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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背景

摘要
在網際網路如此發達的現代，網路管理一直是重要的
課題，如何適當的調配網路資源、防範、發現網路上惡意
的行為是每位網管人員努力的目標。網路上許多的惡意行
為不斷的推陳出新，有的惡意行為，必須要搭配昂貴的設
備、複雜的管理系統，才能有效控制。本論文針對其中一
項不易解決的問題:IP-MAC 冒用，提出一個不依靠交換
器 Port 鎖定，只利用封包監聽，配合簡易的資料庫系
統，從網路上傳送的未加密封包中擷取出各主機瀏覽器之
User-agent、防毒軟體識別碼、即時通訊軟體帳號、電腦
名稱，來達到主機辨識的功能。

關鍵字: IP-MAC 冒用, 封包監聽 , 主機辨識

I. 前言

A. MAC 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
在乙太網路中，封包的傳遞並不依靠 IP 位址，而是依
靠網路設備上出廠時已設定好的 MAC 位址來決定封包由
哪個設備來接收。MAC 位址共 48 位元（6 個位元組），
以十六進位表示， 例如:00 : 06 : 30 : AA : BB : CC。前面
24 位元由硬體廠商自行決定，後 24 位元由 IEEE (電機電
子 工 程 師 學 會 ,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等各組織決定如何分配。在正常情況下，每個
MAC 位址在世界上都是獨一無二的，但近年作業系統的
演進，在軟體上並未特別將 MAC 位址鎖定，讓使用者有
機會自行更改 MAC 位址，去達到特殊的目的，造成網路
管理上的問題。
B. 基礎網路管理系統

現今網際網路已非常的普及，不論在政府機關、各級
學校、私人組織等，都有許多的使用者在工作上、生活上
都無法離開網路。每個組織內部的使用者數量、習性、所
擁有的網路資源皆不相同，因此，如何將現有的網路資源
妥善的分配至所管轄區域，並依情況作適度的調整，讓區
域內的使用者們都能滿意的使用網際網路一直是網路管理
者在研究的課題。

以全國各大學為例，現今網際網路在校園中的應用非
常的廣泛、學生們利用網路選課、上傳作業、教師利用網
路教學、點名、收發 Mail 等，各式各樣的網路系統都出
現在各大專院校之中，在校園中所有的人都會使用到。但
網路資源並不是無限的，必須適當的分配網路資源，避免
如:P2P、網路病毒、網路遊戲等造成網路資源遭到佔用的
異常狀態，在各校園皆有其用來控管網路資源的系統。

網路管理者們大多會使用一套特別的系統，讓管理者
能夠掌握所管轄區域內的網路使用狀況，分析流量、使用
者是否合法等，找出異常，再搭配網路設備本身具有的過
濾、管理功能，對這些異常使用者作出處置，維持網路效
能[1]，其系統大多是透過網路卡之 MAC(Media Access
Control)位址與 IP 位址綁定進行識別使用者的工作。但随
著 Windows XP 系統之風行，其系統本身便能讓使用者進
行 MAC 位址的更改[2]，讓惡意的使用者能有機會去冒充
為其他的使用者，盜用其資源，造成網路管理上的盲點,
目前常見之對應方法，多為透過交換器的 Port 資訊，來對
MAC 位址進行紀錄、鎖定等[3]。但此種方法須購買有支
援此功能之交換器，當所管理的網路範圍越大，其所需付
出的設備成本，管理的複雜度，都會不斷的增加。

由於各大專院校其本身擁有的資源皆不相同，其系統
的功能也不盡相同，但最基本的，大多都是紀錄使用者
MAC 位址後，再配給 IP 位址，並觀察此 IP-MAC 配對是
否有超出限制的流量[4], 如圖 1

本論文透過擷取網路上傳遞的封包，解析後將使用者
端主機的各項特徵存入資料庫中，並利用這些特徵值來判
斷使用著主機目前所使用的 MAC 位址是否經過了更改，
來達到不需使用交換器上 Port 資訊，就能辨識出 MAC 位
址是否遭到了惡意的竄改、冒用，幫助網路管理者在低成
本的情況下，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當某個 IP-MAC 配對使用的流量超過了系統的上限之
後，便會對使用此 IP-MAC 配對加以阻檔，禁止其使用網
路。此種管制方法，的確能避免未註冊的使用者使用網
路，也能防止少數的使用者持續不斷的下載各樣的資料，
影響到整體網路的效能。但此種管理方式的缺點，就是無
法分辨出 IP-MAC 配對整個被冒用的情況。

圖 1.

