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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日益普及的網路時代，如何防範外部人士的惡意攻擊，以降低網路攻擊所

帶來的損失，是許多人關注的議題。傳統的網路防範仰賴入侵偵測系統來預警，

然而入侵偵測系統各有利弊,無法很完善的阻擋外部網路的惡意攻擊。 

為了改善傳統網路架構無法有效率防止攻擊的缺點，本文嘗試運用軟體定義

網路(SDN)的架構，藉由對交換機的控制，達到阻擋封包的效果，並結合入侵偵

測系統發出的入侵訊息，封鎖網路攻擊端發送的封包，強化阻擋入侵的安全機制，

減少頻寬的消耗及維護使用者網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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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era of the Internet, how to prevent malicious attacks 

from outside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sses caused by cyber attacks is a topic of concern 

for many people. Traditional network defense relies on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for 

early warning. However,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y can not perfectly block malicious attacks from external 

network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network architectures that 

cannot prevent attack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architecture to control the switches so as to block the effects of the 

packets and combine the intrusion messages from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Enhance the security mechanism that blocks intrusion, block packets sent from the 

network attacker, reduce bandwidth consumption, and maintain user network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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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網路越來越普及，資訊安全越來越受到重視，網路攻擊事件與日俱

增，現代人的生活與網路已密不可分，資訊安全的問題已經不僅止於公司、

團體組織，而是延伸至個人、一般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安全的觀念與知識

較為缺乏，往往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入侵或是植入木馬程式，網路攻擊及殭

屍網路也愈來愈氾濫，這些問題一再提醒我們如何強化網路安全已是刻不容

緩議題。 

 

傳統網路在建置及管理維護的過程中，只要有一點點的更動，往往整個

網路的大部分的設備都需要逐一去做設定及調整，各廠牌的設備支援的協定

可能都不太一樣，網管人員大都需要花不少時間在維護管理上，傳統網路建

構隨著網路越來越複雜，導致維護上越來越不易，使得網路安全越來越脆弱，

為了使網管人員能夠更有效率的管理，SDN深受系統的規模遂漸擴大化、多

樣化、複雜化的通訊業者或企業，透過此項技術能夠更有效率地管理網路的

設施，能大大減少人力及維護管理網路的時間。 

 

企業在遭受到網路攻擊時，往往都是攻擊已成事實後，網管人員才被系

統或軟體告知遭受入侵，網管人員在針對攻擊進行安全上的補救，從被通知

到網管人員了解情況對攻擊做出適當的處理之間形成一個空窗期，往往在做

出應對之前已一發不可收拾，對此，我們希望能夠更有效的抵禦外來的攻擊，

以維護網路上的安全。 

 

本文希望藉由 SDN定義網路的管理網路優勢，結合入侵偵測系統偵測到

入侵時所發出的警訊，對交換機進行管理，當組織中其中一台電腦遭受網路

攻擊，SDN controller 將針對攻擊來源端的封包進行阻擋，組織中的其他

任何主機將不會遭受此攻擊來源的攻擊，也可以減少攻擊封包造成的頻寬消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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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相關背景與技術 

一、 軟體定義網路(SDN) 

（一） SDN 的定義 

軟體定義的網路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是一種新的網路架構，它將控

制層（control plane）與資料層（data plane）分離，使網管人員在不更動硬體裝置

的前提下，以集中管理的方式，透過程式控制、管理網路，這樣的方式可以省去

很多手動配置的過程，增加建構網路的靈活性，也提升日後管理網路的便利性及

效率 

 

