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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前網路入侵偵測系統大多採用多重樣式字串比對的方式，是否含
有網路攻擊與異常的封包，透過比對數以千計的攻擊特徵來偵測封
包內容。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網路速度與攻擊活動的增加，多
重樣式字串比對面臨效能與吞吐量的不足，導致許多封包沒有處理
且遺失。為了改善網路入侵偵測系統的效能與吞吐量，本計畫提出
階層式平行架構，利用多張圖形處理器(Multi-GPU)與三種不同層面
的平行技術加速網路入侵偵測系統。
階層式平行架構由三層不同的平行技術所組成，從上至下來看，第
一層實現資料平行(Data Parallelism)於多張圖形處理器；第二層
將管線化排程(Pipeline Schedule)實現於個別圖形處理器中，屬於
任務平行(Task Parallelism)；第三層則是採用資料平行的技術
，優化 Aho-Corasick 演算法。本計畫實驗結果顯示，採用四張圖
形處理器 Nvidia Titan X 實現於階層式平行架構，總系統吞吐量
可高達 70 Gbps，與傳統使用於Snort 中的 Aho-Corasick 演算法
相比，可高達四十倍的改善倍率。當圖形處理器的數量增加，總系
統的吞吐量也會隨之增加。除此之外，本計畫採用完美雜湊
(Perfect Hashing)的方法，壓縮傳統 Aho-Corasick 的狀態機，減
少在Snort 中99.2%多重樣式字串比對的記憶體使用量，最後本計畫
文將提出的階層式平行架構實現於開源網路入侵偵測系統 Snort。

中文關鍵詞： 網路入侵偵測系統、圖形處理器、多重樣式字串比對、Aho-
Corasick 演算法

英 文 摘 要 ： Multi-string match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NIDS to
detect network attacks and malicious network packets by
matching packet contents with thousands of attack patterns.
Due to the rapid increase of growing network attacks and
network speeds, multistring matching faces the challenges
for limited performance and insufficient throughpu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throughput of multi-
string matching, this thesis presents a novel hierarchical
parallelism that can accelerate multi-string matching on
multiple GPUs. The hierarchical parallelism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of parallelism. From top to bottom, the first
layer is the data parallelism on multiple GPUs;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task parallelism on a single GPU; The last
layer is the data parallelism of the Aho-Corasick
algorith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erarchical
parallelism on a machine featured with four Nvidia Titan X
GPUs can achieve 70 Gbps of throughput which is 40 times
faster than the Aho-Corasick algorithm used in Snort. As
the number of GPUs increase, the throughput of the
hierarchical parallelism will also increase. In addition,
the proposed approach adopts the perfect hashing to
construct state machines that can achieve memory reduction
on Snort up to 99.2%. Finally, the proposed hierarchical
parallelism is implemented in the open source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using Snort.



英文關鍵詞：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multiple string matching, Aho-Corasic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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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Aho-Corasick演算法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網路入侵偵測系統(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NIDS) 用來比對網路封包是否含有數以千計的攻擊病毒的字串特徵。為了改善網路

入侵偵測系統的效能，許多研究提出不同的軟、硬體架構，並實現在包括ASIC、FPGA、GPUs

上，以加速傳統以軟體為主的Aho-Corasick 演算法。其中一種提高效能的方法是增加每個週

期可以處理的字元個數。但是增加每個週期可以處理的字元個數會遭遇兩個問題，第一個是

輸入對齊（input alignment）的問題，第二個是儲存有限狀態機的記憶體需求大量增加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造成增加每個週期處理多個字元的方法變成不太可行。 

在這個計畫中，我們提出了一種新穎的在圖形處理單元上並行的雙字元字元串匹配算法。 

為了解決這兩個主要問題，該算法提出了一種新的狀態機來解決輸入對齊問題，並使用完美

雜湊(perfect hashing)來壓縮狀態轉換表，以解決內存記憶體爆炸問題。實驗結果顯示，我們所

提出的演算法在性能和記憶體存儲要求方面優於最新技術。 

 

 

關鍵字： Aho-Corasick,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string matching, perfect h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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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摘要 

Aho-Corasick algorith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to inspect 

network packets against thousands of attack pattern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many studies propose differ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s 

on ASIC, FPGA, and GPUs to accelerate the traditional software-based Aho-Corasick algorithm. One 

of the way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at can be processed per 

cycle. Howeve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processed per cycle will encounter two major 

problem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input alignment problem while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e large 

increase of memory required for storing the finite state automata. The two problems cause the multi-

character approach become less feasible. 

