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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互联网络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询的处理方法，包括：

在递归服务器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转

发服务器从递归服务器中获得并缓存NSEC或

NSEC3资源记录，当用户连续查询NSEC或NSEC3资

源记录中确定的不存在域名时，递归服务器或转

发服务器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信息直接

返回给用户NXDOMAIN消息。本发明能够降低不存

在域名的查询时延，同时能够减少对域名的权威

服务器的查询次数，降低权威服务器的资源消

耗。可以避免大量不存在的TLD的查询。能够很好

的解决Water Torture问题，不会对权威服务器

产生影响。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5472057 B

2019.06.04

CN
 1
05
47
20
57
 B



1.一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询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1：在递归服务器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步骤2：转发服务器从递归服务器中获得并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步骤3：当用户连续查询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确定的不存在域名时，递归服务器或

转发服务器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信息直接返回给用户NXDOMAIN消息；

当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到达递归服务器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NSEC或NSEC3资源记

录，则递归服务器只能向权威DNS服务器发送递归请求，直至根据该不存在域名的NSEC或

NSEC3资源记录判断要查询的域名在域名空间中是不存在的，然后返回NXDOMAIN响应消息；

同时权威服务器将该不存在域名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及其签名信息，同NXDOMAIN

响应消息一起发送给发起查询的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对其进行DNSSEC验证，确定NSEC

或NSEC3资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确定之后缓存在本地缓存中；在NSEC或NSEC3资源记

录的TTL或其签名到期之前，如果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发送到递归服务器，且不存在域名

在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通配符说明的范围之内，则递归服务器直接返回NXDOMAIN响应

消息，而不用去查询权威服务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过通配符说明

一组域名不存在的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建立方法包括：

当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到达递归服务器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

过递归服务器向权威DNS服务器发送递归请求，权威服务器将该不存在域名的NSEC或NSEC3

资源记录、签名信息连同NXDOMAIN响应消息一起发送给发起查询的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

器对其进行DNSSEC验证，确定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确定之后缓存在本

地缓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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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询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互联网络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询的处理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提供了互联网上的一个重要的服务。其本质

是建立了人的名字世界和底层的二进制协议地址世界的桥梁。DNS解析框架是一个使用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并通过地理分布的具有缓存功能的递归解析

器来实现。如图1所示，其基本流程如下：

[0003] 用户发出一个域名的DNS请求到本地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的递归解析器(Recursive  Resolver)。如果本地的递归服务器缓存了这个DNS请

求条目，则递归服务器直接向用户返回DNS响应消息。如果本地的递归服务器没有缓存这个

DNS请求消息，则本地的递归服务器从根名字服务器开始，根据所返回的信息，一级一级地

递归查询所请求的域名。最终查找到所要查询的DNS信息。递归服务器将返回的DNS查询结

果存储到自己的缓存中，同时将结果返回给用户。这样一个完整的DNS查询过程就完成了。

[0004] 一个DNS查询对用户来说应该是透明的，所以DNS查询的时间应该尽量的短。在DNS

系统中引入了缓存机制，递归服务器获取权威服务器的响应消息，并在相应消息的资源记

录的生命周期内缓存相应资源记录。在用户下一次请求该资源记录时，递归服务器不用再

次查询权威名字服务器，而直接将缓存中的资源记录返回到用户。这样大大减少了DNS查询

的时间。

[0005] 如果一个用户DNS查询的域名在域名空间中是不存在的，则该用户肯定不会查询

到该DNS信息，但是却仍要完成一个完整的DNS查询过程，并返回NXDOMAIN(域名不存在)响

应信息。因为不存在的DNS查询在递归服务器缓存中肯定不存在。递归服务器需要从根开始

查找，直到相应的域中确认域名不存在。这一过程需要耗费较长的等待时延，同时域名解析

也带来了名字服务器的资源消耗。一些攻击者故意伪造一些域名，通过不存在域名的DNS查

询来消耗权威名字服务器的资源，影响真实域名的处理速度(如Water  Torture攻击)。

RFC1034中规定可以在缓存中缓存某个具体的不存在的域名信息，但是如果是另一个不存

在域名的查询，仍然需要递归查询。

[0006] 在DNSSEC(DNS安全扩展)中定义了NSEC(Next-Secure  record)或NSEC3(NSEC 

record  version  3)资源记录，该资源记录能够通过通配符，权威地表示一个不存在域名的

范围。提出的专利中，将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缓存到本地的递归服务器中。转发服务器也

可以从递归服务器获取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并缓存起来。当查询NSEC或NSEC3中定义的

不存在资源记录时，本地递归服务器和转发服务器会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直接返回

NXDOMAIN响应消息。这样能够减少一些不存在域名的DNS查询时间，解决Water  Torture(水

刑)攻击以及减少对根服务器的不存在TLD(Top  Level  Domain)的查询。

[0007] 3、发明目的(或称：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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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不存在的DNS域名查询需要经历较长的查询时延，消耗DNS服务器的资源。提出的

方案通过在递归服务器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转发服务器可以从递归服务器中获

得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当用户连续查询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确定的不存在域名时，

