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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是討論本論文的研究背景、動機以及目的地。最後會概述各章節的

主要內容架構。 

 

1. 1 研究背景 

 現今的繁榮社會除了較常用的電話系統能讓彼此之間的訊息達到溝通的目

的外，就非網路傳輸系統莫屬。隨著日益普及的網路系統，社會大眾逐漸仰賴其

資訊傳遞的便利性質去取代勞動的行為，例如網路下訂單、網路申報所得稅、購

物以及互相分享生活資訊等等，只要能利用彼此之間藉由傳遞資訊封包就能實現

的目的都可以使用網路的功能去便利我們的生活。因此正當我們覺得網路已經與

我們的生活密不可分之時，往往便利相對會帶來的風險已經逐漸顯露萌芽，所以

只要這些重要資訊被存心不良的人利用一些惡意程式(Malicious Code)加以擷取

利用往往就會造成個人或者企業上的財物損失與安全性上的重大威脅。 

 

1.1.1 惡意程式(Malicious Code) 

 現今的惡意程式大至上可以分成被動模式與主動模式兩種模式。所謂的被動

模式，其表示著惡意程式的散播主要是藉由電腦使用者在操作電腦時的不經意點

選去觸發散播危害行為，例如：後門程式(Back Door)、電腦病毒(Viruses)、特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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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木馬程式(Trojan Horses)、邏輯炸彈(Logic Bombs)…等等。而相對在主動的模

式行為下，電腦使用者不需做任何行為動作而惡意程式就會自動的散播，例如：

電腦蠕蟲(Viruses)就是一個典型的範例。 

 

◎ 後門程式(Back Door) 

 後門程式的起源主要有兩種，分別是不懷好意的後門程式，以及另一種則是

類似遠端管理的程式。所謂的後門程式最基本功能即竊取電腦使用者的密碼或個

人資料，幫你開、關機，增加、刪除你的儲存檔案，然而更加強大的（遠端管理

程式）還可以監視被竊者的螢幕資訊，記錄你的重要密碼和相關資訊、或者執行

程式等等，就好像偷竊者使用著你的電腦一樣。偷竊者也可以利用後門程式的使

用(client)端，透過預先設定好的 port 來控制被竊者的電腦設備。 

 

◎ 電腦病毒(Viruses) 

 電腦病毒是程式碼的一種，主要用以表達或複製自身的意圖目的而寫成。因 

為電腦病毒會嘗試將自身所攜帶的程式附加到主機系統程式，並且嘗試在電腦與

電腦之間傳佈散播。所以它可能會導致電腦設備的硬體、軟體或資訊上的損壞侵

害。但是除非使用者有去移動到真正的病毒資訊 (例如共享檔案或者是電子郵件

的傳遞)，否則它們並不會主動散播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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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洛伊木馬程式(Trojan Horses) 

  今日的特洛伊木馬程式看起來像是個有用軟體套件程式，但它們卻會帶來危

害您的電腦並且在使用上會產生安全性的威脅也有可能造成許多的損害。常見的

特洛伊木馬程式的形式為一封封電子郵件，其中更有宣稱為微軟本身的安全性更

新附件檔案供使用者下載安裝，一旦入侵之後立即化身為病毒並嘗試停用相關的

防毒軟體和電腦防火牆系統。  

 

◎ 邏輯炸彈(Logic Bombs) 

  邏輯炸彈是指系統開發人員，故意在發展中的系統內，暗藏小段落的程式碼

，而此程式碼會尋找適當的時機發作，破壞其中的檔案並更改資料內容，使系統

發生當機或其他更為破壞性的動作。 

 

◎ 電腦蠕蟲(Worms) 

 電腦蠕蟲的性質類似病毒，它的設計目的主要是在電腦之間不斷的複製它本

身，但它依舊會透過感染的電腦上其它所有可以傳輸的檔案或資訊自動進行複製

。一旦系統被蠕蟲入侵，它便會獨自進行動作。所以蠕蟲極具危險的一點是，它

會大量自我複製。例如，蠕蟲可將它本身的複本資料藉由您的電子郵件內的通訊

錄所列出的每個人傳播出去，該聯絡人的電腦被感染之後接著也會執行相同的動

作，從而發生大量網路之間的連鎖效應，造成網路傳輸上的阻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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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1.1.2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因為便捷的網路世界裡隨著惡意程式危害的事件快速增加，所以網路管理員

