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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 1 章

深入理解 DNS 原理与部署 BIND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是互联网上最核心的带层级的分布式系统，
它负责把域名转换到 IP 地址、反查从 IP 到域名的解析以及宣告邮件路由等信息，使得基于
域名提供服务成为可能，例如网站访问、邮件服务等。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 DNS 提供的服务，但大多数人对它的工作原理知之甚少。在这
样的情况下，在出现与 DNS 相关的问题或者故障时，人们会无所适从，无法迅速找到问题根
源进而排除故障。本章将对 DNS 的核心概念进行深度探索，从而深入理解 DNS 的工作原理。
BIND（Berkeley Internet Name Domain，伯克利互联网名称域）是 Linux、UNIX 系统
上部署最广泛的域名服务器，是域名解析协议的事实标准。可以通过 BIND 构建各种满足
不同业务需求的 DNS。本章将讲解使用 BIND 构建 DNS 的最佳实践。

最佳实践 1：禁用权威域名服务器递归查询
我们经常听说 DNS 的“递归查询”和“迭代查询”，那么到底什么是“递归查询”，什
么是“迭代查询”呢？
我们并不直接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而是先从 DNS 相关的重要概念开始学习。只有理
解了这些概念，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DNS 的组成部分
DNS 的组成概括来讲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T 域名服务器（Name Server）。提供域名解析服务的软件，一般监听 UDP、TCP 的
53 端口。例如 Linux 系统中常见的 BIND、Windows Server 中集成的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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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等。
T 解 析 器（Resolver）。 访 问 域 名 服 务 器 的 客 户 端， 它 负 责 解 析 从 域 名 服 务 器 获 取
的 响 应， 向 调 用 它 的 应 用 返 回 IP 地 址 或 者 别 名 等 信 息， 例 如 Linux 系 统 中 的
gethostbyname( ) 函数、Windows 系统中的 nslookup 等。

域名服务器的分类
域名服务器根据用途不同，可以进行如下分类。
1. 权威域名服务器（Authoritative Name Server）
负责授权域下的域名解析服务，由上级权威域名服务器使用 NS 记录进行授权。
有以下 3 级权威域名服务器。
（1）根域名服务器（Root Name Server）
最上层权威域名服务器，负责对 .com、.cn、.org 等顶级域名的向下授权。目前有 13 组
这样的服务器，详见表 1-1。
表 1-1
主

注
意

机

名

根域名服务器分布情况表

IP 地址

管

理

方

a.root-servers.net

198.41.0.4

VeriSign, Inc.

b.root-servers.net

192.228.79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SI)

c.root-servers.net

192.33.4.12

Cogent Communications

d.root-servers.net

199.7.91.1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root-servers.net

192.203.230.10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f.root-servers.net

192.5.5.241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Inc.

g.root-servers.net

192.112.36.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IC)

h.root-servers.net

198.97.190.53

US Army (Research Lab)

i.root-servers.net

192.36.148.17

Netnod

j.root-servers.net

192.58.128.30

VeriSign, Inc.

k.root-servers.net

193.0.14.129

RIPE NCC

l.root-servers.net

199.7.83.42

ICANN

m.root-servers.net

202.12.27.33

WIDE Project

对于表 1-1 中的服务器，这里指出是 13 组，而不是 13 台，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服
务器采用了 anycast 技术，将其分布到不同地区，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只有 13 个
IP，但实际的服务器数量远远超过了 13 台。Anycast 是在大型 DNS 系统中广泛使用
的多点部署、分布式方案，对于提高可用性、提高性能、抵抗 DDOS 有重要作用。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Wikipedia 上 anycast 技术的详细介绍：https://en.wikipedia.
org/wiki/Any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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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顶级域名服务器（Top Level Name Server）
顶级域名服务器有以下 2 类。
T 通用顶级域名（Generic Top Level Domains，GTLD）服务器。例如服务于 .com、
.org、.info 等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T 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s，CCTLD）服务器。例如服务
于 .uk、.cn、. jp 等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完整的顶级域名服务器列表，可以从 http://www.iana.org/domains/root/db 这个链接获
取。例如负责 .cn 授权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服务器，详见表 1-2。
表 1-2
主

