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 108 年度 

5G 資安偵防系統研發計畫(1/1) 

合作研究計畫 

 

 

《5G 多介面網路攻擊研析及攻擊演示》 

建議書徵求文件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中華民國  108 年 09 月  日



108年度合作研究計畫建議書徵求文件 

 

一、 簡介 

5G 的高速連網與超低延遲特性，雖然可帶來新的創新應用，也為電信營運商帶來新的商

業模式創造新的營收，但未來隨著 5G 帶動物聯網、智慧城市、智慧工廠及自駕車的發展，

5G 網路的安全性與可靠性也不容忽視。相較於 4G 核心網路架構主要由營運商負責主導，第

三方廠商較無涉入空間；5G 作為 4G 的下一代版本，將提供移動性、會話、QoS 及計費等功

能的介面，方便第三方應用獨立完成網路基本功能與垂直應用整合。予計也將開放管理和編

排功能，讓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可獨立做到網路部署、更新及擴充。 

但是相比現有的相對封閉的移動通信系統來說，5G 網路如果在開放授權過程中出現認

證、加密及信任等問題，很容易遭受來自惡意第三方廠商的資安威脅，惡意廠商或被惡意程

式感染的裝置將通過獲得行動網路操控能力，並利用此方式對營運商或網際網路發起攻擊，

如 APT 攻擊、DDOS、Worm 及惡意軟體攻擊等。這些威脅將隨著垂直應用整合功能的開放

影響 5G 核心網路與基地台，造就規模更大且更頻繁的資安事件。 

雖然 3GPP 的 5G 規格定義了網路間的通訊介面，但是對於介面與介面之間，第三方廠商

與營運商之間的連結與合作模式，仍有許多討論的空間，導入廠商與電信商需要進一步的合

作來發展介面功能性、性能表現及安全性。為了實現無縫互通，不同的網路營運商和設備擁

有者之間的有效信任合作關係是必須的，例如運輸業者、偏鄉、地方社群、政府及公共資金

補助的組織機構等。並且為了實現端點對端點安全性，必須確保所有跨網的網路邊界安全。

除此之外，令問題更加複雜的是 3GPP 和非 3GPP 網路的互連、需求不同的新 5G 應用案例、

及包括行動網路中逐步演進的各種新 5G 技術會增加新的安全風險，因為遭受攻擊的弱點顯

著增加。因此必須徹底評估風險和漏洞，識別出可疑點以便及時隔離。而六成左右的營運商

認為 5G 的安全隱憂來自大規模 DDoS 攻擊，故而延伸出 5G 攻擊平台的合作研究計畫，透

過此平台的攻擊方法可以驗證未來的 5G 核網架構是否確實做到必要之安全性防護。 

因此，針對 5G 核心網路、基地台與相關垂直應用整合的資安威脅與攻擊方式是迫在眉

睫的問題，相關攻擊手法與資安威脅需藉由相應的測試工具及場域測試，驗證現有 5G 核心

網路與基地台架構使否安符合安全規劃，並符合通傳事業合作應用及政府法規的資安要求，

達成一個有效防護的資安環境，建構產業與政府的資安聯防機制。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於以 5G 核心網路與基地台為待測系統，進行 5G 多介面網路攻擊平台的建置

與進行相關攻擊手法研究，並以合作之實驗場域進行實地測試，了解現有實驗場域之安全性

議題，作為建構具安全防護之 5G 核心網路與基地台參考依據。本計畫需實現 5G 攻擊平台，

並能針對 5G 核心網路進行攻擊，實現攻擊手法的規劃及演示。本計畫將讓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以下簡稱本會)掌握 5G 安全性議題之研究，並強化 5G 資安之研發能量。 

 

三、 計畫範圍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與相關架構內容說明如下: 

(一) 研提 5G 網路攻擊手法研析 

 

圖1. EPC 主要組成架構 

 

藉由 5G 核心網路的相關重要元件，如 HSS、MME、SGW 和 PGW 等重要元件與元件

間的溝通主要協定如 GTP、SCTP 和 Diameter（見圖 1）等架構內容，研提 5G 網路攻擊手

法，可能涵蓋的標準協議及介面包含但不限於表 1 所提供之範例。 



表 1. Control Plane Interface and Protocol 

Interface Protocol

S1-MME SCTP 
透過 S1-AP 層控制 eNodeB 與 EPC 的

交互 

S5 GTP 
在 SGW 和內部 PGW 之間進行通信和

數據傳輸 

S6a Diameter 協助 LTE 連線作業 

S8 GTP 傳輸數據並與外部 PGW 通訊 

Sh Diameter 在 HSS 和應用服務器之間傳遞用戶訊息 

X2-AP SCTP 
允許  eNodeB 彼此通信以進行  eNodeB 

間的切換、負載均衡和擁塞控制 

S11 GTP 
在 MME 和 SGW 之間用於支持移動性

和 Bearer 管理 

 

