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
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互联网
云计算

从容应对域名解析系统安全威胁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和英特尔®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540助力北京快网科技有限公司域名解析系统实现8
倍于以前的抵御攻击能力
北京快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网）的 CloudXNS 系统是一款智能的，基于云计算方
式的扩展的域名解析系统（ DNS ）服务。该系统由 40 多台服务器组成，为 70 多家大型
互联网企业提供域名解析服务。为进一步增强 CloudXNS 系统抵御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的能力， 2012 年底，快网和英特尔合作，搭建基于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和
英特尔®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的测试环境，实现了CloudXNS系统从抵御攻击能力从
40万QPS到340万QPS的飞跃。

“实际测试中，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 E5 系列的运算性能和

挑战
• 增强抵御DDOS攻击能力。快网需要不断增强CloudXNS系统抵御攻击能力以保障为客户提
供更优质服务。

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

• 网卡数据吞吐量瓶颈。现有千兆网卡的数据吞吐能力已成为快网CloudXNS系统的约束因素。

适配器数据吞吐能力取得了完

• 提升处理器运算性能。保障在高强度 DDOS 攻击时，处理器依然有运算能力实现 DNS 解

美的平衡，相比基于英特尔®

析，从而为用户提供高可靠的DNS解析服务。

至强™处理器5500系列和英特

解决方案

尔® 千兆网卡的组合，域名解

•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和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在英特尔公司的帮助

析服务器抵御攻击能力高达
8倍以上。”

下，快网搭建了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和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的
DNS服务器测试平台，测试结果表明服务器具备抵御340万QPS的DDOS攻击能力，达到了
测试预期。

影响
孙百杰
产品经理
北京快网科技有限公司

• 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快网具备了为用户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DNS解析服务能力。
• 8倍抵御DNS攻击能力。快网CloudXNS系统具备了更强的抵御DDOS攻击能力，网络更安全。
• 网卡数据吞吐能力和处理器运算性能。对DNS服务器而言，二者同等重要，英特尔至强E5
处理器家族和英特尔万兆网卡满足了快网的需求。

基于云计算架构的DNS服务
快网 CloudXNS 系统基于云计算架构，不但可达到 2 ～ 3 倍于传统 DNS 的解析速度，同时也
提供报表、统计、监控、自动备份、Web用户界面等特有功能，极大地方便了客户DNS管
理。它不但可以智能的判断用户的上网网络，根据不同的访问者把域名分别解析成不同
的IP地址，同时还可自动检测到宕机服务器以及跟踪服务器的运行故障行为，并把DNS解
析请求解析到运行正常的服务器，从而为客户提供高可靠的DNS服务。尤为重要的是其通
过 DNS 调度器实现的智能负载均衡、智能过载分流等特性，加上软件层面的优化，快网
CloudXNS具备了比传统DNS更强的抵御DNS攻击能力。

不断增强系统抵御DNS攻击的能力
作为访问互联网的第一站，DNS担负着将域名解析为真实的服务器IP地址的重任。一旦解析失
败，用户将无法正常访问互联网服务，因此，DNS在互联网行业的地位极其重要。快网CloudXNS
系统，基于云计算架构，使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5500系列和基于英特尔®以太网控制器82576
的千兆网卡，可以承受80k QPS的攻击能力。经过快网软件层面的优化，将抗攻击能力提升到

快网利用英特尔 ®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
配器和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实现了
8倍于以前的CloudXNS系统抵御DDOS攻击
的能力。

经验教训
• 英特尔 ®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允许更大的数据流量通过，尤其适合
类似DNS服务器网络这种数据输入/输
出比较密集的应用环境。
•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运算性

400k QPS。“至今，之前业界爆发的几次
DNS安全事件对现在的许多互联网行业依然
存在影响，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不断利
用新技术，提升快网CloudXNS系统抵御DDOS
攻击的能力，保障为客户提供高可靠的DNS
服务。”快网产品经理孙百杰说到。

利用英特尔®技术解决DNS服务器网络
和运算性能瓶颈
2012 年底，英特尔 ® 公司帮助快网搭建了
用于 CloudXNS 系统的测试平台，分两个
阶段完成测试过程。首先， DNS 调度器
和真实 DNS 服务器还保留原有的英特尔 ®

