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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攻擊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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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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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對 Spamhaus、Sony、Github 等公司組織發動的 DDoS 攻擊，顯示

這類攻擊的規模變大，更加精密，破壞力也更強。

• 如今每 4 次 DDoS 攻擊中有 3 次是多重攻擊，而且大多數受害者會遭受多

次攻擊。

• 多重 DDoS 攻擊運用多種技巧朝頻寬、網路裝置、應用程式發動攻擊，這種

組合型攻擊不容易遏阻，經常使傳統 DDoS 防護疲於應付，迅速消耗 CPU 

資源。

• 多重 DDoS 攻擊會針對最脆弱的環節破壞線上服務，對倚賴線上服務賺取營

收的企業而言是致命的傷害。

適應力強

容易發動

難以防護

多重 (MV) DDoS 攻擊是新常態
高度複雜 

的攻擊

大流量 

攻擊

大流量 

攻擊

多重 DDoS 攻擊會同時攻擊網路、頻寬、 
應用層，大舉破壞組織的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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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 2014 年第 1 季，網路與應用層 DDoS 攻擊在 2015 年第 2 季皆有極

大幅度的增長。

• 2015 年第 1 季的大流量 DDoS 攻擊也增加了 15.5%。

• 除此之外，DDoS 平均攻擊時間持續超過 24 小時 *，與去年同一季相比已

增長將近 19%。

• 2015 年第 4 季，由受感染的 Linux 系統組成的 XOR DDoS 殭屍網路，發動

了一場著名的多重 DDoS 攻擊，攻擊目標包含遊戲產業以及許多教育機構，

顯示這類攻擊可發動多達每天 20 次攻擊，從小規模到將近 150 Gbps 的規

模都有。

多重 DDoS 攻擊持續增加

增加

所有方式的
DDoS 攻擊數量都在

*Akamai

世界各地的企業面臨多重 DDoS 攻擊的風險比
過去更高，這樣的事實近在眼前：

超過 24
每次攻擊平均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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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流量攻擊消耗頻寬

• 網路基礎架構攻擊讓裝置失效

• 應用層攻擊耗盡 CPU 資源

藉由運用多種攻擊角度，多重 DDoS 攻擊有更大的機會可找出最脆弱的環節，

例如，網路層攻擊本身就是直接又有效的網路裝置攻擊工具，但是如果搭配 

DDoS 攻擊對應用層施加壓力，IT 人員就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和資源去處理。
最終，多重 DDoS 攻擊 
會找到最脆弱的環節， 
然後一舉破壞線上服務

有多種可能攻擊角度、容易發動， 
且不易防範

多重 DDoS 攻擊的危險性在於它能夠立即探查
出整個網路上可能存在的許多弱點：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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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 
解決方案 
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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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資源快速耗盡

• 無法快速調整以應對新的攻擊方式，因為這些方案缺乏簡單可程式化的功

能，也沒有 Dev-Ops 概念

• 擴充能力不佳

為了彌補這些缺點，通常會增加更多資源 (機架單元 )，結果使解決方案更加 

昂貴。

多重 DDoS 攻擊防護必須採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這樣的需求迫在眉睫。

IT 團隊仍面臨諸多挑戰， 
大多數現有解決方案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現有的 DDoS 解決方案：
效率不彰

效果欠佳

不靈活

更加昂貴

CPU

攻擊流量

CPU 資源耗盡

更多
機架
單元

多重 DDoS 攻擊的流量和複雜性使現有的 
解決方案 (防火牆或舊的 DDoS 解決方案 )  
疲於應付，因而導致下列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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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尋找

終極解決方案應注意的 
件事

多重DDoS 
攻擊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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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寬 (大流量 ) 攻擊，例如 DNS/NTP 反射攻擊、UDP 洪水攻擊、ICMP 洪

水攻擊等。

• 網路通訊協定攻擊，例如 TCP SYN 洪水攻擊、死亡偵測攻擊。

• 會耗盡應用程式資源的應用程式資源攻擊，例如 Slowloris、R.U.D.Y。

• 應用程式漏洞攻擊，例如緩衝區溢位。

可支援防禦所有類型的 
多重 DDoS 攻擊1

終極的多重 DDoS 攻擊防護解決方案，必須支援防禦
各式各樣可能同時發動的攻擊：

線上
服務網

路

頻
寬

應用程式

Slowloris 

R.U.D.Y 

HTTP GET

片段攻擊、 

SYN 洪水攻擊、 

死亡偵測攻擊

反射攻擊、 

DNS 反射攻擊、 

UDP/ICMP 洪水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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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大多數解決方案的因應之道，都是靠增加更多處理運算能力，結果反而