（二） SDN VS 傳統網路 

傳統網路中所使用的交換器 (Switch)/路由器 (Router)在執行指令與控制資料傳

輸時，皆在設備自身操控，網路上只要有任何的變動，需對網路設備逐一設定，

且各家設備廠牌的設計介面及語法有所不同，網路管理人員必須熟悉且了解相關

設定方式，再者網路設備所提供的功能，無法自行開發 

控制器透過 OpenFlow 統一下達指令給網路設備，網路設備則專責於封包的傳

遞，這樣的概念讓網管人員能更靈活也更彈性地配置網路資源，日後網管人員只

需在控制器上下達指令就可以進行自動化的設定，無須逐一登入網路設備進行各

別的設定，提高相容性，節省人力成本也大幅地降低網路維護及管理的困難度。 

 
圖 1 : Switch 控制層與資料層在傳統網路與 SDN 中的對比 

（三） SDN 架構 

應用層為 SDN 架構中的最上層，開發人員可以自行撰寫各種的應用程式，例如：

負載平衡(Load Balance)、頻寬管理(QoS)、防火牆(Firewall)、等，透過應用程

式介面(API)，和下層的控制層做雙向溝通，以完成指令下達或資料交換。 

控制層主要負責管理實體層之轉發路徑(Forwarding Path)，如封包的路由路徑，

實體層則透過實體將封包實際轉送出去，並負責封包解析、傳送，依據控制層所

制定的政策進行比對與轉發，也就是說每一台的交換器 (Switch)/路由器 (Router)

只剩下單純的資料傳輸功能，至於執行指令、計算資料轉發路徑等功能，皆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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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層集中執行與控制，網路管理人員在操作設備時，僅需對控制層調整設定，所

有指令將由控制層統一派送，網路管理人員不需至每台設備逐一設定，所有資料

傳輸路徑不再依賴傳統設備中的路由表。 

 

 

圖 2 : SDN 架構[8] 

（四）SDN Controller 

1.  OpenDaylight 

OpenDaylight 是一種開發語言為 Java的網路控制平台，支援 OpenFlow，可將網

路管理和控制應用建立 OpenDaylight 軟體之上。 

OpenDaylight 是一個可以控制交換器的控制器，管理者可透過集中控管的過程，

查看封包的流向及內容，也可以管理所有連接至控制器的裝置、控管路由等等 

OpenDaylight 希望透過利用集中控管程式模組去管理整個網絡，藉由軟體定義，

改變封包的流向，使得網路的運用能夠更有效率。 

 
圖 3 :OpenDayLight 對應 SDN 層級(控制平台)架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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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penFlow 

OpenFlow 是一個由史丹佛大學所開發的開放協定，包含了一個或多個流程表

(Flow Table)，流程表(Flow Table)由流程條目(flow entry)所組成，由流程條目決

定封包應該如何處理與轉送，網管人員可以利用新增/刪除 Flow Table 的欄位

來管理整個網路。 

也因為傳輸路徑已預先設定完成，交換器不需要透過不斷學習來尋找封包傳送

的路徑，可大幅提升傳輸效率，降低延遲的時間。藉此架構，可以做到數據包

接收、數據包轉發、更改轉發路由表、以及獲取狀態統計等等 

 
圖 4 : OpenFlow switch 架構[5] 

控制器 (Controller)：在流程表中沒定義其流向的封包會進入控制器，由控制器

決定封包接下來的流向。 

OpenFlow Protocol：透過 SSL 加密通道，讓交換器以及控制器進行溝通。 

Flow Table：在交換器中寫入封包的流向，封包進入交換器後依照流程表所定義

的流向來傳送封包。 

（一） Flow Table 的比對過程 

當收到一個網路封包的時候，先從網路封包中擷取出需要比對的資訊，由 Flow 

Table 編號 0 開始執行比對動作，如果從某個 Flow Table 之中找到符合的 Flow 

Entry，將會先更新計數器，接著可能更新 Action Set，更新封包中的比對資料和

Metadata。，如果沒有定義 Goto 指令的話，就會執行原本已經定義好的動作，否

則就會跑到想要跳過去的 Flow Table，並且繼續比對。 

 
圖 5 : Flow Table 的比對過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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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 指令 

Flow Entry 可能會包含 Goto 這樣的動作指令。其代表的意義是要直接跳往指定

編號的 Flow Table。 

Table Miss 情況  

如果找不到相對應的 Flow Entry，這種情況就稱為 Table Miss。當發生 Table 

Miss 時，會執行原本設定好的 Table Miss 指定動作，可能是直接丟棄封包，或

是送往 Controller 去做處理。 

 

三、 Mininet 

Mininet 是一個輕量級軟體定義網路和測試平台，它採用輕量 

級的虛擬化技術，他支援 OpenFlow、 Open vSwitch 等， Mininet 可以模擬一

個完整的主機和交換器  在同一台電腦上且有助於互動開發、測試和展示。 

Mininet 的主要特性如下: 

1. 為開發 OpenFlow 應用程序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網路測試平台 

2. 支援任何自 行定義的拓樸，也包括一個基本的拓樸 

3. 提供有擴展性的 Python API 

 