首先，增强单个 DNS 服务器的网卡数据

至强™处理器5500系列，但更换基于

吞吐能力，就可以允许更多的 DNS请求通

英特尔®以太网控制器82576的千兆网卡为

过网卡，从而提高单位时间内 DNS服务器

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540，

提供 DNS解析的能力。换句话说，就像一

三个客户端通过软件的形式模拟发起不同

个大的蓄水池，进水管的直径越大，单位

数量的DNS请求，测试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

时间允许的进水量就越大。孙百杰说：

网服务器适配器的数据吞吐能力。

“快网已经意识到， CloudXNS 系统现有
DNS 服务器的千兆位网卡约束了 DNS 请求
数据进入服务器的能力，因为单个 DNS请
求通过网卡处理的数据量是固定的，显
然，更换数据吞吐能力更强的网卡，就可
以提升CloudXNS系统的DNS解析能力。”

能出色，在高密度DNS请求时，依然
保持正常的处理器利用率，保障了
CloudXNS的稳定性。
• 英特尔 ®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的数据吞吐能力和高性能英特尔®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帮助快网克服了
CloudXNS系统的网卡数据流量和运算
性能瓶颈，实现了更强的抵御 DDOS
攻击能力。

供测试，调度器和真实 DNS 服务器原有
4 内核的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5500 系列

测试结果显示，在服务器长时间稳定运行
并且无数据丢包现象时，客户端发起的DNS
请求为100万QPS，网卡的平均流量在3Gb/
秒。显然，网卡还允许更大量的数据通过，
于是，快网加大了客户端请求的频率， 提
升到130万QPS，此时，网卡的平均流量在

替换为 8 个内核的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模拟客户端保持不变，并继续加
大 DNS 请求频率。数据显示，在平均 340
万QPS的DNS包请求时，网卡流量为9.5Gb/
秒，处理器利用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测试结果达到了快网的测试预期，
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的数据

其次，数据通过网卡传输到DNS服务器后，

4Gb/秒。不幸的是，此时调度器和真实DNS

服务器需要根据一定的运算规则，运算出

服务器的其中1～2个内核出现占用100%的

特定的服务器IP地址返回给用户。如果进入

状态，最重要的，出现了大量数据包丢失现

服务器的数据量过大，而服务器却没有运

象。快网孙百杰说：“这和我们预想的情况

算能力处理这些数据，那么也无法实现正

差不多，通过替换性能更强大的网卡就可以

常的DNS解析服务。“数据显示，快网现有

提升CloudXNS的DNS解析能力，测试结果也

DNS服务器使用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5500

说明了这一点，现在网卡的利用率还不到

快网将在 CloudXNS 系统的服务器陆续展

系列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处理通过英特尔 ®

50%，说明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需要运

开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和英特尔 ®

千兆网卡进入系统的DNS请求数据，但是，

算性能更强的处理器。”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的部署，同

如果更换数据吞吐能力更强的网卡后，我
们需要确保处理器依然有足够的运算能力
保障数据处理能力。”快网孙百杰说。

接着，英特尔为快网提供了具备更强运
算性能的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系列以

测试环境

状态

QPS

外发流量

CPU利用率

备注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530 2.40GHz 4核 8G内存
+基于英特尔®以太网控制器82576的千兆网卡

平稳

40万

1Gb/s

50%左右

网卡瓶颈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530 2.40GHz 4核 8G内
存+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540

平稳

100万

3Gb/s

40%左右

正常
CPU瓶颈
正常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530 2.40GHz 4核 8G内
存+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540

压力

130万

4Gb/s

1或2个核CPU
达100%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2680 2.70GHz 8核 64G内
存+英特尔® 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X540

平稳

340万

9.5Gb/s

10%左右

吞吐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时也证明了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系列的超强运算能
力，二者表现出了快网DNS服务器需要的数据
流量和运算能力的完美平衡，可达到原有8倍
以上的抵御DDOS攻击能力。”孙百杰说。

时将继续和英特尔公司在双万兆网卡或 4
万兆网卡展开合作，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CloudXNS产品。

找到适合于您公司的解决方案。请
与您的英特尔代表联系，访问英特
尔IT管理成功案例（www.intel.com/
itcasestudies），或访问英特尔IT中心网
站（http://www.intel.com.cn/i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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