的應對上一個有效的防範電腦使用者在使用網路時的安全防護機制是必要的。目

前最普遍為電腦使用者所使用的第一道網路安全防護機制非防火牆(firewall)莫

屬，防火牆主要是針對鎖定或控制特別的 port 去控管網路上傳遞的封包是否存

取。但畢竟防火牆的功能並不完全而且具有幾個致命性的缺點，例如：防火牆本

身會造成內部網路與外部網路相互之間傳遞封包時，速度上的問題。再者防火牆

會限制使用者去使用較常被使用的 port，造成使用者使用網路的不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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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如此我們需要第二道安全防護機制來更進一步的保障我們使用網路

時的安全。而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NIDS)就是一套有效幫助我們去

建構出第二道更好的網路安全防護機制。如圖 1.2 所示，NIDS 系統主要是將網

路上所有流動的封包都擷取進入自己的系統內加以解出封包所夾帶的訊息，然後

再將這些有用的訊息送進系統的判斷引擎，與系統本身所建立的封包資料庫(主

要是針對每一個惡意封包中所包含的 signature string 做成的資料庫)逐一做比對

來判斷在此進來的封包是否屬於非法的惡意封包，並在惡意封包尚未到達目的地

時就加以攔截。一但只要含有惡意程式的封包被察覺且加以攔截之後會做適當的

處理動作包括紀錄相關的資訊檔，同時也發出警訊通知電腦使用者。此外當有新

的攻擊封包被產生時，封包資料庫也會被不斷的更新著。也因為如此 NIDS 這類

型的系統架構在計算複雜度上是屬於一種很高的網路安全防護機制，所以它在對

網路封包做偵測的行為時必須逐一仔細地對封包中夾帶的 signature string 做比對

的行為。 

 

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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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nort 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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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Snort 特徵規則 

 

 目前有很多不同的設計和方法去實現出 NIDS 系統，例如 SNORT [1]這套以

軟體為基礎的網路安全防護系統最為被推崇去當作保護電腦使用時的第二道防

線。SNORT 防護方法就如同圖 1.2 所示，一開始是利用 SNORT 自身函式庫裡

的 libpacp 函式指令去擷取網路上所有經過的資訊封包，然後送進 decoder 的電路

裡解出所需要的封包資訊內容，再來將這些解出的資訊內容送進比對的偵測電路

中。SNORT 利用它自己所定義出的所有惡意程式之封包資料庫，藉由比對封包

資訊內容中的 signature string 去執行 exact string matching，來判斷所擷取進來的

封包是否屬於非法的惡意封包。最後封包若屬非法的惡意封包，系統則會先發出

警訊通知管理者再將相對應的資訊結果寫到紀錄檔中，提供給以後查詢使用。

SNORT 這套軟體系統有著自己預先定義好的封包資料庫，在利用它去比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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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的封包資訊內容。所以我们必需了解到 SNORT 是如何去定義封包內容，從

SNORT 自身提供的資訊中可以得知封包資料庫定義的每一個封包都主要由兩大

部分建構而成，分別為封包檔頭以及封包所夾帶的資訊內容。每一個封包的檔頭

所呈現的都是封包的資訊動向，包括：protocol、封包來源的 IP 位址與 port、封

包傳送目的地的 IP 位址與 port。相對的封包中所包含的資訊內容也是在由很多

細小部份所組成，例如：msg 的主要功能是，如果被擷取進來的封包被偵測到後，

系統會將 msg 夾帶的內容寫到記錄檔裡提供以後查詢。在這過程當中有一項資

訊內容是我們最在意的，那就是針對 content 所夾帶的字串部份，因為我們主要

也是藉由比對這一個 signature string 去判別擷取進來的這個封包是否為非法的封

包。圖 1.3 是一筆 SNORT 所定義的惡意封包檔，在此封包中的 protocol 是屬於

TCP，出發位置是屬於從任何外部進來的 IP 位置與任何 port，以及目的地只要是

屬於使用者網域內部的 IP 位置與 7597 所屬的 port，最後封包所包含的 signature 

string 則屬"qazwsx.hsq"。 

 