四、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detection system，縮寫為 IDS）是一種網路安全設備或

應用軟體，可以監控網絡傳輸或者系統，以解讀網路封包與系統日誌內容、網路

流量或流向等方式來即時偵測，檢查是否有可疑活動或者攻擊行為。偵測到時發

出警報或者採取主動反應措施，以保證網路系統資源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除了偵測入侵之外，也可以用來檢測內部安全性弱點 

（一）主機式入侵偵測系統(HIDS) 

以分析 Logs 為主，為事後分析的入侵偵測系統 

監測系統，事件及安全日誌檔，當有事件發生時，它即會作入侵行為的比對，若

有符合，即會採取適當的反應並警示系統管理員。 

 

圖 6 : H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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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式入侵偵測系統(NIDS) 

運用網路卡於雜亂模式（Promiscuous mode）獲取封包資訊，與內建的專家系統

去做模式比對分析，因此，需要強大的運算功能。當偵測到駭客行為時，會記錄

入侵資料及通知管理者。為事先預警的入侵偵測系統 

 

圖 7 :NIDS[8] 

（三） NIDS與 HIDS比較 

表 1 : NIDS與 HIDS比較 

 

  

 NIDS HIDS 

優

點 

1. 建構在網路上，只需一個監測器

即可保護整個網路的每台主機 

2. 可偵測到未成功的入侵攻擊 

3. 與作業系統無關 

4. 駭客消除入侵證據較困難 

1. 確認遭受入侵，誤判機率較低 

2. 即時性的偵測 

3. 不需額外增加硬體設備 

4. 可以在加密的網路環境下運作 

5. 可對敏感檔、目錄、程式或埠

進行存取 

6. 日誌分析較為詳細、監控效率

更高 

缺

點 

1. 誤判機率較高 

2. 無法調查加密的封包 

3. 流量大會遺漏掉許多封包未監控 

4. 需要效能較佳的額外硬體設備 

1. 受作業系統影響 

2. 只能針對安裝的主機進行偵測 

3. 無法在入侵前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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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驗架構與方法 

如圖所示，此系統架構包含了 三個主要的部份， 第一個為 OpenDaylight 

Controller， Controller 可以控制 Switch 封包的轉送； 第二個為 mininet 拓撲， 

主要模擬 OpenFlow Switch 的封包轉送方式；第三個為系統日誌資料庫，儲存

入侵偵測系統偵測到攻擊發生所傳送的系統日誌。 

 

圖 8 :實驗架構 

（一） OpenDaylight Controller  

OpenDaylight 控制器為交換機的控制器，在 Linux Ubuntu 作業系統下載安裝

OpenDaylight，當 Controller 控管支援 Open Flow 協定的交換器後，會與該交

換器建立一個加密的安全連線通道， 控制其封包之傳送路徑，透過遠端進行控

制，添加 Flow Table 讓 OpenFlow Switch 依據流表進行封包的比對。 

（二） OpenFlow 交換機 

我們使用 mininet 建立網路拓撲，透過 OpenDaylight 下發的流表，交換機會依循

流表進行比對，比對到符合的 Flow Entry，及針對該封包進行 action 的變更，藉

此將封包進行過濾，以達到本論文的目的。 

（三） 系統日誌資料庫 

將 IDS偵測到入侵時發出的系統日誌自動寫入資料庫中，以供系統下達阻擋封包

的指令，此外，網管人員也可對這些系統日誌進行管理、網路安全分析。 

系統日誌擋來源: 

1. HIDS，針對主機進行日誌分析、完整性檢查、rootkit 檢測、基於時間的

警報和主動響應等等。當偵測到入侵情況時，系統將透過中央管理器，

對管理者發出警告，並傳送 syslog 給網管人員，同時也將 syslog 寫入

MySQL 資料庫，以供事後進行查詢及分析。 

2. NIDS 將網路上傳遞的封包，截取下來，再與內建的專家系統去做模式

比對，偵測到疑似入侵封包時，會記錄入侵資料及通知管理者。 

3. 未安裝入侵偵測的主機，網管人員經查證之後，將有入侵資訊的系統日

誌新增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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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庫觸發 SDN Application 

