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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网络分析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不仅需要网络分析工程师具备相当的网络知识，

并且对网络分析软件使用的熟悉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故障排查的效率

性和准确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网络分析，应该首先熟悉网络

分析软件的使用。对于初次使用网络分析软件的用户，可能就会存在许多疑问：怎

样使用网络分析软件捕获数据、通过网络分析软件能分析到什么信息，这些信息能

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信息等等问题。因此，针对初次接触科

来网络分析系统的用户，我们制作了快速入门指南，对科来网络分析系统的使用进

行了简单介绍，希望对初次使用该系统的用户有所帮助。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是科来全新打造的网络分析系统，采用了全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网

络分析引擎，提供海量数据采集和高性能实时诊断分析，并且采用了全新的 UI 界

面设计和新的分析理念。因此，熟练使用科来网络分析系统，将会大大提高用户的

网络分析效率。 

提示：关于科来网络分析系统的详细使用介绍，请参考《科来网络分析系统 用户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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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引导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引入了分析模式、网络档案和分析方案概念。打开系统，主界面

如下图所示： 

 

 

在系统的分析引导界面中，提供了分析模式选择、网络适配器选择，网络档案选择，

分析方案选择以及分析方案设置等分析前的常规设置。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分析任

务选择，新建或编辑相应的网络档案和分析方案。 

2.1 分析模式 

实时分析 

实时分析以网络适配器作为数据采集来源，实时捕获网络通讯的数据包，并提供实

时分析、实时诊断、实时报警等。 

回放分析 

回放分析以数据包存储文件作为第二分析数据源，提供历史问题回溯分析，并支持

原速和快速两种回放模式。 

2.2 选择网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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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和显示当前的网络适配器及其 IP 地址、每秒数据包数，并图形

化的显示当前网络适配器的流量趋势，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用于采集数据的网

络适配器。系统支持多网卡的数据采集，您可以同时选择多块网卡进行数据源的采

集。 

2.3 过滤器 

过滤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捕获数据，如果您需要捕获和分析特定的数据信息，您

可以设置过滤器，以排除不需要的数据。合理的设置过滤器不仅能够提高您的分析

效率，而且也能提高系统的分析性能。 

开始数据捕获前，双击分析方案或单击分析方案右键菜单，可进行数据捕捉过滤器

设置。 

2.4 媒介类型 

开始分析前，您可以在系统引导界面的配置信息区，设置媒介类型。 

系统科来网络分析系统默认提供了几种常见的媒介类型。您可以根据实际网络中使

用的通信机制不同，选择不同的传输媒介。如：Ethernet，802.11，Token Ring，

Raw IP，Cisco HDLC,PPP for POS,Cisco Fabric Path(CFP)。 

每个分析工程可以选择一种媒介类型，系统默认为 Ethernet。选择媒介类型后，系

统会根据选定媒介类型的协议规则对采集到的网络流量进行分析、统计和解码。 

  

媒介类型选择错误，会导致系统无法分析和统计出正确的网络通信情况。 

2.5 网络档案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出了全新的网络档案概念。网络档案用于保存某个特定网络的

分析配置信息，包括该网络的带宽，内部网络节点的分组配置，对应的名字表以及

针对该网络的警报设置。 

如果你使用科来网络分析系统在不同的网络位置进行实时抓包分析，你可以为每个

网络创建对应的网络档案。当回放一个或者多个来自外部网络的数据包文件时，你

也可以为其创建专门的网络档案，更有效更准确的分析相应的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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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提供了 4 个网络档案配置文件，用户可选择其中一个开始网络分析任务。

在实际的网络环境中，用户可以自定义配置和保存网络档案，以此保存网络环境中

的各项关键数据信息。此外，您可以单击右键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或者复制网络

档案，在后续的分析任务中，可直接调用新的网络档案进行分析。 

2.6 分析方案 

分析方案用于保存某个特定分析需求的配置信息，包括分析引擎的参数配置、加载

的高级分析模块以及每个高级分析模块的详细参数设置。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针对典型的分析使用场景内建了若干的分析方案供用户选择，每

个分析方案对应一个特定的分析需求。 

分析方案由若干分析设置集合而成，包括网络对象数据统计设置，分析模块设置，

诊断设置，日志设置，图表设置等。您可根据自己实际的分析任务，选择合适的分

析方案，这样，不仅能够提升系统分析性能，而且有助于提高您的分析效率。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方案功能。一个分析方案可由多个分析模块组

