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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概述

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

指借助于客户/服务器技术，将多个计算机联合起来作为攻击平台，

对一个或多个目标发动 DDoS 攻击，从而成倍地提高拒绝服务攻击的

威力。

DDoS 的攻击方式有很多种，最基本的 DoS 攻击就是利用合理

的服务请求来占用过多的服务资源，从而使合法用户无法得到服务的

响应。单一的 DoS 攻击一般是采用一对一方式的，当攻击目标 CPU 速

度低、内存小或者网络带宽小等等各项指标不高的性能，它的效果是

明显的。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迅速增长，

内存大大增加，同时也出现了万兆级别的网络，这使得 DoS 攻击的困

难程度加大了-目标对恶意攻击包的"消化能力"加强了不少。这时候

分布式的拒绝服务攻击手段（DDoS）就应运而生了。DDoS 就是利用

更多的傀儡机（肉鸡）来发起进攻，以比从前更大的规模来进攻受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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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攻击体系结构

DDOS 攻击近况

摘要：Arbor Networks 公布了第 11 届年度全球基础设施安全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2015 年 DDoS 攻击强度创下新纪录，一次 DDoS

攻击强度超过 500 Gbps，这种强度在过去几年是难以置信的。这份

报告包括来自 354 位行业专业人士的反馈，他们认为去年 DDoS 攻击

强度增加。除了一次 500 Gbps 的攻击，还有 450 Gbps、425 Gbps 和

337 Gbps 等峰值强度的攻击。



此外，20%的 受访者也承认，他们看到的攻击强度大约在

50 Gbps，另外一份报告显示，有多次攻击强度达到 100 Gbps，比过

去几年的峰值攻击强度更高。

去年 DDoS 攻击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攻击针对高端客户，剩下的

三分之一攻击针对的是 ISP 本身，不经意间其客户受到影响。同时，

针对 DNS 服务的 DDoS 攻击数量第一次超越针对 HTTP 网站攻击数量。

所有受访者当中有 33%表示，他们受到了针对云服务 DDoS 攻击的

影响，这个数字在 2014 年是 29%，在 2013 年是 19%。表现出对客户

对在线服务的依赖性。

此外，所有受访者当中 44%还表示，他们单月看到了超过 21次

DDoS 攻击，而 9%的受访者还声称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通过 IPv6 基础设

施发动的 DDoS 攻击。

大多数 DDos 攻击目的是为了展示网络罪犯的攻击能力，而排在第二

位和第三位的是网络游戏相关和刑事勒索为目的的攻击

公司简介

1998 年 KFW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开发小组成立；

2001 年 KFW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个人版本发布 ；

2002 年 开发出 KFW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企业版本(国内第一款

专业防护 DDos 攻击软件抗拒绝服务系统）；



2003 年 申请版权和商标注册 ；

2004年 委托南通傲盾公司申请公安部信息产品安全销售许可证；

2005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企业版 5.1 发布；

2006 年 抗拒绝服务系统技术突破，推出 KFW-1500 支持集群防

御，最大支持 16G 抗拒绝服务系统集群；

2007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全国首家推出独有功能，漏洞防

护模块。为日益增加的新型攻击种类提供了完善的解决

方案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技术突破，推出 KFW-4000 产

品，单台防御 4G，最大集群规模扩大到 32G,又一次走

到行业的尖端，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推出动态牵引技术

KFW-4500 产品，可以实现无人值守自动牵引。支持 32G

集群功能，支持 64G 动态牵引；

2008 年 推出傲盾 IDC 集成管理器 ；

2009 年 推出非法信息监控系统、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傲盾异

常流量检测系统傲盾服务器维护伴侣等多套系统

2010 年 傲盾非法信息监控系统与傲盾清洗系统、傲盾抗拒绝服

务系统成功实现联动基于云安全技术，推出 IDC 机房安

全整体解决方案与增值服务包；

2010 年 傲盾清洗系统升级为 B/S 管理控制模式，傲盾抗拒绝服

务系统 KFW-10000 上线；

2011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入围电信集团采购名单

2012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 NP架构硬件万兆平台发布；



2013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电信级 DNS 专用插件发布；基于

傲盾非法信息监控系统研发的工信部 IDC/ISP 三套系

统（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接入资源管理系统、ICP/IP

备案管理系统）发布；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新 NP 架构

硬件平台发布；抗拒绝服务系统单台硬件设备实现串并

联混合组网部署能力；

2014 年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框架式 百 G 级硬件平台发布，最

大单台清洗容量达到 280Gbps；

2015 年 傲盾成为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治理联盟首批成员。

2016 年 傲盾核定为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弎级。

2017 年 傲盾推出 CDN+DDOS 傲盾云平台技术,实现网络的异

地清洗与加速.