1.2 研究動機 

  因為 SNORT 這套 NIDS 系統的處理過程包含著複雜的電腦處理計算，所以

再一般的情形下只能達到 60Mbps [2] 的網路流量處理速度。也因為如此當它執

行時的處理速度開始跟不上一般網路的正常傳遞速度時，就會開始自動放棄已經

擷取進來的封包。如此一來以經擷取進來的封包裡面可能夾雜著一些非法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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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這樣這些非法封包就不需經過撿查，便可以很順利的通過了這套 NIDS 系統

而去入侵到使用者的電腦設備當中。 

 

 藉由上述極為嚴重的缺點，所以我们知道利用硬體去實現 NIDS 系統主要是

因為硬體相對於軟體的實現上有兩項重大的優點，分別為硬體的運算處理速度快

而且兼具平行處理。所以利用硬體去實現 NIDS 系統可以很輕易的提高比對處理

的速度而達到網路封包的最大傳遞速度。而且 NIDS 系統所使用的封包資料庫並

不經常的變動更改，也因此用硬體去實現 NIDS 的系統相對用軟體去實現 NIDS

的系統相較之下可以節省更多有用的設計成本。至於在目前使用硬體的選擇上，

可以使用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晶片去實作於 NIDS 系統，

其實是擁有很高的效能優勢，但可惜的是 ASIC 缺乏可變化的性質導致設計上無

法隨意修改。所以最後我們選擇利用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的晶

片去設計 NIDS 系統，而且 FPGA 具備了高效能與高度可變化性的優點使得我們

在設計的過程中可以重複的燒入設計的電路。 

 

 目前利用 FPGA 晶片去實現 NIDS 系統架構 [3, 4, 5, 6, 7] 的有很多。其中也

有許多不錯的方法被提出來，但是主要最常被人拿來應用的兩大方法，分別是

regular expressions 與 content address memory (CAM)兩種。當中的 regular 

expressions 方法 [4, 7, 8] 主要的優點是在於設計時可以使用較少的邏輯單元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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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elements，LEs)，但是相對的系統本身也只能具有一般平庸的 throughput。

而兩大方法中的另一個 content address memory (CAM) [3, 6] 主要是運用本身的

系統去執行平行比對的處理，如此一來可以在一個單位時間點內裡輸入多個比對

的單位字元進入系統去進行處理，所以就會有更高的 throughput 但是相對的卻也

需要耗費更多額外的 logic elements 去實現系統。稍後將在第二章節的地方會在

特別地做個仔細的說明討論。 

 

1.3 研究目標 

 本篇論文主要的目的是以舊架構為設計基礎之上提出一個新的電路設計，並

且利用 FPGA 去設計出一套超高速特徵比對電路設計，接著將其應用在網路安全

防護機制之上。我们在實現的過程中需要考量設計出來的電路必需擁有超高的

throughput 以及使用較少的 logic elements。至於在實驗部分，我們所提出來的電

路設計主要是利用 Altera [14]的 Stratix 與 Stratix II 的開發板來做實驗模擬和驗

證。 

 

1.4 全文架構 

 本篇論文共分為六章，以下為各章的內容概述： 

【第一章】緒論 

說明本論文的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和全文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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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理論背景 

 介紹目前被廣泛使用在設計 NIDS 系統的兩大方法，以及本論文主要使用的

基礎理論都在此章節做完整的介紹。 

【第三章】基礎電路架構介绍 

 說明本論文設計新電路時所依據的基礎電路架構。 

【第四章】高效能電路介紹 

 介紹本論文所提出的主要架構，包括高效能模組電路以及完整高速電路。 

【第五章】實驗結果與討論 

 呈現本論文所提出的電路設計成果數據、以及討論與其它系統的比較差異。 

【第六章】結論 

  對本論文做最後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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