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安全性
Algo-Shield* DDoS 访问控制列表（ACL）
管理设备

阻止 DDoS 攻击，避免破坏客户体验

Algo-Logic 采用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 D5005，这是一款低延迟、易于部
署的解决方案，有助于 L3 交换机保护边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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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一直面临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的威胁，这些攻击试图阻

止或破坏在线服务，方法是通过数百至数百万来源的恶意流量给防火墙带来巨大压力。

如果客户在数小时或数天内不能访问，企业可能直接损失数百万美元，并对其声誉和消

费者信心造成间接的持续损害。

为了帮助企业加强对 DDoS 攻击的防御，Algo-Logic 利用其在开发超低延迟实时应用

解决方案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发了 Algo-Shield*，这是一种可以在数秒内过滤数 TB 数据

的 DDoS 访问控制列表（ACL）管理设备。Algo-Shield 采用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

卡（英特尔® FPGA PAC）D5005 进行加速，该卡可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

器上运行，并由面向包含 FPGA 的英特尔® 至强® CPU 的英特尔® 加速堆栈提供支持。

通过将 ACL 管理周期从几十分钟缩短到几秒钟，Algo-Shield 和英特尔正在帮助企业更

好地保护其网络免受 DDoS 相关减速和崩溃的影响，并避免代价高昂的破坏客户体验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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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DDoS 攻击数量上升

Gartner 表示：“DDoS 攻击的复杂性、数量和频率不断上升，

甚至威胁到最小企业的网络安全。”1 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

验室发现，与上一季度相比，2019 年第一季度 DDoS 攻击总

数增加了 84％，持续一个小时以上的攻击次数翻了一番，其中

超过 21％ 的攻击持续了 5 个小时以上。2

各种主要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每天都会受到 DDoS 攻击，包括

媒体、游戏、零售、金融和专业服务组织。攻击的时长、规模

和复杂程度有很大差异，但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攻击也会迅速对

网络造成巨大压力。代码共享站点 GitHub 在 2018 年遭受了每

秒 1.35 TB 的恶意流量攻击，其他攻击每秒涉及数亿个攻击数

据包。

为了抵御 DDoS 攻击，企业需要快速评估和过滤 Web 流量，方

法是将恶意流量置于黑名单之中并减去已验证和潜在客户的白名

单。许多企业依靠 ALC 管理软件不断更新其黑名单和白名单，

但更新周期可能需要 12 分钟或更长时间。这种延迟使企业容易

受到 DDoS 攻击，只有当网络防火墙已经不堪重负且面向客户

的网站发生减速或崩溃时，往往才会出现攻击的第一个迹象。

解决方法：使用 Algo-Shield 加速过滤

Algo-Shield 是一个快速过滤系统，通过将耗时的计算从软件卸

载到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上（由面向包含 FPGA 的英特尔

至强 CPU 的英特尔加速堆栈提供支持），帮助缩短 DDoS 缓解

时间。

Algo-Shield 会收到一份有效客户地址的白名单，以及一份包含

数千万个已知或可疑恶意网站地址的黑名单。黑名单是由第三方

（包括网络防火墙厂商和网络情报与安全公司）根据先前的网站

攻击历史数据进行编制的。

Algo-Shield 对比白名单和黑名单，快速过滤数 TB 数据，创建

修订黑名单。修订黑名单可以阻止网络外围的 DDoS 攻击（L2/

L3 交换机），同时允许经过验证的用户和使用先前未知地址的

潜在客户进行网络访问。

通过在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上运行 Algo-Shield，整个 ACL 

管理周期可以在几秒钟内实现重复。而原来这一周期需要数十

分钟的时间，这会大大增加企业受攻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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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lgo-Shield* 加速 ACL 管理周期，在几秒钟而非几十分钟内创建修订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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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 Algo-Shield*，一种加速的 DDoS 访问控制列表管理设备

• 英特尔® FPGA PAC D5005，一种基于高性能 PCI 
Express*（PCIe*）的数据中心 FPGA 加速卡

• 面向包含 FPGA 的英特尔® 至强® CPU 的英特尔® 加速堆栈，
提供通用接口、驱动程序、API 和 FPGA 接口管理器，可为
开发人员节省时间

•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大容量服务器

使用案例：多媒体公司将延迟缩短 50 倍3

全球最大的一家多媒体公司正在使用传统的软件解决方案与近

乎持续的 DDoS 攻击作斗争。每个 ACL 周期需要 12 分钟或更

长时间，使该公司面临网络减速和崩溃。事实上，DDoS 攻击

不止一次地影响了客户体验。

该公司认识到，添加传统的 DDoS 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

昂贵复杂的缓解计划，而这些计划仍然可能被极端的高度确定

性攻击所破坏。因此他们选择部署由 Algo-Shield 支持的混合 

DDoS 防御策略。

通过使用混合方法，一旦获得修订黑名单，该公司就可以使用

相对便宜的 10/25/40/100 GbE 交换机重定向并丢弃来自恶意

地址的 TB 级流量，只允许一小部分流量进入公司的防火墙。对

此，Algo-Shield 的方法是通过由英特尔® 加速堆栈提供支持的

英特尔 FPGA PAC（当时称为英特尔® Arria® 10 FPGA PAC），

快速生成修订后的黑名单。

Algo-Logic 的加速 DDoS ACL 管理解决方案大大缩短了延迟并

提高了吞吐量，将生成修订黑名单所需的时间从 12 分钟或更长

时间缩短为仅仅 14 秒。3 在最新的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上运行的更新版解决方案预计能够更快速地生成修订黑名单，