产品概况

傲盾抗拒服务系统针对基于 Internet 的信息平台，需要对不

可控网络提供实时服务的 客户，为其提供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使

其免受恶意攻击的危害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应用了自主研发的指纹检测算法，对各种

常见的攻击行为均 可有效识别，并通过集成的机制实时对这些攻击

流量进行处理及阻断，保护服务主机免于攻击所造成的损失。



傲盾异常流量清洗系统采用与傲盾异常流量检测系统配合使

用，通过旁路模式部署，傲盾异常流量检测系统采用旁路挂载，数据

镜像或分光方式，减小网络风险，提高网络安全性能。不改变原有网

络拓扑图，实现异常数据清洗工作过程。傲盾异常流量检测系统对镜

像或分光数据进行核心自主运算分析数据异常情况，当出现异常流量

数据ＩＰ，检测系统通过心跳线或通信ＩＰ通过加密报文告知流量清

洗设备，收到报文后，异常流量清洗系统在毫秒内通过加密传输与核

心设备通信实现策略路由，将攻击数据牵引到异常流量清洗设备。

串联产品

傲盾 KFW-1000

傲盾 kfw-1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千兆级别

网络接口 两个千兆 光口（进出）四个千兆 电口（管理口）

吞吐量（64

字节）

148 万/s

并发数 500 万

新建连接数 19万/s

L3 吞吐 1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使用范围 个人/千兆、百兆环境/小型 IDC 服务商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物理尺寸 长 550x 宽 440x 高 90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小于 180w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KFW-2000

傲盾 KFW-2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千兆级别

网络接口 四个千兆 光口（进出）四个千兆 电口（管理口）

吞吐量（64 296 万/s



字节）

并发数 800 万

新建连接数 29万/s

L3 吞吐 2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千兆、百兆环境/中小型 IDC 服务商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可集群

物理尺寸 长 550x 宽 440x 高 90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35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KFW-4000

傲盾 KFW-4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千兆级别

网络接口 八个千兆 光口（进出）四个千兆 电口（管理口）

吞吐量（64

字节）

592 万/s

并发数 1800 万

新建连接数 37万/s

L3 吞吐 4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千兆、百兆环境/中型 IDC 服务商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集群可防超 64G 攻击

物理尺寸 长 550x 宽 440x 高 90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35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KFW-10000

傲盾 KFW-10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两个万兆光口（进出）四个千兆 电口（管理口）

吞吐量（64

字节）

1480 万/s

并发数 3000 万

新建连接数 110 万/s

L3 吞吐 10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境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集群可防超 640G 攻击

物理尺寸 长 550x 宽 440x 高 90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35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KFW-20000

外形 2U 机架式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八个万兆光口（进出）;二个千兆 电口（管理口）

吞吐量（64字节） 2960 万/s

并发数 6000 万

新建连接数 210 万/s

L3 吞吐 20Gbps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

境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集群



物理尺寸 长 550x 宽 440x 高 90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350w 可扩展冗余电

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KFW-40000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十六个万兆光口（进出）;二个千兆 电口（管理

口）



吞吐量（64字节） 5920 万/s

并发数 10000 万

新建连接数 410 万/s

L3 吞吐 40Gbps

傲盾 KFW-80000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三十二个万兆光口（进出）;二个千兆 电口（管

理口）

吞吐量（64字节） 11840 万/s

并发数 10000 万



新建连接数 800 万/s

L3 吞吐 80Gbps

并联产品

傲盾 ADC-2000 旁路

傲盾 ADC-2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千兆级别

网络接口 四个千兆光口 四个千兆 电口；一个管理口；一个串

口



吞吐量（64

字节）

296 万/s

并发数 800 万

新建连接数 29万/s

L3 吞吐 2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中小型 IDC 服务商、千兆环境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

物理尺寸 长 554x 宽 440x 高 88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18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ADC-4000

傲盾 ADC-4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千兆级别

网络接口 八个千兆光口 八个千兆 电口；一个管理口；一个串

口

吞吐量（64

字节）

592 万/s

并发数 1800 万



新建连接数 37万/s

L3 吞吐 4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个人/中小型 IDC 服务商、千兆环境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

物理尺寸 长 554x 宽 440x 高 88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20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100000 小时