成，系统提供自定义分析方案，您可以根据实际分析需求新建分析方案，也可编辑

和修改系统初始的分析方案，可自定义添加或删除不同的分析模块，以达到最佳的

分析结果。不同的分析方案提供不同的视图表现和数据组合。 



 
 

分析引导 

 

 

版权所有 © 2003 – 2020 成都科来软件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5 

 

 

 

在上图中，单击右键，将会弹出“编辑”、“新建”、“副本”以及“删除”菜单

选项，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对分析方案进行自定义操作。 

 全面分析 

全面分析方案针对网络全局、单个网络对象、网络应用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分

析和统计，包括通讯流量、会话、协议、常规的通讯参数等所有数据。 

 安全分析 

安全分析方案主要是进行疑似蠕虫病毒分析、TCP 端口扫描分析、疑似 ARP

攻击分析、可疑会话分析、疑似发起 DoS攻击分析和疑似受到DoS攻击分析。 

 HTTP 应用分析 

HTTP 应用分析方案主要分析 HTTP 应用的流、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流量、诊断

HTTP 网络应用的故障与性能。 

 邮件应用分析 

邮件应用分析方案主要针对基于 SMTP 及 POP3 协议的 Email 应用流量统计

与故障诊断分析。 

 DNS 应用分析 

DNS 应用分析方案主要分析 DNS 网络应用、诊断 DNS 网络应用故障、性能

并对 DNS 做日志记录的保存。 

 FTP 应用分析 

FTP 高级分析分案主要针对 FTP 网络应用进行流量统计、日志记录与故障诊

断。 

 VoIP 应用分析 

VoIP 分析方案主要针对网络应用中的 VoIP 呼叫进行流量统计、日志记录和

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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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开始分析 

分析工程是分析任务的载体，它包括数据源，网络环境，过滤器，分析方案和分析

结果，其中的分析方案是整个分析工程的重点。用户是通过启动分析工程来实施一

个分析方案。 

工程可以被理解为一次分析任务。捕获数据之前，用户需要创建一个新工程。系统

在启动时默认创建一个新工程，用户也可以在标题栏中单击“新建工程”（快捷键：

Ctrl＋N）进行手动创建新工程。 

我们必须要对网络中的数据包进行捕获，然后才能分析整个网络，才能了解当前的

网络状况。通常，在引导界面中设置好分析参数后，就可以单击“Start”按钮开

始捕获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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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体布局 

开始捕获数据包后，此时显示的是科来网络分析系统的主界面，如下图。 

 

 

在产品主界面中，主要由 6 个部分构成：标题栏、功能区、节点浏览器，主视图区、

警报浏览器以及状态栏。 

 标题栏：提供系统菜单命令、显示分析工程及应用的分析方案。 

 功能区：包括分析、系统、工具以及视图 4 个页面，详见功能区介绍。 

 节点浏览器：提供协议端点、物理端点、IP 端点和 VoIP 浏览器进行节点数据

过滤及快速定位。 

 主视图区：包括图表、概要统计、诊断、物理端点、IP 端点、物理会话、IP

会话、TCP 会话、UDP 会话、进程、应用、客户端、VoIP 呼叫、端口、矩阵、

数据包、日志以及报表视图。 

 警报浏览器：创建、删除在线警报以及显示警报状态及信息，默认为隐藏状态。 

 状态栏：工程状态栏，包括显示分析方案、采集数据的网络适配器、过滤器状

态、捕获时间以及捕获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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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标题栏 

标题栏除了显示当前的分析工程以及使用的分析方案外，单击标题栏左边的

按钮，将显示系统菜单，下面的表格是菜单命令以及相应说明： 

命令 快捷键 描述 

新建 Ctrl+N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最近打开的工程文件  
显示最近使用的工程文件，用户可以快速的打开