基礎網路管理系統

C. Port Security
為了避免 IP-MAC 配對同時遭到了冒用，大部份的網
路管理者都會採取 MAC 位址與交換器 Port 鎖定的方式，
讓註冊過的 MAC 位址只能在固定的交換器 Port 上使用，
當有冒用者出現時，雖然他成功的冒用了 IP-MAC 配對，
但無法通過交換器的過濾，的確能防止冒用，但此種方法
仍有其缺點，尤其是管理區域越大時，缺點就越明顯。
1) 管理不易:當有使用者要離開、或更換工作場所時，
就必須要登入交換器的管理介面，進行 MAC 位址的修
改，當管理範圍小時，還可接受，但範圍慢慢加大時，就
會造成管理者很大的負擔。
2) 無法掌握運作情形:以校園網路為例，當校內的系所
處室等數量眾多、校地廣大之時，要作到 MAC 位址鎖定
就必須要掌握到各系所處室所擁有的網路設備有哪些，分
佈在哪一層樓、哪一間辦公室，網路線是如何佈線的。在
一些歷史悠久近年才慢慢導入網際網路的學校根本作不
到，系所處室可能在開始導入設備時，就缺乏與網路管理
者的良好配合。如圖 2:

A. 使用元件
1) Winpacp:
全名為 Windows packet capture，是一個運行在 Win32 平
台下的免費函式庫，讓 Win32 平台下的應用程式能夠有
讀取網路底層(如實體層、鏈結層)資訊的能力。主要能夠
作到抓取數據封包、透過自訂條件過濾數據包、產生簡易
的封包、統計流量等功能。本研究主要使用其抓取封包的
功能。
2) MySQL:
是一套歷史悠久的網路資料庫系統，具備有誇平台、多執
行緒、多使用者、免費、執行速度快等特性，受到許多開
放源碼的系統的使用。本研究主要使用其來儲存網路封包
解析出的使用著特徵值，並紀錄使用者的其他行為。
3) 使用者特徵:
來源為網路使用者在正常使用網路的情況下，取出其傳送
的封包中未加密且與使用者特性、主機識別有關的資訊，
來達到不讓使用者發覺的情況下，就能識別其使用的主機
有無變化。目前系統主要抓取下面四項特徵。
 使用者代理(User-agent): 在瀏覽網頁時，會傳送許多
標頭至 Web 伺服器，讓伺服器決定如何回應，使用者代
理為其中一種標頭，其中帶有瀏覽器的名稱、版本、作
業系統等資訊[5]。
 電腦名稱:指的是 Win32 平台在區域網路上的電腦識
別名稱，讓區網內的電腦都能順利識別彼此，主要利用
微軟的 SMB 協定進行傳輸[6]。值得注意的是此協定完
全在區網的架構運作，如監測的對像在不同的區網，就
需對連接不同區網間的網路設備進行 Mirror 設定。
 防毒軟體名稱、識別碼:現今網路安全一直是受到注
重的議題，幾乎所有擁有上網功能的主機都會安裝防毒
軟體來達到基本的防護，這些防毒在更新時，其封包中
都會帶有其軟體名稱及用戶的驗證碼，讓更新伺服器可
以判斷其是否為合法授權的使用。如: Kaspersky、
Avira AntiVir Personal、Norton 等皆有此特性。
 即時通訊軟體:在現今網路網路風行的即時通訊軟體
如 MSN、YAHOO 即時通等，都需使用帳號密碼登入，
而在登入過程中，其中帳號資訊皆是明碼未加密，只有
密碼會加密，此資訊可以用來識別使用者的身份。
B. 系統架構

圖 2.