间

傲盾 ADC-10000

傲盾 ADC-10000

详细参数

外形 2U机架式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二个万兆光口 四个千兆光口；四个千兆电口；一个

管理口；一个串口

吞吐量（64

字节）

1480 万/s

并发数 3000 万

新建连接数 110 万/s

L3 吞吐 10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境

部署方式 串联、旁路 ，

物理尺寸 长 554x 宽 440x 高 88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20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ADC-ATCA40G

傲盾 ADC-ATCA40G

详细参数

外形 3U机框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4 个 RJ45t 千兆电口,8 个 SPF+标准光模块接口(10G

口)

吞吐量（64

字节）

5960 万/s

并发数 12000 万

新建连接数 440 万/s

L3 吞吐 40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境

部署方式 透明串接、旁路双臂、旁路单臂、旁路双单臂、混合

物理尺寸 长 444x 宽 549x 高 133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80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ADC-ATCA100G

傲盾 ADC-ATCA100G

详细参数

外形 6U机框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12个RJ45t千兆电口,24个SPF+标准光模块接口(10G

口)

吞吐量（64

字节）

17880 万/s

并发数 36000 万

新建连接数 1320 万/s

L3 吞吐 120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境

部署方式 透明串接、旁路双臂、旁路单臂、旁路双单臂、混合

物理尺寸 长 444x 宽 549x 高 265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180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傲盾 ADC-ATCA200G

傲盾 ADC-ATCA200G

详细参数

外形 16U 机框

级别 万兆级别

网络接口 28个RJ45t千兆电口,56个SPF+标准光模块接口(10G



口)

吞吐量（64

字节）

36020 万/s

并发数 84000 万

新建连接数 3080 万/s

L3 吞吐 280Gbps

特征 采用世界先进的数据指纹监测技术

管理模式 Console 和 web 双重管理模式

使用范围 中型 IDC 服务商、运营商、适用万兆的环境

部署方式 透明串接、旁路双臂、旁路单臂、旁路双单臂、混合

物理尺寸 长 444x 宽 549x 高 711

特性 防止连接耗尽/即插即用，网络隐身，透明接入/分级

管理模式/支持多网段防护/跨路由模式,跨网段模式

/跨 VLAN 等模式的防护/端口设置/规则设置 等/小

型企业的首选

防御种类 支持泛洪攻击（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

DNS Flood）、扫描攻击（TCP Port Scan、UDP Port Scan、

IP Sweep）、异常数据包攻击（IP Spoofing、Win Nuke、

Ping Of Death、Tear Drop、IP Option、TCP Anomaly、

Land Attack、Smurf、Huge ICMP Packet）及 ARP 攻

击（ARP Spoofing）防护、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

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



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劫持

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 100v-220v，<2800w 可扩展冗余电源

工作温度 -20℃--60℃

连续工作时

间

>100000 小时

说明：以上图片为傲盾抗拒绝服务系列设备，均为实物拍摄

产品功能

 数据流指纹检测过滤，防护各种已知与未知的 DDOS 攻

击；

 自定义特征码策略，可进行深层次、智能过滤包过滤；

 2-7 层访问控制策略，支持下一代网络 IPv6 协议簇，

支持 IPv6 协议下的 DDOS 攻击防护、深度包内容过滤；

 路由协议模块，支持 RIPv2、OSPF、ISISv4、BGP4、RIPng、

OSPFv3、ISISv6、BGP4+路由协议，支持 SNMP 协议。多

路回注方式支持, 支持原路回注、三层双路回注、策

略路由回注、GRE 回注、MPLS 回注、MPLS L3 VPN 回注、

双路三层回注、802.1Q VLAN 回注；

 实时报警功能；

 流量控制，支持回注 QOS 功能；

 数据包分析模块，智能 data 分析，可以对捕获数据包



进行深度挖掘；

 日志模块,支持 SYSLOG 导出；

 单 IP流量监控。

 实时访问连接监控；

 权限管理功能，支持一次性口令，Radius 认证支持；

 支持分布式部署，可以远程管理设备,监控网络；

 智能防护插件模块，可自动防护 CC攻击、UDP、ICMP、

IP Flood 等攻击；

 黑洞路由牵引策略功能，对超出定义策略阀值的 IP 实

现在上层设备屏蔽；

 域名过滤模块，支持域名黑、白名单功能。

 智能 DNS 防护

规格表

型号 ADC-

1000

AD

C-

40

00

ADC

-10

000

ADC

-20

000

ADC-AT1

00X03U-

02

ADC-AT1

00X06U-

06

ADC-AT10

0X014U-1

4

清洗容量

(bps@64by

tes)

1G/2

G

4G 10G 20G 40G 120G 280G

混 合 攻 击

误判率

误判

率≤

误

判

误

判

误

判

误 判 率

≤0.1%

误 判 率

≤0.1%

误判率≤

0.1%



0.1% 率

≤

0.