这些历史文件 

导出数据包  导出缓存中的数据包，保存到本地磁盘 

定时分析  到达指定时间时，系统自动捕获数据并进行分析 

全局配置导入导出…   

导入配置  
导入用户自定义的网络档案、分析方案、网络适

配器等配置信息 

导出配置  
导出用户自定义的网络档案、分析方案、网络适

配器等配置信息，方便下次重新调用 

打印... Ctrl+P 打印当前的工程视图数据 

打印预览   预览打印效果 

打印设置...   设置打印时的选项  

资源…   访问产品相关资源 

科来主页  快速访问科来官方网站 

网络分析论坛  网络分析社区交流 

科来博客  快速访问科来博客主页 

产品…   产品授权 

产品授权  重新设置产品授权与激活产品 

更新  检查更新版本 

关于  显示产品版本信息和版权信息  

关闭   关闭当前的分析任务 

系统选项   系统全局选项设置 

退出系统   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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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功能区 

系统功能区包括了分析、系统、工具以及视图 4 个页面，分析栏的显示界面如下图： 

 

分析栏中，包括数据包捕捉、网络档案设置、分析方案设置、数据存储设置、全局

仪表盘以及数据包缓存状态显示，您可以从该栏中进行各项分析设置、快速查看网

络全局利用率、每秒数据包、网络流量趋势以及数据包缓存状态等信息。 

而在系统页面中，则包括了系统配置、资源、产品信息，其界面如下图： 

 

 

您可以在系统页面中进行系统选项配置，包括协议解码器以及定时分析设置，此外，

可以快速访问科来官方网站、CSNA 网络分析社区，重新注册、激活产品等。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同样免费提供了 5 个网络小工具：Base64 编解码工具、科来

Ping 工具、MAC 地址扫描器、数据生成器以及数据包播放器，您可以在工具页面

中打开运行这些小工具并可自定义添加常用网络工具，如下图： 

 

 

在功能区的视图页面中，提供了物理地址及 IP 地址的显示格式选择以及节点浏览

器、警报视图、在线资源页面的显示或隐藏选择，如下图： 

 

 

3.3 节点浏览器 

节点浏览器可以按协议浏览、按物理端点浏览、按 IP 端点浏览、按 VoIP 通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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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浏览、按进程浏览、按应用浏览、按客户端浏览这 7 类方式，实时的反映网络中

出现的协议、主机及该主机的物理地址和 IP 地址，主机当前是否正在通讯和通信

进程。如下图。 

 

节点浏览器以树状层级方式显示当前通讯的网络协议、物理地址、IP 地址和进程。

通过节点浏览器，您可以快速定位和查看节点数据信息，如查看某个 IP 组信息、

某个 VLAN 信息，单个 IP 地址、物理地址或协议的信息。 

3.4 主视图区 

系统所有分析、诊断以及统计数据均在主视图区显示，主视图区包括概要统计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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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统计视图、协议统计视图、会话统计视图、矩阵视图以及数据包解码视图。点

击相应的视图标签，则可以查看相应的网络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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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图表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了强大的自定义图表配置以及灵活的图表视图布局。 

系统默认提供了多个图表面板，您可以自定义添加图表面板，每个图表面板又可任

意添加新的图表。除了添加全局的图表，您还可以从多个视图中对选中的网络对象

进行图表创建并在图表视图中进行显示。 

通过灵活的设置图表，您可以更直观的对所关心的网络对象和应用的重要流量参数

进行实时的监控。系统图表视图如下图所示： 

 

 

概要统计 

概要统计视图对网络流量及常见网络应用进行详细的统计显示。通过概要统计视图，

您可以快速的查看当前的网络流量、数据包大小分布、TCP 通讯情况、HTTP 通

讯、DNS 通讯等多种类型的数据统计。 

此外，配合节点浏览器的使用，您可以快速查看单个网络对象或对象组的概要统计

信息。在节点浏览器中选择某个网络对象，系统会自动过滤出该对象的统计数据，

能极大的提高您的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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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了全新的诊断视图布局，分为诊断分层、诊断发生地址以及

详细事件描述 3 个分隔子窗口，您可以非常方便和直观的查看到当前网络中发生的

网络事件。诊断模块同样严格遵循 OSI模型对网络事件进行分层显示，目前产品

支持四个层次的故障诊断：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 

诊断视图中，您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 

 每条诊断的参考信息，提供该诊断的描述，存在原因与解决方法。 

 每个诊断信息提供关联的 Top N 主机排行显示。可直观得到每个诊断事件是

由哪些主机触发。 

 与主机关联的诊断事件日志，帮助您更迅速的发现问题主机。 

 与事件相关的数据包挖掘，您可以双击某条诊断日志弹出该日志相关的数据包

通讯，快速分析问题。 

系统诊断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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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协议视图提供全局的协议统计，遵循 OSI 七层协议分析，根据实际的网络协议封