缺乏良好規劃的校園網路

但當某個 IP-MAC 配對遭到冒用導致禁權後，系所處
室仍會前來尋求網路管理者之幫助，造成管理者在排除問
題上仍要花費許多的時間，甚至無法找出冒用者是從何處
連上網路，於是本論文試著實作一個系統，讓 IP-MAC 配
對遭到冒用後，能在損害發生前察覺，進而找出冒用者。

本研究開發的系統主要有三個部份
1) 特徵值比較部份:
在資料庫中，對每一個特徵值設定了欄位如表 1:
表 1.
現有特徵

特徵值欄位格式

最後出現時間

暫存特徵

最初出現時間

III. 系統架構
本研究利用 Wipacp 函式庫與 VC++開發出一套運作在
Win32 平台下的網路封包擷取軟體，並將擷取的封包進行
解析，將所需要的特徵值存入 MySQL 中，供日後擷取到
相同類型之封包時，進行新舊資料的比對，來找出異常。
目前監控的環境皆為採用 Win32 平台的作業系統。





現有特徵: 當系統開始運作，初次截取到的特徵。
最後出現時間: 現有特徵最後的出現時間，格式為
年、月、日、時。
暫存特徵:當系統開始後，在同樣的 IP-MAC 配對
上所出現與現有資料特徵的紀錄相異的特徵值。為



了避免是正常的更新(如:IE6 升為 IE7)，先行紀錄
下來。
最初出現時間:暫存特徵值的最初出現時間，格式
與最後出現時間相同。

本研究設計了一套流程，來紀錄某個 IP-MAC 配對所
在主機的 4 個特徵值並判斷其變化是否屬於冒用還是正常
的更新，如圖 3。當特徵值發生了變化後，會存至暫存特
徵欄位。當某個 IP-MAC 配對特徵值發生變化的個數越
多，就越有可能是遭到了冒用。如果只有一個特徵值發生
變化，此暫存特徵也已出現了一段時間，現有特徵值在這
段時間內也沒有出現，就可以判斷為正常的更新。暫存特
徵出現多久後才該視為安全，則要依據所監測的區域內使
用者的習慣來決定，故此先用 N 小時來表示，如果常有冒
用情形，此安全時間的設定就應拉長，反之則縮短。

首頁會發生約 6 次 GET，本系統取其 3 倍為基準，當大於
18 次，系統就會認為這是個有效的紀錄，此舉主要是為了
過濾一些廣告圖像性質的 GET，它們容易隨著網頁的重新
整理而發生變化，向不同的目的位址取回廣告圖像，這樣
少量多變的目的位址並無法有效的判斷瀏覽習慣。對每個
IP-MAC 配對皆分為兩個資料庫，暫存的、歷史的資料
庫，皆有相同的欄位如表 2。當系統透過 SMB 協定發覺關
機或異常時，便會對瀏覽紀錄進行處理，流程如圖 4
表 2. 瀏覽紀錄欄位格式
Dest



Times

Dest:使用者所瀏覽的網頁 IP 位址。
Times:此 IP 位址發生 GET 的次數。


圖 4. 瀏覽紀綠運作流程

3) 結果顯示欄位:
表 3.
差異欄

特微值判斷流程

2) 使用者瀏覽紀錄:
當使用者開啟一個網頁後，Http 協定會使用 GET 要求
向 Web 伺服器要求檔案，譬如顯示一個完整網頁所需用
到的圖片等。本系統會紀錄有 GET 動作且次數超過 18 的
封包目的位址，來了解某個 IP-MAC 配對的網路使用習
慣。次數基準是以 Google 首頁為例[7]，開啟一次 Google

重覆欄

計數欄

差異欄：顯示目前此 IP-MAC 配對的瀏覽紀錄與歷
史資料庫中的差異數，差異數越多，代表此使用者
的行為模式改變的越明顯。
 重覆欄：暫存特徵值中，已出現在其他 IP-MAC 配
對中的個數，出現越多重覆的特徵值，此 IP-MAC
配對被冒用的機率越高。
 計數欄：特徵值發生異常的次數，次數越多，就越
有可能是 IP-MAC 配對遭到了冒用。
欄位如表 3。計數欄的數值會隨著系統運作隨時更新，
當有特徵值發生改變後，計數欄的數值就會增加。當計數


圖 3.