1%

率

≤

0.1

%

率

≤

0.1

%

并 发 连 接

数

800

万

18

00

万

300

0 万

600

0 万

以

上

6000 万

以上

6000 万

以上

6000 万

以上

新 建 连 接

数

29万 37

万

110

万

220

万

〉440 万 〉 1310

万

〉3000 万

部

署

方

式

串联 支持

串联

集群

支持

旁路 支持

旁路

集群

支持

IPv4/IPv6 支持

牵引协议 旁路产品支持 BGP、OSPF、RIP、ISIS、LDP、RIP、静

态路由等多种路由协议；

回注方式 旁路产品支持 PBR、GRE、MPLS LSP、MPLS VPN、二层

注入等多种回注方式；

支 持 多 种 SYN FLOOD、ACK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HTTP



FLOOD 攻击

防护

GET FLOOD、DNS QUERY FLOOD、DNS REPLY FLOOD 等

攻击

专业DNS攻

击防御

DNS 动态缓存、DNS 宕机保护、DNS 黑白名单、DNS 域

名绑定、DNS 访问限制、DNS 随机域名限制、DNS 域名

劫持、DNS IP 地址 TopN、DNS 域名 TopN、DNS 类型统

计、随机域名限制统计、DNS qps 统计、DNS 告警统计、

多 链 路 接

入

多链路负载均衡、运营商路由优选、多链路备份

自 定 义 特

征策略

支持自定义规则策略，防御未知攻击

牵引配置 手动牵引状态、牵引历史、牵引日志、牵引设备操作

列表、自动牵引状态、自动牵引规则、ACL 设置、牵

引设备、牵引保护 IP

域名过滤 域名过滤、参数过滤、域名黑名单、域名白名单、域

名过滤提示信息、联动黑名单、联动白名单、

日志中心 攻击日志、操作日志、流量日志、SysLogCPU、内存日

志、攻击统计连接监控日志、连接监控日志、设置链

路状态变化日志、系统故障日志、设重启日志安全报

表、安全报表定时任务、



产品特点

 DOS/DDOS 攻击检测防护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列产品，应用了自主研发的抗拒绝服务攻击