SDN Application 為事先寫好的觸發事件。入侵偵測系統偵測到入侵之後，將系統

日誌寫入 MYSQL，MYSQL 新增資料觸發系統自動解析其 syslog 資訊內容，擷

取攻擊者 IP，依據 IP 制定相對應的 Flow Entry 指令，藉由 Controller 進行控制，

阻斷攻擊來源的封包。 

 
圖 9 資料庫觸發 SDN Application 系統流程 

（五） 受攻擊後流程 

 

圖 10 : 受攻擊後流程 

Controller 產生 Flow Entry 以 OpenFlow 協定，通知 Flow Switch，所有流

經 Flow Switch 的封包都會與 Flow Table 裡的每項 Flow Entry 進行比對，此處

我們設置的 Flow Entry 為攻擊者 IP 的比對。 

 當入侵檢測系統偵測到入侵情況時，系統將透過中央管理器，對管理者發出

警告，並傳送 syslog 給網管人員，同時也將 syslog 寫入 MySQL 資料庫。 

 當有資料新增進資料庫時，觸發 SDN Application，系統解析 syslog 訊息，針

對入侵者 IP，新增 Flow Entry，產生阻擋攻擊 IP 封包的指令，透過 API 傳送至

Controller 進行管理，Controller 會將這些 Flow Entry 與封包進行比對，藉此來實

現阻斷攻擊來源封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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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驗結果 

一、實作電腦系統規格 

表 2 : 電腦系統規格 

（一） OpenDaylight 

Controller 

Ubuntu 16.04.3 64bit 

Jdk 1.8 

OpenDaylight 

（二） OpenFlow Switch 

Ubuntu 16.04.3 64bit 

Kernel 4.13.0-36-

generic 

mininet 

（三） MYSQL 日誌 

Ubuntu 16.04.3 

64bit 

Kernel 4.13.0-36-

generic 

二、 系統架設及操作 

將系統環境及軟體安裝建置完成，使用 python 撰寫自定義拓撲，執行自建拓

撲，pingall 以確認建出來的拓撲通信是否正常 

 
圖 11 : 自定義拓撲(左) pingall結果(右) 

 

SDN Application： 

以程式撰寫，等待由入侵偵測系統所產生的 syslog 警告訊息，當系統日誌

新增進資料庫後，資料庫觸發程式，找出攻擊來源的 IP 位址，產生所需要的命

令告知 Controller 阻擋來源 IP 封包， Controller 產生相對應的 Flow Entry 並

透過 OpenFlow 協定告知 Flow Switch 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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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系統日誌資料庫 

 
圖 13 : 新增 Flow Entry 指令 

OpenDaylight Controller 下發完流表後，我們可以在 mininet 中查詢到新的一筆

流表，其中包含要阻擋的 IP 及 drop 的後續動作 

 

圖 14 : 流表查詢 

此時我們再去 pingall,會發現被阻擋的 IP 所在的 host 將不再順利與其他 host 通

訊，藉此方法以達到本文的目的。 

 

圖 15 :成功阻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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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模擬 

（一） NIDS 偵測到疑似入侵封包 

表 3 : NIDS 與本文架構比較 

 

NIDS 本文架構 

從 NIDS 發出警告，網

管人員檢視 syslog，到

對此次威脅做出適當

的處置，中間會面臨

一個空窗期，可能因

此造成難以修復的後

果 

1. IDS 結合 MYSQL

及 SDN Controller，

讓系統能夠在通知

網管人員的同時，

針對可疑的封包進

行阻擋。事後網管

人 員 再 去 檢 視

syslog，如果為誤

判，在將 Flow Entry

刪除即可 

2. 此架構從偵測到處

置之間沒有空窗

期，藉此強化網路

的安全性 

（二） HIDS 偵測到入侵行為 

表 4 : HIDS 與本文架構比較 

 

HIDS 本文架構 

1. 只能防護載有該

HIDS 軟體的主機 

2. HIDS 裝在受入侵

的主機上，駭客可

能在達到入侵目的

之後將 syslog 檔刪

除，導致網管人員

事後要檢視時沒有

紀錄可以檢視，也

沒辦法針對該攻擊

來源做任何應對 

1. 除了HIDS這台主機

之外，SDN 網路中

的每台主機將受到

保護 

2. syslog 檔新增至資

料庫，即使主機的

syslog 檔遭刪除，資

料庫還是有紀錄可

供網管人員檢視 

3. 在 syslog 檔新增的

同時，系統就自動生

成 Flow Entry 阻檔

入侵來源封包，對於

主機來說是雙重保

護，不怕駭客入侵成

功後將HIDS的功能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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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安裝入侵偵測的主機遭受入侵 