造成資料中心規模變大，取得新處理運算能力的支出再加上營運成本上升，使

得成本也不斷增加，這種粗糙的防護方式根本不是長久之計。

更有效率的方法是把高流量但複雜度低的網路層級攻擊運算處理卸載到專用的

嵌入式硬體，釋放出來的 CPU 資源便可以應付複雜度高的低流量應用程式攻

擊，這種做法只需要一個規模合適的設備，即可有效率地達成目標。

用低成本維持 
高效能

2

多重 DDoS 攻擊不但複雜且適應能力強，利用高流量
但複雜度低的大流量攻擊，以及低流量但複雜度高的

應用程式攻擊，輪流耗盡有限的 CPU 資源。 

CPU

使 CPU 的可用性更高， 
減少機架單元， 
且最終降低了成本

將常見的攻擊 
卸載到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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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多重 DDoS 攻擊解決方案

偵測與防護 驗證合法流量

解決方案應該具備足夠的智慧來辨別出哪些是惡意活動，哪些又是看似攻擊、

實為合法的流量。

要達成這個目標：

• 解決方案應採用網路行為異常偵測功能，以漸進升級的方式，一方面攔截多

重 DDoS 攻擊，另一方面允許合法流量通過；一旦偵測到攻擊，就必須立即

攔阻。 

• 系統應該藉由可預先程式化的動態政策式系統自動防護這類攻擊。

智慧型攻擊偵測與 
自動化防護

3

良好的解決方案應該要能夠智慧偵測 DDoS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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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際網路頻寬有限的小型企業而言，大型 DDoS 攻擊會導致毀滅性的破壞，

造成他們的 Web 應用程式停止運作。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智慧型多重 DDoS 攻擊防護解決方案必須採用混合型

方法。內部部署的 DDoS 防護裝置會偵測到攻擊開始，然後防護攻擊，直至流

量超出頻寬容量為止。 

發生這種情況時，裝置會向雲端型流量淨化服務發送訊號要求協助防護，以確

保企業的 Web 可繼續運作不中斷。

網際網路頻寬有限的 
客戶適合使用混合型 
解決方案

4

各種規模的企業組織都可能成為多重 DDoS 攻擊的目
標，只是早晚的問題。

智慧型 DDoS 解決方案 
的正確公式

On Cloud

On Premises

On Cloud

On Premises

+
內部部署的  

DDoS 防護裝置

雲端型 DD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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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已經利用流量分析與網路管理解決方案負責進行分析。

智慧型多重 DDoS 攻擊防護解決方案應該要能透過開放式 API 和訊號發送和原

有系統整合，如此一來便可儘量使現有的解決方案維持運作，也能更快完成多

重 DDoS 攻擊防護解決方案部署。

智慧型多重 DDoS 攻擊解決方案

流量分析 網路管理

可與現有的流量分析和 
網路管理解決方案輕鬆 
整合

5

透過開放式 API 和訊號發送
進行彈性整合

終極的多重 DDoS 攻擊防護解決方案必須開放有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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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earn more visit a10networks.com/tps

終極多重 
DDoS 
攻擊防護 
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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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Thunder® TPS 提供真正的多重攻擊防護，可以抵禦各種類型的多重 DDoS 

攻擊，具備智慧偵測與自動化防護功能，還有 A10 威脅情報服務的支援，能防

患於未然。

以下是 A10 Thunder TPS 的部分主要功能：

• 有效率：1 個機架單元每秒處理 200M 個封包；包含硬體卸載至可程式邏輯

裝置 /FPGA，並具備 100 GbE 連接埠和高效能的 CPU。

• 彈性化：高度可程式化、全面控管，有利於靈活防護。

• 全方位：可防禦所有攻擊類型，包括 60 種硬體防護。

• 功能強大：155 Gbps 攻擊傳輸量。

A10 Networks 的 A10 Thunder TPS

A10 Thunder TPS 威脅防護系統具備多項獨特
功能，有助於防禦多重 DDoS 攻擊。Thunder TPS

有效率

彈性化

全方位

功能強大

Thunder TPS

有效率

彈性化

全方位

功能強大

THUNDER TPS 

是真正的多重攻擊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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