In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a novel parallel dual-character string matching algorithm on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two major problem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presents a new 

state machine to solve the input alignment problem, and compresses the state transition table using 

perfect hashing to solve the memory explosion probl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superior to the state-of-the-art approache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and memory 

requirements. 

 

Keywords: Aho-Corasick,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string matching, perfect h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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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緣由與目的 

Aho-Corasick演算法[1]已廣泛用於網絡入侵檢測系統中，以檢測網路封包中的數千種攻擊

模式。 隨著攻擊方式和網路速度的提高，許多硬體和軟體的方法被提出來以改進傳統的Aho-

Corasick算法。在所提出的方法中，多字元方法[3][8][10][12][14][19][20][21][22][23][24]以增加

了在一個週期中要處理的字元數來提升整體效能。  

然而，增加每個週期可以處理的字元個數會遭遇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輸入對齊（input 

alignment）的問題，第二個是儲存有限狀態機的記憶體需求大量增加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造

成增加每個週期處理多個字元的方法變成不太可行。所謂輸入對齊的問題指的是當特徵字串

出現的位置不是在偶數的位置，這個特徵字串將會被遺漏而無法被偵測到。例如，考慮以下

三個字串樣式，“TACT”, “TOE”, 與 “CTO”, 圖一是透過Aho-Corasick所建立的狀態機。給定

輸入文本“TACTOE”，在獲取前四個字元“TACT” 之後，Aho-Corasick狀態機從狀態0切換到

最終狀態4，這意味著已找到“TACT”。 在下一個週期中，由於字元 “O”沒有有效的transition，

因此狀態機通過failure transition從狀態4切換到狀態8，然後再次採用字元 “O”並移至最後一

個狀態9，表示已找到 “CTO”。 隨後，由於在狀態9中也沒有字元“E”的valid transtition，因此

狀態機通過failure transition從狀態9切換到狀態5並最終到達最終狀態6，這意味著已找到 

“TOE”。換句話說，通過遍歷Aho-Corasick狀態機，我們可以在輸入文本中找到這三個樣式

“TACT”, “TOE”, 與 “CTO”。 

 

圖一:用來比對“TACT”, “TOE”, 與 “CTO”的Aho-Corasick狀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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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一個週期中處理兩個字元，我們可以簡單地合併兩個相鄰的transition，以形成一個

新的狀態機，如圖二所示，其中 “？” 表示任何字元。然後，我們可以一次讀取兩個字元來遍

歷新的狀態機。給定輸入字元串 “TACTOE”，採用雙字元序列 “TA”， “CT”和 “OE”遍歷新

的狀態機。取 “TA”和 “CT”之後，新的狀態機從狀態1移到最終的狀態2，這意味著已找到 

“TACT”。採取 “OE”後，狀態機通過故障轉移進入狀態3，然後到達最終狀態4，這意味著已

找到 “CTO”。與原始的Aho-Corasick狀態機相比，新的狀態機只能找到 “TACT”和 “CTO”並

丟失 “TOE”。我們發現我們錯過了 “TOE”，因為 “TOE”從一個奇數的位置開始。這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輸入對齊問題」。為解決輸入對齊問題，我們可以從奇數位置再讀取兩個字元。

考慮相同的輸入字元串，從奇數位置開始的雙字元序列為 “？T”， “AC”， “TO”和 “E？”。

取 “TO”和 “E？”後，狀態機將從狀態5移至最終狀態6，這意味著已找到 “TOE”。 

但是，從奇數位置讀取兩個字元將遇到另一個問題，即所謂的數據結構對齊[7]。 數據結

構對齊是在計算機內存中排列和訪問數據的方式。現代計算機以固定大小的塊（例如，一個

字節，兩個字節，四個字節或更大）訪問內存地址。從奇數地址讀取輸入字元串會違反數據

結構對齊方式，這會導致對齊錯誤並降低系統性能。 

 