5G 網路攻擊手法不限於下列議題： 

1. 以 GTP 為基礎的訊息收集：偽造假基站或擷取IMSI資訊，用以攔截和窺探 GTP 流

量以進行洩露有價值的用戶訊息，例如：用戶位置，APN 憑證和會話密鑰。 

2. 以 SCTP 為基礎的服務癱瘓攻擊：藉由 S1-MME control plane 介面，eNodeB 與 

MME 之間以及對等 eNodeB 之間的 X2-AP control and user plane 介面等發動DDoS 

攻擊，使5G核心網路服務及功能暫時或永久停止服務。 

3. 以 DIAMETER 為基礎的訊息收集：藉由Diameter或SS7等信令傳輸，使攻擊者得以

蒐集用戶或電信商等資訊。 

 

(二) 於實驗場域進行5G多介面網路攻擊演示 

本計畫將基於「研提 5G 多介面網路攻擊手法研析」之工作成果產出進行 5G 多介面網

路之攻擊工具開發及演示，5G 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之攻擊手法需來自於前述工作項目之攻擊

手法分析西，並評估可行性後進行實作。5G 網路之攻擊手法轉化之攻擊工具需包含以服務癱

瘓或訊息蒐集等分類項目，總合至少達成兩件攻擊，攻擊工具需於本會指定之實驗場域進行

進行測試和驗證，並可產生相關攻擊測試報告，與相關參考文件呈現。 



四、 預期成果(明確說明合作研究成果之產出) 

本計畫之預期成果說明如下: 

(一) 研提 5G 網路多介面攻擊手法研析 

1. 收集並整理 5G 網路攻擊手法，並評估實做可行性。 

2. 以收集之 5G 網路攻擊手法，分析並提出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設計規劃書及5G多

介面網路攻擊計畫，需能進行至少2種攻擊方式。 

(1) 攻擊方式及目標需涵蓋以癱瘓營運商服務為基礎的攻擊，如使用Emulator針對

MME的DDoS攻擊或其他等有效用之攻擊，包含:提供大於10次/秒或超過2小時

之DDoS攻擊，或針對MME發送大量偽冒的Cancel-Location-Request (CLR)封

包。手法分析需包含攻擊目標、攻擊手法，與量化數據。攻擊封包及內容需符

合3GPP Control Plane之連線流程，如Attach Request。 

(2) 攻擊方式及目標需涵蓋針對癱瘓HSS中的特定用戶為基礎的攻擊，如使用

Emulator對特定用戶連線行為進行Session Delete之攻擊，或針對HSS發送偽冒

Update-Location-Request (ULR)封包。手法分析需包含攻擊目標(diameter)、攻擊

手法，與量化數據。攻擊效果需至少提供特定時間內，有50%或以上的時間讓

使用者無法正常存取網際網路。使用及內容需符合3GPP Control Plane之連線流

程，如Delete Session Request。 

(3) 攻擊目標與介面分析需涵蓋至少三種不同之介面，如針對5G Backhaul介面為基

礎之攻擊、針對3GPP Functional Split介面(RLC/options2)為基礎之攻擊、以及針

對針對3GPP uu介面為基礎之攻擊等。 

3. 所提交之5G多介面網路攻擊計畫，須符合本會「5G資安偵防系統研發計畫」所指定

實驗場域之環境規格(下列第二項)。 

4. 交付項目: 

(1) 將收集研析之成果，撰寫「5G 多介面網路攻擊手法研析報告」(電子檔 1 式 1 

份)。 

(2) 以收集之攻擊手法，撰寫「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建置規劃書」(電子檔 1 式 1 

份)。 

(二) 於實驗場域進行5G多介面網路攻擊演示 

1. 於實驗場域進行5G多介面網路攻擊演示，需能進行至少2種攻擊方式，相關細節如下： 

(1) 本攻擊演示之手法必須符合第一項第四款中「5G 多介面網路攻擊手法研析報

告」等相關的攻擊。 



(2) 演示成果需符合5G資安偵防系統研發計畫相關指定實驗場域，如：林口新創實

驗場域，或其他替代實驗場域等。 

(3) 所提交之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需符合5G資安偵防系統研發計畫指定之攻擊

介面，並保留後續可更新攻擊手法與更新介面之相容性。 

2. 所提交之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需使用command-line 或是GUI介面，且攻擊工具之