装顺序，不同的协议赋予不同的色彩，层次化的展现给用户，并且，能够单独统计

每一个层次下所使用的协议，方便用户查看。 

协议视图下方提供了物理端点与 IP 端点子视图，选择某个协议后，在子视图中会

显示使用该协议的物理地址或 IP 地址的端点流量统计。 

通过协议视图对各协议占用流量及百分比的统计，您可以得出当前网络中占用流量

最多的协议，即当前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服务类型；并帮助您排查网络速度慢、

邮件蠕虫病毒攻击、网络时断时续以及用户无法上网等网络故障。 

协议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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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端点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了全新的物理端点视图，按 MAC 地址类型统计网络中物理

端点之间的通讯情况，物理端点视图统计参数多达 46 种，您可以自定义显示统计

参数，也可以按每个参数进行排序显示。 

物理端点视图中，增加了物理会话子视图，方便您查看每个物理端点详细的通讯会

话信息。 

物理端点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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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端点 

IP 端点视图按 IP 类型统计 IP 地址之间的通讯情况。与物理端点视图类似，IP 端

点的统计参数同样可以提供自定义统计参数显示以及按参数大小排序。 

通过 IP 端点视图，您可以快速找定位通讯量最大的 IP 节点和物理节点，可以清楚

地得出当前网络中所有主机（包括某个网段、某个 VLAN、某个 IP）的具体流量占

用情况，如总流量最大的主机、发送流量最大的主机、接收流量最大的主机、收发

数据包数最多的主机、发送数据包最多的主机、接收数据包最多的主机、内部流量、

以及广播流量最大的主机等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您可以确定网络中是否广播/组播风暴，并帮助您排查网络速度慢、

网络时断时续、蠕虫病毒攻击、DOS 攻击、以及无法上网等网络故障。 

IP 端点视图包括 IP 会话、TCP 会话、UDP 会话 3 个分隔子窗口，您可以非常方

便的查看每个 IP 端点关联的会话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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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会话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全新的物理会话视图，详细统计网络中物理地址之间的通讯

会话情况。 

物理会话视图提供了详细的会话参数统计，包括通讯节点、通讯持续时间、通讯流

量、通讯数据包个数、发送流量、接收流量、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包等丰富的数据

信息。 

物理会话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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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会话 

IP 会话视图详细统计了 IP 地址间的通讯会话情况。通过查看每条会话，我们可以

分析其源地址、目标地址、会话时间、会话流量、收发的数据包及这些数据包的大

小等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快速分析出当前网络中某个会话的通讯情况。 

IP 会话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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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会话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了详细的 TCP 通讯会话分析。通过 TCP 会话视图，您可以

详细的了解到每个 TCP 通讯连接的会话情况。 

通过分析 TCP 会话，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分析网络中的安全隐患，如网络明文传输、

扫描型蠕虫病毒、DDOS 攻击等。在 TCP 会话视图中，包括了数据包、数据流以

及时序图 3 个子视图窗口，您可以详细查看某条会话的原始通讯数据包、TCP 的

数据流重组以及TCP连接的时序图，有效的展现TCP连接通讯双方的SYN和ACK

响应状态，帮助您更容易理解 TCP 通讯内容和直观地发现问题。 

TCP 会话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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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会话 

与 TCP 会话类似，UDP 会话视图详细展现了网络中的 UDP 通讯情况。 

通过对 UDP 会话的分析，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网络中的蠕虫病毒、DDOS 攻击

等安全问题，UDP 会话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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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系统提供了本机进程分析视图，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分析本地计算机的进程通信情况。

详细信息包括：数据包、字节数、每秒字节、每秒位、每秒数据包、接收字节、接

收数据包、发送字节、发送数据包、发送/接收(字节)比率、对于进程的应用程序安

装目录等。 

分析视图如下图所示： 

 

 

选中某一条进程后，可以在其子视图中查看该进程使用的通信协议，也可以分析该

进程的详细 TCP 和 UDP 会话情况。 

应用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以应用为对象，进行网络通讯数据的分析和统计。通过应用

视图，我们可以知道当前网络中各应用流量情况，并且在关联的子视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各应用的通讯协议、TCP 和 UDP 会话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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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以终端应用程序为对象，进行网络通讯数据的分析和统计。