使企业能够继续管理多达 4000 万条记录的黑名单和多达 100 

万条记录的白名单。3

基于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的 Algo-

Shield 的优势

• 性能：延迟降低多达 50 倍3

• 运营成本：通过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为网络运营商节省

时间和资金

• 资本支出：减少购买数百或数千个昂贵的防火墙交换机

的需求

• 集成：使用 C++ API 在几小时内集成到现有的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中

• 故障切换保护：故障切换软件在一个系统中有效地提供

两种解决方案

• 缩短 ACL 周期：重新组合修订黑名单中的碎片子网可

最大限度缩短 ACL 周期

• 用户体验：即使在重复的 DDoS 攻击下，也能确保强

大的网络性能

数据包
数量

 [Tbps] 未使用 Algo-Shield 的
DDoS 攻击

使用 Algo-Shield 的
DDoS 攻击

使用 Algo-Shield
无中断14 秒

计算时间

最大
负载

基线负荷

修改后的
基线（包

括修订
黑名单）

时间

攻击开始

12 分钟计算时间

未使用 Algo-Shield 的
中断持续时间

在测试中，Algo-Shield 能够通过缩短周期时间和减少到达防火

墙的流量来防止网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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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速
借助英特尔® FPGA PAC 

D5005，计算修订黑名单的
速度提升 50 倍

50 倍
3

修订黑名单 
计算时间

ACL 大小：

Algo-Shield*

现有软件

14 秒3

12 分钟3

100,000 白名单

10,000,000 黑名单

Algo-Shield* 帮助多媒体公司缩短了 ACL 周期时间。

解决方案架构

Algo-Shield 采用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进行加速，由面向

包含 FPGA 的英特尔至强 CPU 的英特尔加速堆栈提供支持。

为了运行 Algo-Shield，企业只需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的服务器中安装英特尔 FPGA PAC D5005，然后加载驱动程序

和 Algo-Shield 即可开始加速 ACL 管理周期。从操作系统角度

而言，FPGA 硬件显示为常规 PCIe 设备，FPGA 加速器显示为

一组可由在主机上运行的软件程序访问的功能。

Algo-Shield 作为主机中的 C++ 程序运行，软件版本作为备用

程序。Algo-Shield 的多个实例可以每隔 1 到 30 秒交错运行，

以确保修订黑名单始终包含先前未知的最新恶意内容地址。

英特尔 FPGA 的优势

在英特尔 FPGA 上运行 Algo-Shield 的关键优势在于能够为网络

和存储系统提供定制的高带宽、低延迟连接，从而实现更高速的

数据处理。通过将高性能计算任务卸载到在高性能服务器上运行

的英特尔 FPGA，企业可以降低 CPU 开销和系统延迟。

客户端应用

英特尔® CPU 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PCIe

英特尔® Arria® 10 FPGA

FPGA 加速 DDoS
修订名单计算

主机服务器

白名单 黑名单

Algo-Shield

修订黑名单

故障转移机制

CCI-P

FIU

内部内存

IP
地址处理 外部内存

控制器
+ 

DMA

英特尔 IP

Algo-Logic IP

客户端 IP

图 3：Algo-Shield* 加速 ACL 管理周期，在几秒钟而非几十分钟内创建修订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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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继承了 FPGA 技术的许多技术优势。

借助在硬件电路中实施的算法，FPGA 可以作出确定性响应，实

现数据的实时处理。由于采用大规模并行的低延迟架构，因此 

FPGA 在工作负载延迟性能方面也显著优于 GPU。

FPGA 可通过面向特定工作负载的自定义硬件逻辑模块进行动态

配置，从而确保以优化的性能执行任务。这种可配置性支持轻松

执行算法更新和升级。此外，相同的服务器硬件可用于许多工作

负载，因此当算法在应用中发生演变时，企业可以使用相同的硬

件，且只需更改工作负载。

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由面向包含 FPGA 的英特尔至强 CPU 

的英特尔加速堆栈提供支持，后者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开发人员接

口，包括驱动程序、应用编程接口和 FPGA 接口管理器。这一加

速堆栈支持行业领先的操作系统、虚拟化和编排软件，能够为软

件开发人员提供一种通用接口，帮助他们更快速获取收入、简化

管理并利用日益扩大的加速工作负载生态系统。

结论

Algo-Logic 的快速过滤 DDoS 解决方案 Algo-Shield 为政府机

构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功能强大且经济高效的

替代方案，特别是那些遭受过重大 DDoS 攻击、拥有很多分布

式 IP 设备（例如游戏机）或者出于任何原因无法容忍因 DDoS 

攻击造成停机的企业。借助 Algo-Logic 和英特尔提供的解决方

案，企业可以从英特尔 FPGA 加速中获益，实现更低延迟、更

高吞吐量和更强大的网络防御，抵御代价高昂的 DDoS 攻击。

关于 Algo-Logic Systems

Algo-Logic Systems Inc. 是业界公认的 Gateware 定义网

络*（GDN）产品和解决方案领导者。Algo-Logic 的 FPGA 

加速 GDN 解决方案可在商用 FPGA 平台上实现高吞吐量、

最低功耗和亚微秒延迟。

algo-logic.com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关于 Algo-Shield DDoS ACL 管理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algo-logic.co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upport@
algo-logic.com

了解更多关于英特尔® FPGA 解决方案和英特尔可编程加
速卡和加速堆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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