圖二: 用來比對“TACT”, “TOE”, 與 “CTO”的雙字元狀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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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存儲用於多字元方法的狀態轉換表所需的內存將大大增加。傳統的Aho-

Corasick狀態轉換表包含256（28）欄，用於存儲每個ASCII字母的下一個狀態信息。相反，當

我們將兩個字元合併為一個新符號時，狀態轉換表將需要65,536(216)欄來存儲每個包含兩個

ASCII字母的符號的下一個狀態信息。如果我們將四個字元合併為一個符號，則四字元方法的

狀態轉換表將需要4,294,967,296（232）欄來存儲包含四個ASCII字母的每個符號的下一個狀態

信息。內存爆炸使四字元方法變得不切實際。在單字元和四字元方法的中間，雙字元方法對

於實現變得更加可行。  

在本計畫中，我們提出了一種新穎的在圖形處理單元上並行的雙字元字元串匹配算法。 

所提出的算法提出了一種新的狀態機來解決輸入對齊問題，並使用完美的雜湊值壓縮狀態轉

換表來解決內存爆炸問題。 實驗結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在性能和存儲要求方面優於最新技

術。 

四、 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我們提出了一種並行雙字元算法，以提高字元串匹配的吞吐量。 我們通過修

改PFAC算法來處理一個循環中的兩個字元開始我們的想法，因為雙字元狀態轉換表的增長在

合理範圍內。 如前所述，雙字元狀態轉換表需要65,536列來存儲每對ASCII字母的下一個狀

態信息。 換句話說，每個狀態需要256K（65536 * 4）字節來存儲下一個狀態信息。 另一方

面，在一個週期中處理四個字元將需要4,294,967,296（4G）列來存儲每組四個ASCII字母的下

一個狀態信息。 狀態轉換表的存儲使四個或更多字元的處理變得不可行和不切實際。 

1. 雙字元狀態機的初始構想與平行架構 

圖三顯示了一個雙字元狀態機的初始構想，該狀態機將兩個連續的字元組合成一個新的

符號，其中“？”代表任何字元。 圖四顯示了雙字元算法的並行體系結構，其中為每個兩個

字元分配了一個線程以遍歷雙字元狀態機。 如果兩個連續的輸入字元與轉換中的兩個字元匹

配，則狀態機將移至轉換所指向的下一個狀態，否則狀態機將移至陷阱狀態並終止線程的處

理。 在圖四中，第一個線程按順序讀取 “TA”和 “CT”，並且狀態機從狀態0，狀態4轉移到狀

態1，表明找到了樣式 “TACT” 。 類似地，第二個線程按順序讀取 “CT”和 “OE”，狀態機從

狀態0，狀態6移至狀態3，表示找到了樣式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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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並行體系結構的最初想法遇到了一個問題，即當模式出現在奇數的位置時，就會被

遺漏。例如在圖四中，由於樣式“TOE”出現在奇數位置，因此遺漏了樣式``TOE''。 我們將此

問題定義為輸入對齊問題。 為了解決輸入對齊問題，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是每次通過跨一個

字元來讀取兩個字元，如圖五所示。在圖五中，第四個線程可以找到樣式``TOE''。 但是，跨

一個字元會遇到另一個問題，稱為數據結構對齊問題[7]。數據結構對齊問題表明未對齊的記

憶體讀取將降低系統性能，因為硬體必須讀取兩個連續的內存塊並屏蔽掉無關的字節。 

 

 

 

圖三：雙字元狀態機的初始思想 

 

 

 

圖四：雙字元算法的並行體系結構(stride 2) 



 8 

 

圖五：雙字元算法的並行體系結構(stride 1) 

 

2. 雙路徑雙字元狀態機 

為了解決輸入對齊問題並滿足數據結構對齊的原理，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初始

狀態下處理輸入對齊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讀取兩個字元然後對兩個字元進行跨步處理而無需

進行不對齊的數據訪問。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通過將初始狀態的轉換分為兩條路徑來解決該