机

负责解析 .cn 的顶级域名服务器列表
IP 地址

名

ns.cernet.net

202.112.0.44

a.dns.cn

203.119.25.1

c.dns.cn

203.119.27.1

b.dns.cn

203.119.26.1

d.dns.cn

203.119.28.1

e.dns.cn

203.119.29.1

（3）二级域名服务器（Second Level Name Server）
这类域名服 务 器， 服 务 于 具 体 域 名 解 析， 例 如 负 责 解 析 sdo.com 域 的 域 名 服 务 器
ns.uugame.com 等。
以上 3 类权威域名服务器的授权结构可以参考图 1-1。

图 1-1

权威域名服务器的授权结构图

2. 缓存域名服务器（Caching Name Server）
这类域名服务器，负责接收解析器发过来的 DNS 请求，通过依次查询根域名服务器→
顶级域名服务器→二级域名服务器来获得 DNS 的解析条目，然后把响应结果发送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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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同时根据 DNS 条目的 TTL（Time To Live，存活时间）值进行缓存。
缓存域名服务器，有以下 2 个用途。
T 用在企业局域网内部，作为该局域网的 DNS 服务器。这样就可以避免内部用户的
主机访问外部非授权的 DNS 服务器，避免 DNS 污染等问题。
T 用 于 电 信 等 运 营 商 为 其 租 户 提 供 域 名 解 析 服 务。 如 上 海 电 信 的 202.96.209.5 和
202.96.209.133 都是此种类型的服务器。
T 用于开放 DNS 解析服务。如 Google 的 8.8.8.8、Norton 安全 DNS 199.85.126.30 及
国内的 114.114.114.114 等都是此类。
3. 转发域名服务器（Forwarding Name Server）
这类域名服务器，负责接收解析器发过来的 DNS 请求，转发给指定的上级域名服务器
获得 DNS 的解析条目，然后把响应结果发送给解析器。和缓存域名服务器不同，这类域名
服务器不进行任何的缓存，而仅仅是转发。

递归查询与迭代查询的区别
在了解了 DNS 的重要概念之后，现在来研究“递归查询”。
递归查询可以使用图 1-2 进行说明。

图 1-2

递归查询，是指在图 1-2 中角色为
根域名服务器→
应结果发送给

顶级域名服务器→

解析器。

递归查询架构图

本地域名服务器上，它代替

解析器，依次查询

二级域名服务器来获得 DNS 的解析条目，然后把响

6

第1篇

高性能网站构建

迭代查询，是指域名服务器并不直接代替解析器进行依次查询，而是给它返回一个参
考列表，这个参考列表里面指出了可以解析这个 DNS 请求的服务器，由解析器再次对该列
表中的服务器进行 DNS 查询以获取 DNS 解析结果。

禁用递归查询的原因与方法
通过对递归查询和迭代查询的分析可以知道，对于权威域名服务器，打开了递归查询
功能，相当于把它配置成了开放的 DNS 服务器，会造成大量的数据流量，影响正常业务提
供。因此，在权威域名服务器上，需要禁用递归查询。
在 BIND 里面配置禁用递归查询的指令如下：
recursion no;

最佳实践 2：构建域名解析缓存
域名解析缓存的必要性
在部署服务器时，很多应用程序需要调用域名解析服务，一般通过配置 /etc/resolv.conf
来指定 DNS 服务器的 IP。但如果程序发起的请求量较大，那么服务器就容易被这些 DNS
服务器禁止访问；同时每次都去访问外部 DNS 服务器，会导致延时增大，遇到网络问题时，
还会发生解析不成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配置一个透明的 DNS 解析缓存服务，以
达到如下的效果。
T 优化 DNS 响应速度。通过缓存 DNS 的请求结果，后续相同的 DNS 请求不再通过
访问任何外部网络服务器来获得结果，减少了网络访问的延时。
T 减少 DNS 对外部网络的依赖。在缓存周期内，相同的 DNS 请求不再发生网络通信
行为，可以减少短暂的外部网络不可用导致的影响。

NSCD 安装配置方法
NSCD（Name Service Caching Daemon，名称服务缓存进程）不需要对应用程序或者解
析器做任何修改，/etc/resovl.conf 也不需要做任何变化，对于系统部署的影响最小。因此，
NSCD 成为 Linux 环境中得到最广泛的使用的域名缓存软件。本实践使用该软件构建域名
缓存服务。在 CentOS 6.6 上，安装 NSCD 的方法比较简单，使用如下命令：
yum -y install nscd

NSCD 的配置文件是 /etc/nscd.conf，核心的配置代码段如下：
enable-cache
positive-time-to-live
negative-time-to-live
suggested-size

hosts
hosts
hosts
hosts

yes
3600
2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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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yes
yes
33554432