結果顯示欄位格式

欄的數值超過門檻，系統就會開始運算差異欄與重覆欄的
數值，當這三個欄位的數值都不為零，甚至是數值很大
時，此時管理者就能判斷所監測的 IP-MAC 配對發生了異
常。門檻值可隨著觀察的特徵數量與監測環境的特性而自
訂。為了幫助管理者能了解區域內發生異常的情形，系統
也會將發生特徵值變化的 IP、特徵值內容、發生時間紀錄
到另一個資料表，名為異常資料表，如表 4。讓管理者能
夠與特徵值紀錄系統進行比對，確認異常的情形為何。
表 4.

異常資料表欄位格式

IP




Data

Time

IP:發生特徵值變化的 IP 位址。
Data:特徵值變化的內容。
Time:詳細的發生時間，格式為月、日、時、分，
讓管理者能更詳細的掌握異常發生時間。

IV. 實驗結果

圖 5.

系統的測試環境如圖 5，一共有三個受監測的 IP-MAC
配對，在中央的 Switch 上設定 Port mirror 將所有封包傳送
至偵側系統進行紀錄，如沒有 Switch 設備，也可使用 Hub
達到同樣的功能。在下文中將以 IP:後三碼來代表受監測
的對像。當系統正常的運作一段時間後，會將所擷取到的
特徵值存入資料庫中，成為各 IP-MAC 配對的現有特徵，
如圖 6。由於還未有異常情形發生，暫存特徵值皆為空，
所以圖中暫不顯示。
B. 模擬冒用情形
我們預設 IP:140 的使用者固定於每天下午七點關機，
下班離開。IP:150 的使用者，藉由某些方法如 SMB 封
包，取得了 IP:140 的 MAC 位址，並在真正的使用者離開
後開始冒用其 IP-MAC 位址。系統會就偵測到如圖 7 的異
常情形。在本實驗中，將計數欄的門檻值設為 3，系統偵
測到有 3 個特徵值發生了變化。便開始計算差異欄與重覆
欄的數值。從圖 7 可以發現，目前 IP:140 這台主機造訪了
五個從未去過的網站，而有三個特徵值，同時出現在其他
的 IP-MAC 配對之中。參照異常資料表如圖 8,發現變化都
是發生在 21 時之後，再利用 SQL 指令查詢，就能發現這
些特徵值稍早皆出現在 IP:150 的特徵值中，此時就能明顯
的發現是 IP-MAC 配對的冒用。

系統測試環境

A. 實驗環境

圖 6.

系統運作情形

圖 7. 系統偵測到數個特徵值發生了變化

圖 10.

系統判斷為正常更新

圖 8. 發現冒用的情形

V. 結論與未來發展

C. 正常更新情形
當 IP:149 的使用者將主機上的瀏覽器升級之後，這是
正常的更新，但系統仍然會偵測到，計數欄也因此變為
1，如圖 9 代表有一個特徵值發生了變化，但計數欄為 1
並沒有大於設定的門檻，所以並不會觸發差異欄、重覆欄
的運算。我們實驗預設安全時間為 24 小時，時間的計算
由系統自動進行，每當有新的特徵值封包進入，就會與資
料庫內暫存最初時間欄位進行比對，看是否有超過 24 小
時。暫存特徵值在這 24 小時內不斷的出現，由於新進入
的特徵值與暫存特徵值欄位值相符，所以計數欄的數值並
不會增加，當特徵值出現超過 24 小時後，而原來的現有
特徵值在此 24 小時之內都沒有出現，系統會判斷為正常
更新，就會更新現有特徵值，清空暫存特徵值，計數欄歸
零，如圖 10。

本研究所實作的監測系統，的確能夠察覺出所監測的
區域裡，所發生的 IP-MAC 配對冒用情形。目前系統只採
用了 4 個特徵值來進行紀錄與比對，分別為瀏覽器之
User-agent、防毒軟體識別碼、即時通訊軟體帳號、電腦
名稱，主要是因為這 4 個特徵值皆能在受監測者無從發覺
的情況下，就能透過網路上所傳送封包取得。在日後也能
依據監測環境的不同，將其它可利用的特徵值加入系統之
中，如各大專院校的校務系統常使用的學號、教職員帳號
等，也能與校園授權軟體廠商進行配合，取得其用來驗證
使用者的識別碼，並預設授權軟體的更新時間，讓系統能
在固定的時間內能不斷的對特徵值進行比對，提高系統辨
識的準確度，縮短發現冒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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