具有缓存能力的DNS服务器能够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信息，直接返回给用户

NXDOMAIN消息。这样能够减少一些不存在域名的DNS查询时间，解决诸如Water  Torture攻

击，以及减少对根服务器的不存在TLD的查询。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

询的处理方法，包括：

[0010] 步骤1：在递归服务器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0011] 步骤2：转发服务器从递归服务器中获得并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0012] 步骤3：当用户连续查询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确定的不存在域名时，递归服务

器或转发服务器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信息直接返回给用户NXDOMAIN消息。

[0013] 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过通配符说明一组域名不存在的信息。

[0014] 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建立方法包括：当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到达递归

服务器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过递归服务器向权威DNS服务器发

送递归请求，权威服务器将该域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签名信息连同NXDOMAIN响应消息

一起发送给发起查询的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对其进行DNSSEC验证，确定NSEC或NSEC3资

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确定之后缓存在本地缓存中。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针对DNS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带来了较长的等待时延，消耗

了大量的名字服务器资源；本发明提出的方案通过本地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及时地

响应不存在域名的查询请求，减少了对权威服务器的资源消耗。对于一些在NSEC或NSEC3中

通过通配符定义的不存在域名的查询，通过提出的方案能够在递归服务器或转发服务器侧

确定一些域名是否存在，并返回NXDOMAIN响应消息。这样首先能够降低不存在域名的查询

时延，同时能够减少对域名的权威服务器的查询次数，降低权威服务器的资源消耗。如对根

服务器来说，可以避免大量不存在的TLD的查询。该方案能够很好的解决Water  Torture问

题，因为大量的随机产生的不存在域名的DNS查询，在递归服务器中已经被屏蔽了，不会对

权威服务器产生影响。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现有的DNS解析流程图；

[0017] 图2是基于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不存在域名处理机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针对DNS中不存在域名查询的处理方法，如图2所示，包括：

[0021] 步骤1：在递归服务器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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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步骤2：转发服务器从递归服务器中获得并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

[0023] 步骤3：当用户连续查询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确定的不存在域名时，递归服务

器或转发服务器根据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信息直接返回给用户NXDOMAIN消息。

[0024] 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过通配符说明一组域名不存在的信息。

[0025] 所述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建立方法包括：当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到达递归

服务器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通过递归服务器向权威DNS服务器发

送递归请求，权威服务器将该域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签名信息连同NXDOMAIN响应消息

一起发送给发起查询的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对其进行DNSSEC验证，确定NSEC或NSEC3资

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确定之后缓存在本地缓存中。

[0026] 实施例2

[0027] 如果一个域是DNSSEC签名的，其中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通过一些通配符说

明了一类不存在的DNS域名。为减少指向权威DNS服务器的查询数量，递归服务器通过在缓

存中缓存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当一些不存在域名的查询达到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可

以根据缓存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的信息，返回NXDOMAIN响应。

[0028] 在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通过通配符说明了一组域名的不存在信息。当一个不

存在域名的查询到达递归服务器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其说明了要

查询的不存在域名所在的通配符，则递归服务器只能向权威DNS服务器发送递归请求，直至

根据该域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判断要查询的域名在域名空间中是不存在的，然后返回

NXDOMAIN响应消息。

[0029] 同时权威服务器可以将该域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及其签名信息，同NXDOMAIN

响应消息一起发送给发起查询的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对其进行DNSSEC验证，确定NSEC

或NSEC3资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确定之后缓存在本地缓存中。这时在NSEC或NSEC3资

源记录的TTL或其签名到期之前，如果一个不存在域名的查询发送到递归服务器，且不存在

域名在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通配符说明的范围之内，则递归服务器可以直接返回

NXDOMAIN响应消息，而不用去查询权威服务器。

[0030] 对于一些转发服务器而言，由于NSEC或NSEC3资源记录是已经被验证过的，能够保

证数据的安全，可以从其上一级的递归服务器获取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并在本地DNSSEC

验证并缓存。在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生命周期内，转发服务器同样可以在本地通过缓存

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判断是否返回NXDOMAIN响应消息。

[0031] 假设“example.com”域不存在任何关于单个字符的域名查询，如“a.example.com”

和“b.example.com”。如果不采用提出的机制，递归服务器需要分别向“example.com”域发

起对“a .example .com”和“b .example .com”的递归查询，直到该域的权威服务器返回

NXDOMAIN响应消息。

[0032] 如果在“example.com”域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中用通配符说明不存在这样的

一类域名。当有用户发送“a .example.com”的DNS查询时，递归服务器会返回NXDOMAIN响应

消息。同时，权威服务器将NSEC或NSEC3资源记录一起返回到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通过

DNSSEC验证，确定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后缓存在本地缓存中。如果这是

有用户发送“b.example.com”的DNS查询,递归服务器会通过NSEC或NSEC3资源记录确认该

域名是一个不存在的域名。此时，递归服务器就直接向用户返回NXDOMAIN响应消息,而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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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权威服务器发起递归请求。同样地，如果是一个转发服务器收到的类似的请求消息，也

能够通过在本地的NSEC或NSEC3资源记录来确定该域名不存在，并返回NXDOMAIN响应消息。

[0033] 此实施例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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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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