)

5 referral (xyz.com) 
7 IP address

9 Add to cache

10 TTL refresh

Cache

Resolver

Host

Top-level domain

Authoritative



Root Server

• publish the root zone file to other DNS servers and clients on the Internet

• root zone File : define where the authoritative servers for the DNS top-level domains 

(TLDs) are located and how to reach them

• 13 Root Server Systems with 12 operators (1995-1997)

• Some root server systems consist of multiple root servers scaling around the world

• label. ROOT-SERVERS.NET.

• label : A-M

• UDP Packet Length < 512Byte  (Don’t Fragment)

• Question + 13 NS Record + 13 A record

• EDNS0 Option : > 512Byte (up to 4096B)    RFC2671, Aug.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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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Server Anycast

• BGP Anycast

• announce the sam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range simultaneously from multiple 

places on the Internet.  (RFC3258)

• reduce latency

• preference : topologically nearest route                                                         selected 

selected by BIND

• 918 Servers in 13 IPs in Internet

The AS112 project is a group of volunteer name server 

operators joined in an autonomous system. They run 

anycasted instances of the name servers that answer reverse 

DNS lookups for private network and link-local addresses 

(RFC5735) sent to the public Internet. These queries are 

ambiguous by their nature, and can not be answered correctly. 

Providing negative answers reduces the load on the public 

DNS infrastructure.  RFC63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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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Server in China

• http://www.root-servers.org/

• China : 17 Servers 

• Beijing : F/I/J/L

• Hangzhou : J

• Macau : F

• Hongkong : D/E/F/F/I/J

• Taiwan: E/F/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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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域名服务器扩容方法

•增加各个根域名服务器系统的容量
–按目前的工作模式继续增加根域名服务器的数量和地域分布

–通过递归测缓存根区数据的方式，让更多的递归解析器充当根域名
服务器的角色 (Slave the root by Localized cache) RFC7706

–Universal Anycast (AS112, 雪人计划)

• 增加更多的根域名服务器系统 (more Root operators)

– Priming exchange via TCP or HTTP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512B)

•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song-dnsop-tcp-priming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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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根域名服务器系统管理者与根域名服务器之间是合作关系

• 为什么会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系统

• 历史发展的轨迹：防止垄断，解析服务的性能和鲁棒性要求

• 为什么只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系统

• UDP协议的技术限制

• 根域名服务器不是根域名服务器系统的镜像：All the root servers are mirror

• 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根域名服务器系统吗？

• 根域名服务器系统或根域名服务器不控制根域名Zone file的内容

• 拥有自己的根域名服务器系统意味着可以直接从ICANN获得完整的根域名Zone file，但加入一
个根域名服务器系统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借助递归解析过程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 只要不断网，就能实现域名解析 - 没有“被杀”，只有“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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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
• 向某个有资质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申请获得某个域名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过程

• 域名在其生命周期中可能涉及域名注册、使用、注销、更改、转移、
争议的处理等内容

• 域名权是域名所有者针对域名享有的各种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
权利人对之享有使用、收益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 知识产权可分为“创作性成果权利”与“识别性标记权利”两大类，域名属于
后一类；

• 专有性：域名拥有权和使用权是排他的；

• 时间性：域名注册是续展制，而不是终身制；

• 地域性：域名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以国别为限，而是以网络为限，域名只能
在网络这个载体上才能发挥其特殊的商业价值和意义，在网络之外无法实现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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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的结构

•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

1998年10月注册在美国加州的非营利机构

16

现有20个董事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Icannheadquarters.jpg
http://baike.baidu.com/albums/374766/374766/0/0.html


ICANN的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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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不涉及的事务

• 技术标准制定

• 互联网执法

• 消费者权益保护

• 经济和技术援助

• 立法或仲裁

• 不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功能重叠

• 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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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oC和ICANN

• 三个文件

• The MoU（至2006年9月）：ICANN在此之前应当向US DoC表明它有能力管好域名

• The contract：由ICANN接管IANA的工作

•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CRADA) ：如果ICANN的控制权转移到
了外国公司和政府手中，US DoC将收回ICANN的权力。

• 2005年6月30日美国商务部的声明
• 为维持DNS运行的稳定和安全，现有体制尽量不变，因此美国将一直保持对Root Server的控制权；

• 互联网的事务由ICANN负责，但ccTLD各国自己管

• There is no one venue to appropriately address [internet governance] in its entirety

• 2009年10月2日美国商务部与ICANN签署新的协议，认定后者为一家“独立且不受任何
一个实体控制”的机构，并保证ICANN继续保持私有、非盈利的组织形态。

•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当地时间2014年3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
将放弃对 ICANN的管理权，只参加G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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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的管理权移交
• 2014年3月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计划将IANA的职能移交
给全球互联网社群，但要求