其中：
T enable-cache 指定对 DNS 解析进行缓存。
T positive-time-to-live 是指对解析成功的 DNS 结果进行缓存的时间。
T negative-time-to-live 是指对解析失败的 DNS 结果进行缓存的时间。例如网络故障
导致的 DNS 解析失败或者请求的 DNS 条目没有配置等。
T suggested-size 是 NSCD 内部的哈希表的大小，如果缓存条目数量远大于默认的 211
（如 10 倍以上，则修改此值）。
T check-files 是指是否检查 /etc/hosts 文件的变化。
T persistent 是指是否在重启 NSCD 进程时保留已缓存的条目。
T shared 是指是否允许客户端直接查询 NSCD 的内存镜像以获得结果。
T max-db-size 是指 DNS 的缓存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域名解析缓存验证
在部署了 NSCD 后，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检查结果：
wget http://www.xufeng.info/index.html

同时结合 tcpdump 抓包，可以发现连续的多次该请求，只是在第一次时产生了网络
DNS 请求，后续的 wget 命令，直接使用了 NSCD 的缓存结果，没有产生网络 DNS 请求。
另外，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确认 NSCD 的缓存效果：
nscd -g
hosts cache:

23
0
13
0
63%
12
13

cache hits on positive entries #缓存命中的次数
cache hits on negative entries
cache misses on positive entries #缓存未命中的次数
cache misses on negative entries
cache hit rate #缓存命中率
current number of cached values #当前缓存的条目
maximum number of cached values

通过观察发现，cache hits on positive entries 这个字段的值不断增加，由此可以确认域
名解析缓存是生效的。
在 Windows 系统中，每次 DNS 请求后，系统会按照响应结果进行缓存，使用如下命
令可以看到当前系统中缓存的条目：
ipconfig /displaydns
edu.csdn.ne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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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名称. . . . . . . : edu.csdn.net
记录类型. . . . . . . : 1 #1为A记录，5为CNAME别名等
生存时间. . . . . . . : 123 #在此时间内，本缓存记录有效
数据长度. . . . . . . : 4
部分. . . . . . . . . : 答案
A (主机)记录 . . . . : 101.201.171.118 #对应的解析结果

使用如下命令可以清理本机的 DNS 缓存：
ipconfig /flushdns

最佳实践 3：配置 chroot 加固 BIND
chroot 是 Linux 系统对应用程序的一种安全约束机制。在应用程序执行了 chroot 系统
调用后，它的执行被限定到 chroot 后的目录下。例如在 Perl 脚本中，使用 chroot /chroot/
test 后，那么该程序看到的目录实际上是系统的 /chroot/test 目录。这样操作后，在最差的
情况下，如果 BIND 被入侵了，那么黑客所拿到的目录权限会被限制到 chroot 后的目录，
不会对系统的其他文件造成泄露或者被恶意修改。
使 BIND 支持 chroot 的操作步骤有以下 6 步。
1）创建 named 用户。使用的命令如下：
groupadd -g 25 named
useradd -g 25 -u 25 -d /chroot/named -s /sbin/nologin named

2）创建目录结构、修改权限。使用的命令如下：
mkdir -p /chroot/named/{dev,etc,var}
chown named.named /chroot/named/var

3）创建设备。使用的命令如下：
mknod /chroot/named/dev/null c 1 3
mknod /chroot/named/dev/zero c 1 5
mknod /chroot/named/dev/random c 1 8

4）复制需要的文件。使用的命令如下：
cp /etc/localtime /chroot/named/etc

5）在 /chroot/named/etc/named.conf 中，直接使用 chroot 后的目录结构即可，使用的命
令如下：
options {
directory "/etc"; #此处实际上对应系统的/chroot/named/etc
dump-file "/var/cache_dump.db";#此处实际上对应系统的/chroot/named/ var/cache_
dump.db
statistics-file "/var/named_stats.txt"; #此处实际上对应系统的/chroot/name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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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d_stats.txt
zone-statistics yes;
allow-query {any;};
recursion yes;

};
logging{
channel query_log {
file "/var/query.log" versions 5 size 20m; #此处实际上对应系统的/chroot/
named/var/query.log
severity info;
print-time yes;
print-category yes;
};
category queries{
query_log;
};
};