算法，采用世界领先的数据流指纹检测技术、独立开发的高效率

系统核心；国内一家可完全抵御 ACK、DOS、DDOS、SYN、FLOOD、

FATBOY、DNS 及各种变种攻击的全防御安全产品核心算法通过多

层的分析与防护方法

 灵活性

 产品部署应用方式灵活，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

 系统采用远程升级模式，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同时完成系

统升级。

 界面简洁，策略配置灵活便捷。

 扩展性

 异常流量清洗清洗系统默认开启等同模式。

 完美且友善的接口可以在设备支持的前提下无限制扩展群

集。

 系统升级方便简单。

 产品扩展灵活便捷。

 独有特点

 高效完善的核心防护引擎。

 全自动智能防御。

 产品定制化防护策略。



 解决未知攻击。

 详细的分析报表。

 系统维护方便

 支持本地网络登录管理与维护。

 支持 Internet 网登录管理与维护，在有足够权限前提下。

 支持 IE、火狐、谷歌等主流浏览器登录。

 支持横向物理扩展防护能力。

防护类型

 DDOS 动态攻击防护

 SYN Flood 攻击防护

 ICMP Flood 攻击防护

 ACK Flood 攻击防护

 SYN+ACK Flood 攻击防护

 DNS query request flood

 TCP 连接耗尽攻击防护

 HTTP Get Flood 攻击防护

 HTTP 欺骗攻击防护

 UDP FLOOD 攻击防护

 TCP FIN 攻击防护

 TCP UDP 混合攻击防护



 DNS 攻击防护

 WEB 攻击防护

 Mail Server 攻击 防护

 VOIP 攻击防护

 私有协议欺骗攻击防护

部署方式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采用透明模式和旁路模式接入，符合目前

大多数网络结构防护需求，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网络结

构，设定合适的部署方式：

包含串联单路部署、串联多路部署、旁路单臂部署、旁路双臂

部署、旁路双单臂部署、路由模式部署、混合模式部署。



串联模式

串联模式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接入机房核心交换机前端防护，核心交换机

下所有主机进入防护区， 连接方式：将 ISP（运营商）分配的光纤

接入到傲盾设备外网口，再将傲盾设备内网口接到下层核 心交换机，

被保护主机可置于下层核心交换机下。

安装步骤如下：

1) 连接数据端口，将外网连接线（数据入线）接入设备上外网口上，

相应 的内网连接线（数据出线）接入抗拒绝服务系统上内网口上

2) 连接管理接口，将设备的任一电口的网口接入外网或内网交换机

3) 启动设备，连接电源线并启动电源开关，检查接线的各个网口的

指示灯是否正常闪烁；



4) 登陆管理机，更改 IP 地址与设备管理地址同一网段，相互之间

互通，随后登陆管理界面，添加设备，配置内、外网口，确保可 以

正常访问；

5) 查看流量，确认数据正常通行，完成安装

注意：在串联模式下，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可以多台设备叠加，

增加防护能力，抵御大流量攻击。集群时，在交换机上设置端口聚合，

或者直接设置路由器，完成线路聚合，分别接入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

的外网口和内网口。



旁路模式（单臂部署）

1)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在不改变原有网络情况下，采用单口牵引回

注的方式，进行数据过滤。

2) 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在处理过流量之后，将纯净的流量再次从原

路发回网络。

3) 在该模式下需要在路由上配置策略路由，将从傲盾抗拒绝服务系

统发回的流量直接=送至下层设备，否则会照成环路。

4) 傲盾推出异常流量检测系统，对攻击流量、异常数据、潜在攻击

进行彻底检测，并通知路由，通过傲盾抗拒绝服务系统来清洗



牵引模式

1) BGP 路由牵引

2) OSPF 路由牵引

3) 静态路由牵引

4) RIP 路由牵引

5) TELNET 路由牵引

6) TOS 标签牵引

7) SSH 虚拟 MAC 牵引

回注方式

1) 双路由三层回注

2) 静态路由回注

3) MPLS 回注

4) GRE 回注

5) TOS 标签回注

6) VLAN 二层透传回注

7) 私有协议 IP 映射回注

傲盾优势



对比指标

优势

傲盾

界面展示 支持监控攻击流量、连接、正常流量、每服务器 IP的流

量情况，每用户访问的流量情况；防护、过滤规则非常

强大，可通过自学习模式灵活配置规则来防护未知的

DDoS 风险，对于有较深的 DDoS 防护知识的管理员，可

以对任何 ddos 攻击进行实时有效防护。

支持导出自定义安全报告

支持集群统一管理

可统一查看、管理、配置各分节点设备状态及网络数据

情况，最大管理集群容量无上限。

自定义系统标识，对多节点、多集群用户方便识别、人

性化管理。

设备管理源地址限制

基于三权分立的用户管理

一次性登陆用户配置

功能 支持预制防护特征库实时防护。

支持智能学习攻击特征（智能建模算法）自动防护未知

攻击。

支持基于复杂逻辑关系的自定义防护策略，管理员可以