問題。如圖六所示，我們通過在初始狀態引入新的過渡來創建另一條通往最終狀態的路徑。

新過渡以開頭的 “？”開頭，代表任何字元。換句話說，我們在模式的開頭插入一個 “？”字

元，以便我們可以找到出現在奇數位置的模式。另外，雙字元算法必須處理長度不是2的倍數

的字元串模式。對於奇數長度的模式，我們還在模式的末尾插入“？”字元。最後，圖三和

圖六中的兩個狀態機可以合併在一起以形成一個新的狀態機，如圖七所示。我們稱新狀態機

為「雙路徑雙字元狀態機」。 

在圖七，每個模式都有兩條到達其最終狀態的路徑。使用新的狀態機，線程可以找到在偶

數或奇數位置發生的任何模式。圖八顯示了雙路徑雙字元算法的並行結構，該算法為每兩個

字元分配一個線程以遍歷雙路徑雙字元狀態機。每個線程在一個週期中讀取兩個字元，然後

跨兩個字元。在初始狀態下，每個線程從其起始位置開始通過兩個字元的路徑通過兩個路徑

穿越雙字元狀態機。因為每個線程都遍歷雙字元狀態機的兩條路徑，所以我們可以找到所有

模式，無論它們處於偶數還是奇數位置。而且，由於每個線程僅負責從其起始位置和下一個



 9 

位置匹配模式，因此當不存在有效轉換時該線程終止。當達到最終狀態時，將記錄匹配結果，

線程終止。例如在圖八中，第一個線程讀取“TA”和“CT”並到達最終狀態1，表明找到了

“TACT”，而第二個線程讀取了  “CT”和 “OE”到達狀態2和3，表示分別找到  “TOE”和 

“CTO”。 

 

圖六：Insert a “don’t care” character at the head of a pattern 

 

 

圖七：雙路徑雙字元狀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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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雙路徑雙字元狀態機的平行機制 

3. 狀態表壓縮 

最初，雙路徑雙字元算法的狀態轉換表存儲在二維陣列中，其中每一列代表狀態，每一行

代表轉換中的一對字元。換句話說，每行需要65,536（2562）列來存儲下一個狀態信息，這導

致了巨大的內存需求。例如，在我們的實驗中，將1,998條規則編譯為包含23,373個狀態的複

合狀態機。存儲狀態轉換表所需的內存高達5843.25兆字節（23,373 x 65,536 x 4字節），這在

GPU上實現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雙字元狀態機的狀態轉換表非常稀疏，所以我們建議使用完

美雜湊來壓縮二維狀態轉換表。圖九為我們所提出的架構，其中雜湊表存儲每個有效密鑰的

當前狀態和下一狀態信息。輸入鍵由兩個元素組成，當前狀態和輸入雙字元。完美的雜湊函

數為映射到雜湊表的輸入鍵計算索引。完美的雜湊算法具有以下重要特徵：如果有兩個具有

相同索引的不同鍵，則這兩個鍵必須在鍵表中的不同行中。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通過檢查鍵

的行而不是檢查整個鍵來驗證鍵的正確性。因此，我們只需要在雜湊表中存儲有效轉換的狀

態信息即可驗證輸入鍵的正確性。如果輸入鍵的當前狀態等於雜湊表中的當前狀態，則輸入

鍵為有效鍵，否則為無效鍵。如果輸入鍵是有效鍵，我們將檢索相應的下一個狀態信息以更

新當前狀態，否則，下一個狀態將更新為陷阱狀態並終止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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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完美雜湊的記憶體架構 

4. 實驗結果 

在本節中，將提出的雙字元字元串匹配（DCSM）算法與並行AC和PFAC進行比較。 實

驗是在基於Intel的工作站上進行的。 我們在各種設備上評估建議的DCSM，DPAC和PFAC算

法，包括Intel Xeon E5-1620 CPU（4個內核，頻率為3.60 GHz，每個內核有2個硬件線程），

Intel Xeon Phi 3120P MIC設備（56個內核，頻率為1.10 GHz，每個內核具有4個硬件線程），

以及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X GPU（Maxwell GM200，24個流處理器，工作頻率為