6）启动 named 进程。使用的命令如下：
named -t /chroot/named -u named -c /etc/named.conf

这样操作完成后，named 以普通用户权限运行，运行环境被限定到 /chroot/named 目录
下，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强 BIND 的安全性。

最佳实践 4：利用 BIND 实现简单负载均衡
在 BIND 中，DNS 的条目称为资源记录（Resource Record），资源记录的种类很多，比
较常用的有以下几个。
1）A 记录。这个是最简单和常用的类型，即把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2）CNAME 记录。以下面的代码为例，它的含义是：以 www.sdo.com.wscdns.com 这
个域名作为 www.sdo.com 的别名进行域名解析，也就是说把域名 www.sdo.com.wscdns.com
解析出来的 IP 作为访问 www.sdo.com 主机所提供资源的 IP。
www.sdo.com.

IN

CNAME

www.sdo.com.wscdns.com.

3）NS 记录。以解析 sdo.com 这个授权域的配置项为例（如下）：
@

IN

NS

ns1

它指定了使用 ns1.sdo.com 作为解析授权域 sdo.com 的权威域名服务器，也就是把对
sdo.com 所有子域名的解析权限授权给 ns1.sdo.com，解析器通过访问 ns1.sdo.com 获得 sdo.
com 子域名的解析。
在以上 3 种资源记录的类型中，在 BIND 里面，支持对同一个域名指定多个 A 记录
和 NS 记录。如指定了多个 A 记录，在不同的解析器或者同一个解析器的连续多次请求中，
BIND 会轮询返回不同的 IP 地址，达到简单负载均衡的效果。代码配置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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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2009061601
3600
900
604800
86400

;; ns & mx
@
@
@
@
ns1
ns2
proxy1

IN
IN
IN
IN
IN
IN
IN

;
;
;
;
;

ns1.woyodns.com. ops (
serial
refresh (1 hour)
retry (15 minutes)
expire (1 week)
minimum (1 day)

NS
NS
MX
A
A
A
A

ns1
ns2
10
mail
125.76.236.141
125.76.236.129
125.76.236.130
117.34.71.61

proxy2
IN
A
#对proxy2.woyodns.com.指定了2个IP
proxy2
IN
A

211.100.56.7

cache1
IN
A
#对cache1.woyodns.com.指定了3个IP

211.100.56.4

cache1
cache1

211.100.56.5
211.100.56.6

IN
IN

A
A

211.100.56.10

cache2
IN
A
#对cache2.woyodns.com.指定了2个IP

211.100.56.8

cache2

IN

A

211.100.56.11

image1
image1

IN
IN

A
A

211.100.56.9
211.100.56.12

最佳实践 5：详解 BIND 视图技术及优化
上一个实践使用多个 A 记录的方式，实现了最基本的负载均衡设置。在中国目前的网
络环境下，多个运营商并存，运营商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联互通问题。如果把来自不同运营
商或者地域的所有用户通过简单的 A 记录分配到同一个机房，那么就存在部分用户访问延
时大或者丢包的问题。

BIND 视图工作原理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在 BIND 里面提供了视图（DNS View）技术来解决这个问
题。DNS 视图技术，就是对同一个资源记录根据 DNS 的请求来源 IP 地址不同分配给解析
器不同的解析结果。也就是说，可以使用 BIND 视图技术实现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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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对于来自山东省的中国电信的 DNS 请求，可以把用户引导到部署在山东省中国电
信机房的服务器上。
T 对于无法匹配到某个具体运营商或者国外的用户，可以把用户引导到指定的一组默
认服务器上。
所有以上的功能，都是为了实现用户的就近访问，也就是让用户访问到对他来说网络
质量最好的服务器上。
下面来看一个具体的配置。
首先用 acl/SD_CTC 来列举需要匹配的来源 IP：
acl "SD_CTC" {
58.56.0.0/15;
58.58.0.0/16;
58.59.0.0/17;
60.235.0.0/16;
122.4.0.0/14;
123.168.0.0/14;
222.173.0.0/16;
222.174.0.0/15;
};

然后再用 view/SD_CTC 来调用 acl/SD_CTC 的内容：
view "view_SD_CTC" {
match-clients { #使用match-clients指令，指定匹配来自这些IP的用户
SD_CTC; #引用acl/SD_CTC的内容
};
include "public.def";
#指定这些IP来源的用户，使用如下的zone文件提供服务
zone "via.woyodns.com" {
type master;
file "zone/via.any.zone";
};
zone "web.woyodns.com" {
type master;
file "zone/web.any.zone";
};
zone "cdn.woyodns.com" {
type master;
file "zone/cdn.hbjmCTC.zone";
};
};