及时自行对攻击进行实时防护；以及自定义针对数据包



内容的过滤。

主打功能 路由黑名单（防止攻击流量拥塞带宽造成全网瘫痪）支

持自定义引流策略：

自定义牵引规则，设定流量阀值、包数限制阀值、当超

过这个阀值持续 x 秒，并牵引。同时反牵引有 2 种操作

操作，1：持续时间结束立刻反牵引，2：持续时间结束，

如果不在触发才执行反牵引，并激活路由规则，加入路

由黑名单。防止攻击流量堵塞带宽造成全网瘫痪。

支持 ACL 自增引流量

在路由里面会有一个 acl 列表，每增加一条路由规则，

acl 会记录一条，但是 acl 的 ID 号不是连续的，有可能

是随机。假设封堵 ip 时候，随机记录 acl 的 ID 号，解

封时候无法找到当初的 ID 号。这样傲盾清洗系统会自

助定义一个 acl 的 ID 号，解封时候，根据 ID号解封。

内网攻击防护，当内网向外发攻击包时，可以有效拦截

定义防护规则时，添加内网 ip 段访问，用来区别内网

和外网访问，当来自内网攻击或者向外发包时，清洗系

统检测该 ip 不在 内网 ip 段时，并把该 ip 拦截。

数据流指纹识别技术

基于傲盾十几年行业经验研发的数据里指纹识别技术，

根据数据包逻辑关系、字符、十六进制、数据包位置、



tcp 数据开始、搜索长度、累加器、判断标记位、条件

匹配等功能实现。

支持四种 TCP 防护算法

用户可自由切换

基于六元组的自定义数据包抓取

清洗系统自带抓包功能，抓取指定 ip 或者所有 ip。并

按照六元组为源 ip、源端口、目的 ip、目的端口、协

议类型、tcp 标记位来抓取。在控制台显示出来。

数据包在线分析查看

在控制台显示抓捕包数、抓捕字节、抓取时间及分析进

程。

数据内容智能对比分析

把 抓铺的数据，按照六元组自动分析出来，并按照序

号排列，显示在控制台上面。

数据内容链接分析

在控制台 查看 抓包记录里面，查看-连接统计，则显

示出源 ip 访问目的 ip 的连接次数，并排列出来，按照

每页记录。

数据内容 HTTP 分析

在控制台查看抓包记录里面，查看-HTTP 分析，则显示

该服务器的 ip 和对应的域名，以及访问的页面 url 信

息。



数据内容直接发送至防护策略

在控制台查看 抓包记录里面，查看-连接统计，则显示

源 ip 访问目的 ip 的连接次数，并排列出来，按照每页

记录。可以单独添加到黑名单，也可以批量添加黑名单。

数据包下载

控制台针对某 ip或者所有 ip 抓取数据包，并显示在控

制台上，可以点击下载到本地。用来单独分析改数据包。

数据抓包列表，可随时回顾查看

控制台针对某 ip或者所有 ip 抓取数据包，并显示在控

制台上，随时查看、删除、下载、开始分析。

支持攻击时自动抓包功能

攻击日志阀值设置，开启流量限制、包限制阀值，以及

抓包间隔时间，自动抓包，并分析。激活该功能即可。

自动抓包 系统配置

参数设置开启自动抓包功能，并配置流量限制开关、包

数限制开关、已经抓包间隔时间。在流量超过该阀值时，

自动抓包并保存

支持抓取拦截前数据包、拦截后数据包、拦截的数据包，

支持采样抓包等

DNS 服务器宕机保护

DNS 前置缓存响应

DNS 动态缓存



DNS 域名黑白名单

DNS 域名绑定

DNS 访问控制（多元自定义）

DNS 域名劫持防护

DNS 随机域名限制

DNS 缓存投毒防护

DNS 畸形报文过滤

支持两种 DNS 原地址验证算法

特点 实现攻击实时溯源

显示攻击的源 ip攻击目的 ip。显示源端口、源 ip、目

的 ip、目的端口、连接数状态

检测 支持 Flowspec，以与路由联动利用 flowspec 功能在路

由层面灵活过滤攻击。

内置ｆｌｏｗｓｐｅｃ路由模块，与上层运营商连接，

在上层进行流量调度和封堵。当发生流量异常时，清洗

设备可自动调用 flowspec 模块，与骨干路由进行联动，

对流量进行合理有效的调度或封堵。

特有功能 DNS 智能解析，傲盾智能 DNS 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动态、

实时的感知网络的状况，依据当前的网络状况，傲盾智

能 DNS 还能实现多台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云吞吐 建设智能流量调度系统，DDOS+CDN 结合，实现 ddos 云



端清洗防御，资源整合分发平台。

整体模块

分类

傲盾 DDOS+CDN 云系统主要包含

IDC 端、客户端、运维端、节点端，

自服务平

台 IDC 端

消息管理模块、CDN 和 DDOS 云端防护统计分析模块、域

名管理模块、平台收益统计、订单月统计、订单年统计、

托管 IP管理模块、客户管理模块、套餐管理模块、日志

管理模块、

自服务平

台客户端

域名管理、DDOS 防护设置管理、云监控、CDN 和 DDOS

云防护统计分析、续费管理、订单--购物车管理、消息

管理、我的托管 IP管理、账户管理、CDN 规则、套餐管

理、

自服务平

台运维端

套餐管理、域名管理、资源管理、服务开启和关闭监控、

消息理、监控模、规则管理、

自服务平

台节点端

CDN 节点 ATS、DNS 智能转发、抗 D规则、云监控采集器。

全景监控 网站访问全景监控，网站故障分布、服务故障地区分布、

服务时间段分布，实时还原故障现场，全方位掌握网站

业务

总结

企业用户案例：



运营商案例：



政府案例：

能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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