攻擊內容(payload)為可調控，並非寫死(hard-coded)之單一規格攻擊。須提供攻擊工

具相關原始碼、執行檔案與攻擊工具操作程序書等，使本會工程師於驗收後得重複

操作演示攻擊。 

3. 攻擊工具需能記錄演示成果，演示成果之記錄形式須文字說明、畫面截圖，封包截錄

需保留原檔等、並附註實驗場域之環境架構及攻擊工具名稱、版本和用途、攻擊工

具使用與設定管理操作文件。 

4.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及演示之攻擊案例所有權為委託廠商，並提供使用諮詢等服

務，得標廠商於驗收合格後須可提供上述攻擊工具平台及服務給本中心使用，為期

至少 6 個月。 

5. 交付項目: 

(1)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 1 式 1 套。(原始碼或二進制) 

(2)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運作所需軟體與硬體規格(emulator， 1 式 1 套) 。 

(3) 攻擊工具操作程序書(電子檔 1 式 1 份) 。 

(4) 攻擊工具演示成果範例(電子檔 1 式 1 份)。 

※前述成果如有專利構想或專利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利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公

開發表之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利，須於公開發表後6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論文方式

公開發表，將無法取得大陸與歐盟等國之專利。 



五、 執行方式(包括計畫時程、計畫分工方式) 

依本建議書徵求文件第四章「預期成果」規定，執行單位自行研究設計技術內容與實作

及開發環境設定。執行單位必須自行驗證其成果符合本委託計畫之需求，並於本會指定之實

驗場域進行關鍵技術驗證或初步模擬。 

 

查核點與交付項目說明表 

查核點 時間 產出物 內容 

M1 

自決標日起 

45 個日曆

天內 

 「5G 網路攻擊手法研析

報告」 (電子檔  1 式  1 

份) 。 

 蒐集並整理 5G 網路攻擊手

法，並評估實做可行性。 

M2 

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

天內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

設計規劃書」(電子檔  1 

式 1 份) 。 

 以蒐集之 5G 網路攻擊手法，

分析並提出5G多介面網路攻擊

工具設計規劃書及5G多介面網

路攻擊計畫，需能進行至少2種

攻擊方式。 

M3 

自決標日起 

120 個日曆

天內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

具」 1 式 1 套。 

 「5G多介面網路攻擊工具

運作所需軟體」(二進制

檔， 1 式 1 套) 。 

 「攻擊工具操作程序書」

(電子檔 1 式 1 份) 。 

 「攻擊工具演示成果範

例」(電子檔 1 式 1 份)。

 基於 5G 攻擊平台展示與相關

參考文件 (含平台操作說明文

件、功能說明文件) 

 

六、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行區間： 108 年 09 月 01 日 至 109 年 01 月 31 日  

總經費：1,000,000元 



 

七、 驗收標準(含教育訓練) 

(一) 本計畫之產出物及內容須符合徵求文件第五章「執行方式」之規定，於指定之查核點

提供相應產出物。 

(二) 本計畫須不定期因應本會之要求進行進度回報，主要回報機制如下： 

1. 不定期進度簡報 (email 傳送) 

本會得因應內部需求，不定期要求得標廠商提供至少 6 頁之進度簡報。 

2. 進度了解與溝通(電話討論方式) 

本會將視情況不定期與得標廠商聯絡窗口，透過電話討論方式了解專案現況。 

3. 進度執行報告(實體或視訊會議方式) 

本會為確實管控專案執行成果，得不定期召開進度執行報告會議，委託廠商就各工作

項目執行情況、預估/實際開始和完成日期、重大風險、議題及變更事以及應完成但未

完成之任務等，提供進度報告。 

(三) 本計畫交付之各式文件及文件電子檔中之文章、圖表及資料庫等，須以 Microsoft 

Word 2007 版本(以上)或 Google doc撰寫,且須提供 PDF 格式之檔案,統計數據與圖表

應以 Microsoft Excel 2007 版本(以上)編輯 或 Google Sheet ，圖片以 JPEG 或 GIF 等

格式儲存。 

(四) 自驗收合格次日起，委託廠商須提供「5G核心網路攻擊工具」保固至少 6 個月。 

(五) 委託廠商須提供基於操作「5G核心網路攻擊工具」之相關教育訓練，於保固期間內提

供至少4小時，並提供本會相關教育訓練合作方案，以專案價提供相關主題之教育訓練課

程。 

 

八、 技術能力需求(請詳述所需要之技術能力或專長) 

 具備國際標準組織參與標準制定經驗之人員 

 具備行動網路資安研析經驗之人員 

 具無線通訊與網路研究經驗之人員 

 具無線接取技術、TCP/IP 傳輸技術及核網技術之人員 

 具前後端開發技術之人員 



 

附件1：契約書格式 

1-1：計畫書格式 

1-2：經費動支報表 

1-3：成果報告撰寫須知 

1-4：報告格式 

1-5：論文格式 

1-6：保密聲明書 

1-7：委託匯款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