1.08GHz）。 採用了多種SIMD方法來加速算法，包括OpenMP [16]，OpenCL [15]和CUDA [13]。 

Clang-3.8 [6]和CUDA-8.0的NVCC用於編譯。 

首先，實驗結果表明，使用完美雜湊可以顯著減小狀態轉換表的大小，該大小足夠小以適

合處理單元的緩存。 Table I顯示了並行AC，PFAC和所建議方法的內存使用情況的比較。第

一列和第二列分別顯示模式數和字元數。第一組包含1,998個模式，總計41,997個字元。 Aho-

Corasick狀態機將為1,998個模式生成27,754個狀態，需要27 MB的二維表。 PFAC[5]建議使用

完美的雜湊函數壓縮二維表，僅需要0.217 MB即可存儲狀態轉換表。使用相同的完美雜湊函

數，建議的雙字元狀態機將生成23,373個狀態，並且需要0.229 MB的存儲狀態轉換表。對於包

含10,076個模式的大型集，AC和PFAC生成126,776個狀態，而所提出的雙字元狀態機僅生成

54,656個狀態（0.445 MB內存）。與PFAC相比，建議的雙字元減少70％的內存。實驗結果表

明，我們所提出的雙字元演算法顯著降低了大樣式集的記憶體需求。 

為了評估性能和負載不平衡的影響，我們生成了不同種類的輸入值和模式。 輸入的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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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文件是具有重複文本的256MB文本文件。 模式文件僅包含一個帶有不同數量``b''的模式。 

例如，給定輸入字元串``AbAbAbAb ...''和模式``b''，每個線程將找到模式``b''，因此每個線程

的平均匹配長度為1。 給定輸入字元串``AbbAbbAbbAbb ...''和模式``bb''，每個線程將找到模

式``bb''，因此每個線程的平均匹配長度為2。 

圖十顯示了平均匹配字元串長度下每種算法的吞吐量。 提出的DCSM算法優於傳統的AC

算法，但比PFAC算法差。 可能的原因是，快取比我們提出的算法更適合PFAC算法。圖十一

顯示了在MIC和GPU上執行的每種算法的吞吐量。當平均匹配字元串長度大於5時，提出的

DCSM算法優於PFAC。圖十二顯示了相對於PFAC算法在GPU上提出的算法的改進率。當平

均匹配長度為31時，所提算法的效率比PFAC算法高50％。但是，GPU應用程序的系統性能會

受到主機和設備之間數據傳輸總線的瓶頸的影響。表II顯示了具有不同世代版本的PCI Express

（PCIe）總線的頻寬[17]。由於匹配結果的大小是輸入緩衝區大小的兩倍，因此吞吐量被限制

為PCI Express總線帶寬的一半。圖十三顯示了在GPU上執行的PFAC和DCSM的系統吞吐量。 

由於PCIe總線的帶寬切斷了GPU內核的吞吐量，因此對於較短的字元串長度，提出的DCSM

算法具有與PFAC相同的系統吞吐量。圖十四顯示了我們提出的算法相對於PFAC算法在系統

性能上的改進率。系統性能的計算包括通過PCIe總線進行數據傳輸的時間。結果表明，當平

均匹配長度較短時，我們提出的算法具有與PFAC幾乎相同的性能。 

Table III顯示了與最新內存方法的比較，存儲器開銷定義如下： 

memory expense =  
𝑇𝑜𝑡𝑎𝑙 𝑚𝑒𝑚𝑜𝑟𝑦 𝑠𝑖𝑧𝑒 (𝑏𝑦𝑡𝑒𝑠)

𝑛𝑢𝑚𝑏𝑒𝑟 𝑜𝑓 𝑐ℎ𝑎𝑟𝑎𝑐𝑡𝑒𝑟𝑠
 

與最新技術相比，本計畫的DCSM可以將性能提高1.68至272倍。注意，對於大的模式集，

提出的DCSM在存儲器開銷上有顯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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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各演算法在CPU上的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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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各演算法在MIC與GPU上的效能比較 

 

圖十二：PFAC與DCSM上在GPU上的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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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各演算法的系統效能比較 

 

圖十四：DCSM與PFAC的系統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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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在本計畫中，我們提出了一種新穎的並行雙路徑雙字元匹配算法，以加速GPU上的精確字

元串匹配。我們還討論了針對該算法在各種SIMD設備上執行的幾種優化技術，包括CPU，MIC

和GPU。實驗結果表明，該算法在性能和記憶體需求方面均優於最新方法。未來將持續努力

將本計畫成果發表於期刊並釋放開源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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