最后再用 named.conf 来使其关联起来生效：
include "acl/SD_CTC";
include "acl/SD_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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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includ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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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D_OTHER";
"view/SD_CTC";
"view/SD_CNC";
"view/SD_OTHER ";

总结起来就是使用 acl 指令圈定一批来源 IP 地址，使用 view 的 match-clients 匹配该
acl，为其分配 zone 文件用于解析，使用 named.conf 加载 acl 和 view 使其生效。

BIND 视图优化技巧
读者可以看到，这里面核心的内容是 acl/SD_CTC 里面的 IP 地址，也就是 IP 库。这些
数据哪来的呢？
可以使用如下方法：
T 使用纯真 IP 数据库进行分析。
T 使用 BIND 自带的 log 进行分析。分析日志的可行性主要是基于目前国内的开放
DNS 服务器，数量不多，通过对 log 的多次分析即可逐步精确地匹配。
使用如下指令配置后，BIND 的请求数据会记录在 /var/query.log：
channel query_log {
file "/var/query.log" versions 5 size 20m;
severity info;
print-time yes;
print-category yes;
};
category queries{
query_log;
};

其中一条日志如下：
04-Jan-2016 11:35:29.478 queries: client 210.51.28.230#52147 (www99.xufeng.info):
query: www99.xufeng.info IN A +E (192.243.119.145)

其中 210.51.28.230 是某台开放域名服务器的地址，通过使用 http://www.cnnic.cn/ 即可
查询出该 IP 地址的运营商和地区等情况，然后将相关信息添加到对应的 acl 中。
注
意

BIND 视图技术所依据的来源 IP 地址，并不是访问网站等的终端用户的来源地址，
而是这些终端用户配置的本地 DNS 服务器。如果山东省联通用户配置了上海市电信
提供的 DNS 服务器，则可能会被调度到电信站点，出现偏差。

最佳实践 6：关注 BIND 的漏洞信息
作为域名服务提供者，需要保证 BIND 的安全以满足业务连续性的要求。因此，需要
经常关注 BIND 的漏洞信息。

第1章

深入理解 DNS 原理与部署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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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BIND 的攻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T 使用恶意构造的 DNS 请求，使 BIND 的 named 进程退出。此时将导致 BIND 无法
为正常用户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T 入侵 BIND 进行提权。
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有如下 2 点。
T 关注 BIND 官方的安全通告。官方安全通告的链接是 https://kb.isc.org/article/AA00913/0/BIND-9-Security-Vulnerability-Matrix.html。
T 尽量使用最新的 BIND 版本进行初次部署，然后持续升级 BIND 版本。

最佳实践 7：掌握 BIND 监控技巧
域名解析往往关系到业务访问的第一步，因此，需要对 BIND 进行监控，以保证在第
一时间知道它是否工作正常。
以下是监控的 3 个方面。
T 系统负载监控。基本的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络带宽监控。关于主机的基
本系统监控，本节不再进行赘述。请查阅本书第 12 章和第 13 章的相关内容。
T named 进程监控。如该进程不存在，则需要报警。在运维系统里面，曾经发生过
因 BIND 的 bug 导致被黑客构造恶意请求而使 named 进程退出的情况。使用进程监
控，可以获得进程运行状态的信息。
T 使用 dig 对 named 提供的服务进行监控。这一个级别的监控，是对 named 自身提
供的服务的监控。可以通过模拟用户请求的方法，获得 named 工作是否正常的信息。
使用的命令如下：
dig @server-ip named提供服务的权威域的域名 A

本章小结
DNS 是互联网领域最重要的系统之一，直接关系到用户访问的第一步是否成功。
本章首先讲解了 DNS 系统的几个核心概念，如 DNS 系统的组成部分、域名服务器的
分类、递归与迭代查询等。深入理解这些概念是掌握 DNS 的关键，也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基石。本章的最佳实践，分别从加速访问、安全设定、基本负载均衡、基于视图的设置和
优化及监控等方面，对 BIND 进行了全方位的讲解。DNS 系统，特别是视图技术，与后面
一章的 CDN 网络密切相关，下一章的部分内容依赖于本章的 DNS 知识。通过本章的学习，
读者应该具备了配置 DNS 系统的技术能力，同时也能够对 DNS 系统的问题进行排查和故
障排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