• 支持并加强多利益攸关方模型

• 维护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弹性

• 满足IANA服务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要和期望

• 维护互联网的开放性

• 移交提案征询结构

• IANAPLAN工作组：协议参数移交

• CRISP小组：RIR IANA职能管理权移交提案整合小组

• CWG：制定与域名职能相关的IANA管理权移交提案

20

NTIA宣布不接受由一国

政府或一个政府间组织
替代 NTIA 职责的提案2016年3月提案提交给NTIA；

2016年6月9日NTIA宣布这些提案符合 2014 年 3 月提出的标准；
2016 年10月1日，ICANN与NTIA 签订的 IANA 职能合同正式到期，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移交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协调与管理权。



顶级域名

• 国际顶级域名international top-level domain-names(iTDs/gTLDs)

• 传统通用：.com，.org，.net

• 美国专用：.gov，.edu，.mil

• 新增：2012年起ICANN已开放gTLD的自由申请，到2016年6月底共批准注册
了1055个通用域名 (很多企业为自己注册了顶级域名，例如Airbus)

• 国家顶级域名national top-level domain-names (nTLDs/ccTLDs)

• 国际化域名IDN

• 不同语种的域名，例如中文。

• 201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语言地图”项目，互联网应用所能
支持的语言种类已超过300种。

• 到2016年10月，包括保加利亚、印度等39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申请的53个多语
种顶级域名通过ICANN评估流程，其中43个已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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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顶级域名检测

域名后缀 总数量

.com 45,949,024

.net 5,669,249

.org 3,895,954

.info 1,566,215

.biz 591066

.mobi 122066

.pro 78575

.cat 36596

.asia 35389

域名后缀 总数量

.name 22290

.jobs 18852

.xxx 12728

.edu 12381

.tel 10119

.gov 9620

.aero 5738

.travel 4636

.coop 3814

域名后缀 总数量

.law 2151

.mil 326

.int 326

.museum 308

.post 32

.arpa 22

.med 3

我们在过去2年中从江苏的
DNS流量中共观察到通用顶
级域名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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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过去2年中从江苏的DNS流
量中共观察到国家顶级域名250个

• 二级域名数量超过100万的有5个
• 二级域名数量达数十万的有42个
• 二级域名数量达数万的有48个
• 二级域名数量达数千的有81个
• 二级域名数量达数百的有51个
• 二级域名数量不足100的有23个

• 顶级下二级域名数量 TOP10

.de - 德国，236万

.ru - 俄罗斯，186万

.uk - 英国，180万

.cn - 中国，179万

.nl - 荷兰，103万

.br - 巴西，89万，

.it - 意大利，83万

.tk - 托克劳群岛，80万

.au - 澳大利亚，78万

国家顶级域名 to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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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N普及情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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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过去2年中从江苏的DNS流量中共观察到
19266个国际化域名，分布在65个语种中。

排在前五的语种是
中文、瑞典语、日
语、德语、泰语。



顶级域名的注册与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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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 CNNIC，2009.6

• 域名注册服务机构
• 提供域名注册服务须经工信部批准，并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签订协议

• 从事“.CN”域名和“.中国”、“.公司”、“.网络”中文域名注册服务的，要求
有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签署
《合作意向书》

• 域名注册的申请与审核
• 任何自然人或者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均可在本细则规定的顶级域名下申请
注册域名

• edu.cn下的域名注册规则由CERNET网络中心制定

• mil.cn下的域名注册规则由中国长城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制定

• 域名运行费用
• 按年收费 (商业化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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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的EDU.CN域名注册办法

• 用户是我国依法设立的各级教育和科研单位

• 单位域名有结构限制
• 一般单位的域名为3-12个字符
• 省网为2字符缩写
• 市县网为3字符以上的名称
• 地区网络中心为RRnet

• 必须有正式的IP地址且与CERNET联通 (实际要求至少主域名服务器和
主网站是教育网地址)

• 配置了至少两台DNS服务器

• 网络管理技术人员应具有电子邮件地址

• 域名运行费包含在分摊的通信费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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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互联网治理的三个层次

• 观念：目前ICANN的架构体现了多方治理的理念，域名的治理也是 (两个机构
分别管理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域名，以实施不同的策略)。

• 行动：维持根域名服务的正常运行是互联网治理行动的一个范例。
• 制度：域名注册是互联网制度治理的一个范例，包括了组织体系和域名生命周
期管理规则。

• “雪人计划”的意义

• 域名是一种识别性标记权利，应当提高相应的认识意识；
• 域名注册与域名解析是可以分离的
• 域名具有生命周期
• 域名需要管理：CERNET接入单位由CERNET网络中心统一向工信部进行域
名、网站和IP地址备案，这需要各接入单位提供相关信息；

• 校园网中心应当提供域名注册和域名解析支持：统一管理，规范管理
• 考虑公有云的优点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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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Vulnerabilities
No authentication available

master Caching forwarder

resolver

Zone administrator

Zone file

Dynamic

updates

1

2

slaves

3

Server protection

4

5

Corrupting data Impersonating master

Unauthorized updates

Cache impersonation

Cache pollution by

Data spoofing

Data protection

Altered zone data BHO, etc.