表 5 : 未安裝入侵偵測主機與本文架構比較 

 

未安裝入侵偵測主機 本文架構 

1. 網管事後發現才

對主機進行設定

及修復 

2. 事後安全性的加

強只針對該主機 

3. 一樣有 syslog檔遭

刪除的風險 

1. 保護 SDN 網路中

的每台主機 

四、本文架構優點 

表 6 本文架構優點及解決的問題 

本文架構優點及解決的問題 

結合以下 HIDS優點: 

 確認遭受入侵，誤判機率較低 

 可對敏感檔、目錄、程式或埠進行存取 

 可偵測加密封包 

 日誌分析較為詳細、監控效率更高 

結合以下 NIDS優點: 

 可偵測到未成功的入侵攻擊 

解決以下 HIDS缺點: 

 只能針對安裝的主機進行偵測 

解決以下未安裝 IDS主機缺點: 

 網管只能事後針對該主機進行修

補 

解決 NIDS缺點: 

 入侵至應對的空窗期 

本架構優點: 

 不必針對交換機逐一進行設定，只要管理 Controller中的流表即可 

 不侷限任何 IDS軟體，只要將 Log資料新增至 MYSQL，就能及時產生流表，阻擋

惡意攻擊端的封包 

 結合 HIDS及 NIDS，可使兩者優缺點互補，增加整體網路的安全性 

(例: NIDS無法偵測的加密封包及漏掉的封包，HIDS在主機端會進行偵測) 

 Log檔儲存於資料庫中不但能及時產生流表，也能防止攻擊者入侵後刪除 Log紀

錄，對管理者而言，事後集中管理及查看分析都有幫助 

伍、 結論 

SDN 的出現為網路的架構與管理帶來更大的便利及更好的組織，資料

與控管分離，使得我們在組織網路時不再侷限於硬體設備，也不用侷限於任

何廠牌的相容性，對於企業而言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建構網路。在管理網

路上，網管人員也不需要針對每一台控制器去做設定及維護，統一的控管，

更能有效的去運用網路資源，對於網路攻擊防禦方面也能夠更完善。 

將 IDS 結合 SDN，可以更即時有效地針對攻擊 IP 進行阻擋。NIDS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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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針對該網段，HIDS 只針對該主機，IDS 結合 SDN 後，我們能將阻擋範圍

擴及整個 SDN 網路，不論有無安裝 IDS、有沒有遭受入侵，皆能受到保護。

將 Log 檔導入資料庫，可以達到不侷限特定 IDS 的優點，不論是什麼 IDS

軟體，甚至是未安裝 IDS 的裝置，只要能將 Log 檔新增至資料庫，都能透

過觸發事件達到防禦的效果。利用 Log 檔新增至資料庫時產生的觸發事件，

將預先寫好的指令，加上新增 Log 資料中攻擊端的 IP，形成一個完整的新

增 Flow Entry 指令，透過 API 傳送給 Controller 產生新的流表，藉以阻擋該

攻擊 IP 的封包，達到安全防禦的作用結合 HIDS 及 NIDS，可使兩者優缺點

互補，增加整體網路的安全性，例如: NIDS 無法偵測的加密封包，HIDS在

主機端會進行偵測；NIDS 可能因網路封包過多而漏掉許多封包，無法全面

地進行偵測，HIDS 在主機端就能偵測到這些可能被漏掉的封包；HIDS 無法

再入侵前預警，NIDS則可以等等。 

將 IDS 偵測到的 Log 檔集中於 MYSQL 之中，讓網管人員能更有效率

的察看入侵資訊，評斷入侵事件的嚴重性，並對此進行應對。除此之外，網

管人員也能針對這些來自各種不同 IDS 的 Log 檔進行分析，針對整體網路

進行安全性的評估，能更詳細的找出安全漏洞，並針對安全性不足的地方進

行補強。將 Log 檔寫入資料庫中，也能防止入侵者在入侵過後清除入侵相關

的 Log 檔，導致網管人員事後無法查看。 

結合 SDN 對於網路的控制，針對攻擊端進行阻擋，可以確保組織中其

他設備不必遭受攻擊，也能避免攻擊封包對網路頻寬造成的浪費，網管人員

也可以透過這些訊息，對整體網路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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