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采用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的  
Algo-Logic 低延迟 Data Mover 框架

要点综述
对于许多高性能和数据中心应用来说，低延迟是确保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金融

交易和投资公司对交易执行速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交易机会转瞬即

逝，因此，使用在 FPGA 中实施的可编程逻辑来执行交易将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相比

仅使用软件，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公司在市场中抢占先机。

挑战
交易系统最初依赖于交易大厅中的专业人员，后来演化为在台式机上运行的自动软件交

易系统。如今，这些系统进一步发展为在并置服务器上运行的系统。这些系统经过了多

项优化，能够显著降低交易延迟。现有的交易平台通常依赖于 CPU 和 网卡这样的传统

硬件，前者需要以最快的时钟速率运行，而后者则需要绕过操作系统内核。虽然这种方

法可将交易延迟降至数微秒，但其性能优势已经不再明显，用户有更好的平台可以选

择。为了进一步降低延迟并获得确定性的响应时间，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正在部署基于 

FPGA 技术的平台。这些 FPGA 平台使用硬件逻辑（而非软件），能够高效运行超低延

迟交易算法。

要创建在 FPGA 硬件中运行的逻辑，企业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通常这些设计需要使

用 VHDL 和 Verilog 等底层设计语言进行编码。大多数交易公司都可以在软件中编写算

法，但只有极少数才掌握在逻辑中实施算法所需的技能。因此，快速逻辑能够帮助交易

公司赢得交易和竞争优势，而在软件中运行算法的公司将会错失交易机会。该解决方案

简介探讨了如何缩小这种竞争差距。

解决方案
Algo-Logic 和英特尔联手开发了一款高速参考框架设计，用于将高速交易所需的网络

堆栈卸载至在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FPGA PAC）D5005 平台上的 

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 中运行的逻辑。该框架包含一个快速 PCIe* 接口（Algo-

Logic Fast Data Mover）、一个从 C/C++ 到 FPGA（高级合成（HLS））的业务逻辑

实施区域、一个 TCP/IP 卸载引擎和超低延迟（ULL）10GbE 媒体访问控制（MAC）。

金融服务工业

显著加快低延迟交易系统的开发，同时支持灵活添加用户算法。

Algo-Logic 指出：

“过去十年，Algo-Logic 在多个市

场帮助客户将算法从软件迁移至 

FPGA 硬件，最新的解决方案基于

出色的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该平台和 Algo-Logic 低延迟 Data 

Mover 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混合

交易场景，其算法可以在软件和/

或 FPGA 逻辑中运行。”

— Algo-Logic 首席执行官  

      John W. Lockwood 博士

Algo-Logic Systems 公司 

https://Algo-Logic.com

（408）707-3740

IntelSupport@Algo-Log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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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利用该框架将网络堆栈卸载至 FPGA 逻辑，并使用这个性能更高的平台来替代网卡。此外，如果交易系

统开发人员想要将算法迁移至逻辑，可以利用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中的英特尔® 高级合成编译器（英特尔® HLS 编译器）

将 C/C++ 代码映射至 FPGA。核心业务逻辑能够触发交易，或通过执行交易前风险检查确保合规性。借助英特尔 HLS 编译器，便无

需为核心业务逻辑编写底层 VHDL 或 Verilog 代码，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超低延迟交易平台目前可用于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板卡，该板卡通过了相关验证，能够在主流 的OEM服务器中使用。

低延迟数据框架

如图 1 所示，低延迟数据框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分别处理

数据：

1） 作为具有超低延迟（ULL）MAC 的以太网帧

2） 用 MAC 和 TCP 卸载引擎进行内联处理

3） 使用 MAC，TCP 和英特尔低延迟 Data Mover 与主机软

件一起处理

Algo-Logic 超低延迟 MAC

相比专为高吞吐量而设计的 MAC，Algo-Logic ULL MAC 可

将往返网络延迟降低数百纳秒。为了降低延迟，Algo-Logic 

Systems ULL MAC 设计在 FPGA 逻辑中实施 10GBASE-R 

MAC 和物理编码子层（PCS）功能，它包含以下特性：

•  超低延迟往返数据包传输，测量万兆位以太网（10GE）

中从光纤到光纤或从门到门的线路速率

•  本地故障和远程故障检测

•  以线速插入和验证帧校验序列（FCS）

•  自动传输填充、巨型帧支持、传输和接收统计计数器

Algo-Logic TCP 卸载引擎（TOE）

Algo-Logic TCP 端点在 FPGA 逻辑中实施可靠的流式网络堆栈。

它可以打开、维护和关闭 TCP/IP 连接，支持将在逻辑中实施的

应用直接连接至可靠的网络插槽。TCP/IP 内核基于 RTL 而设计， 

 

具备最佳的性能。它支持通过可选的直通式功能接收（RX）和

传输（TX）数据，避免产生额外的存储和转发延迟。

可调参数包括：

• 重传超时

• 共享片上重传缓冲区的大小

• 快速重传

• 重传限制

• TX 回放

低延迟 Data Mover

英特尔低延迟 Data Mover 在英特尔® 至强® CPU 主机和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 之间实施双向数据传输，每个方向的延迟只

有大约 600 纳秒。

•  使用直通技术，数据和状态/控制消息可以在 PCIe 链路

上传输

•  对直接内存访问（DMA）进行优化，以传输小型数据包

•  FPGA 在数据到达时对其进行处理，而不是等待接收整个

数据包

• 在底层提供用户空间驱动程序，以直接访问有效负载、

状态和同步信息。

图 1 低延迟数据框架结构图   



解决方案简介 | 采用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的 Algo-Logic 低延迟 Data Mover 框架

3

1 基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 Algo-Logic 所做的测试。服务器配置：HPE DL380 G10，CPU = 英特尔® 至强® 金牌处理器 6154 @ 3.00 GHz；DRAM 共计 128 GB，RHEL* 7.6。生产版英特尔 FPGA 

PAC D5005。更多信息，请参见性能指标评测报告（需要签订保密协议）。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进行多方咨询，评估信息的准确性。

实际性能受使用情况、配置和其他因素的差异影响。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om/PerformanceIndex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信息中显示的日期进行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具体成本和结果可能不同。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启用硬件、软件或激活服务。

© 2020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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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逻辑进行交易的优势

仅卸载以太网引擎 卸载交易算法 + 以太网引擎

提升性能 • 相当于第三方内核旁路 NIC
• 在直通测试中将延迟降低 3.8 倍1

• 确定性、无抖动数据包转发

更快地创造价值
• 支持在大规模硬件平台上部署

• 预构建逻辑可简化开发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Algo-Logic 查看可集成至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框架的更多 

Tick-to-Trade（T2T）和交易前风险检查（PTRC）IP 内核和参考设计以及

面向金融服务应用的参考设计。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Index
http://algo-log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