6

http://unixwiz.net/techtips/iguide-kaminsky-dns-vul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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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xampled cases

• Denial of Service

• 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10月21日早上 7 点美国网站技术提供商 Dyn遭遇了一次大
规模 DDoS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主要影响了美国东海岸地区的网站，包
括Twitter 、Tumblr 、Netflix 、Airbnb 、PayPal 和 Yelp在内的多家网站无法
访问，攻击持续超过3小时。

• Service Hijacking

• 2010年1月，baidu.com被劫持，持续超过8小时；

• 大量存在的DNS解析劫持与重定向。

• Network Partition

• .se domain unreachable on 12th Oct., 2009, caused by misconfiguration



31

DNSSEC - DNS Security Extensions

DS – Delegation  signer

SEP – Secure entry point

KSK – Key-signing key 257

RRSIG – Signature resource 
record

ZSK – Zone-signing key 256

RRs

RRSIG

ZSK RRSIG

KSK

RRSIG

KSK

RRSIG

ZSK RRSIG

DS RRSIG

Parent Zone

Trust anchor

Child Zone

SEP

RFC4033

RFC4034

RFC4035

RFC 2845 - Secret 

Key Transaction 

Authentication for 

DNS (T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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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Name Resolution

Host

SEU 

name 

server

Root name 

server

.com name 

server

xyz.com name 

server

1 www.xyz.com?

8 IP address

2 www.xyz.com?

4 www.xyz.com?

6 www.xyz.com?

3 referral (.com) +DNSSEC RRs

5 referral (xyz.com) 

+DNSSEC RRs 7 IP address 

+DNSSEC RRs

+DNSSEC 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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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NSSEC Pro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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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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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uses two key 

facilities, currently in 

Virginia & 

California, which 

suggests where the 

Root Zone files are.

The Root Zone 

DNSSEC Key Signing 

Key “KSK” is the top 

most cryptographic 

key in the DNSSEC

hierarchy, and its

private key is stored 

via Shamir Secret 

Sharing Schema.



RFC5011 – KSK的自动更新
• KSK撤销

• 出于KSK更新和处理KSK失密的需要

• 在DNSKEY记录中设置REVOKE位

• 相应的RRSIG 记录需要重新生成，因此REVOKE位无法被篡改。

• hold-down time

• 解析器如果发现出现新的KSK，需要设置30天的观察期，如果在观察期内该KSK没有被撤销，
则接受其为新的KSK并开始使用 (出现在DNS的响应中，不同的KSK有不同的KEY-ID)；

• 通过这种机制，Zone owner可以将发现的Compromised的KEY撤销，但无法防范桥接攻击 (这
时解析器收不到任何来自实际Zone owner的信息)。

• Active Refresh

• 解析器必须定期检测KSK的有效性，检测周期可以设置在1小时到15天之间；

• Key Roll-Over

• 设某个Zone File的活跃KSK为A，Stand-by的KSK为B (位于DNSKEY记录中但并没有用于
RRset的签名)；这时，生成新的密钥对C并记入DNSKEY记录，撤销公开密钥K并重新生成相
应的RRSIG记录；于是A被撤销，B成为活跃密钥，而C成为Stand-by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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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K-2017 Rollover

• ICANN原定于2017年10月进行自2010年以
来的第一次根域KSK更新(rollover)

• 2017年7月11日引入新的的KSK-2017

• 2017年8月10日30天“hold-down period”结束

• 2017年10月11日正式Rollover

• 但到了2017年9月发现没有更新到KSK-2017的
用户太多，因此更新计划推迟到2018年10月11
日重新启动。

• IETF在2017年4月定义了RFC8145 -
Signaling Trust Anchor Knowledge in 
DNSSEC，允许使用DNSSEC的DNS服务
器报告其使用的根域KSK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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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目前主要的安全标准

• 使用DNSSEC可以抵御DNS服务中的缓存污染，Zone File篡改，以及Zone Transfer过程中的桥接攻
击；

• 为保护DNS的解析通信过程，可以使用DNS over TLS (RFC 7858 and RFC 8310)，Power DNS和
BIND已经支持 (端口号为853)；

• 应用这些标准的障碍

• 需要形成统一的PKI (将DS注册到上一级)，否则DNSSEC会形成分类的孤岛 (from a 'trust anchor’)；

• 要实现DNSSEC和TLS over DNS的引入，现存的各种相关软件都需要修改，例如 gethostbyname()
和getaddrinfo()

• No major web browsers support DNS over TLS yet, they want DNS over HTTPS.

• DNS的隐私保护、解析服务的桥接攻击、服务失效攻击都不在这些安全标准的保护范
围之内

• CERNET正在启动DNSSEC的部署：Zone File生成，DS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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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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