通过客户端视图，我们可以知道当前网络中各终端应用程序的流量情况，并且在关

联的子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终端应用程序的通讯协议、TCP和UDP会话情况。

通过客户端视图，您可以快速分析当前网络中终端应用程序的运行情况，以及是否

有非法应用程序访问等。 

客户端视图，如下图所示： 

 

 

VoIP 呼叫 

VoIP 呼叫视图用于实时显示网络中的 VoIP 呼叫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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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 呼叫视图如下图所示： 

 

 

端口 

端口视图用于实时显示网络中的端口流量统计信息，统计的端口包括 TCP 端口和

UDP 端口。 

端口视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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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矩阵视图用于实时显示网络通讯的节点和会话信息。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来查

看矩阵视图，矩阵类型有物理矩阵和 IP 矩阵两种，同时只能选择查看一种类型的

矩阵。 

 物理：根据物理地址（MAC 地址）节点显示矩阵内容。  

 IP 地址：根据 IP 地址节点显示矩阵内容。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默认提供了 TOP 100 物理会话矩阵与物理节点矩阵以及 TOP 

100 IPv4 会话矩阵与 IPv4 节点矩阵。您可以通过矩阵视图工具栏的“添加矩阵”

按钮自定义矩阵显示。 

矩阵视图如下图所示： 

 

 

数据包 

在数据包视图中，我们可以详细查看网络中原始的数据包通讯情况，系统对每个数

据包进行详细分析和界面，包括：概要解码，字段解码，十六制解码。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实时捕捉、实时解码功能，对捕获到的每个数据包进行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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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解码，帮助您快速分析网络通讯，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数据包视图包括概要解码、详细字段解码、HEX 解码以及 ASCII

解码。您也可以通过详细的字段解码分析原始的数据通讯，以帮助您快速定位可疑

的网络数据包。此外，概要解码中的解码列字段可以帮助您进行数据包之间的解码

对比。通过对数据包的详细解码分析，即便是精心伪造的网络攻击、欺骗数据包在

这种模式下也无所遁形。 

日志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常见网络应用的日志显示及保存。每个日志由相应的分析模

块提供，是否显示该日志由分析方案的设置决定。日志包括以下类型： 

 全局日志 

 DNS 日志 

 Email 日志 

 HTTP 日志 

 FTP 日志 

 VoIP 信令事件日志 

 VoIP 呼叫日志 

系统提供全局日志汇总显示，将各应用分析方案提供的日志汇总显示，也可单独显

示某种类型的日志，方便您发现数据关联，帮助网络问题排查。日志视图如下图所

示： 



 
 

整体布局 

 

 

版权所有 © 2003 – 2020 成都科来软件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26 

 

 

 

报表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丰富的报表定制，可以帮助您生成各种统计数据的报表。并

且，您可以配合节点浏览器的选择，自定义生成各种网络对象的报表显示。 

此外，您可以自定义报表显示，可指定报表中的公司标识，名称，报表前缀，创建

人员和生成时间。还可以指定 TOP-N 类型的显示数量。 

报表输出存储类型支持常见的 PDF 电子文档，MHT 复合文档和 HTML 格式文档，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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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警报浏览器 

系统提供实时全局实时警报，以醒目的方式提醒管理员当前警报。并在主视图右下

角显示当前触发的警报数量。 

您可以按照安全、性能、故障 3 种类型自定义创建各种警报，并且可从多个视图

中对选中的网络对象进行警报创建及警报日志自动保存。 

每种警报有以下属性： 

 警报对象。 

 警报类型（安全，性能，故障），严重程度（信息，通知，警告，错误）。 

 丰富的警报统计数据来源。 

 设置警报进入条件。 

 设置警报解除条件。 

 TOP10 流量统计（触发警报时各种 TOP10 流量的统计快照）。 

系统警报浏览器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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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状态栏 

系统提供全局状态栏显示，状态栏包括以下信息： 

 当前分析模式与分析方案名称 

 网络适配器或回放文件再选择及状态显示 

 数据包捕捉过滤器状态显示与设置 

 工程数据统计，包括持续时间，包捕捉过滤统计 

 警报状态显示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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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如下图所示： 

 

在状态栏中单击网络适配器，进入网络适配器选择界面；单击过滤器图标，进入过

滤器设置界面；单击警报浏览器图标，打开警报浏览器，进行警报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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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方案设置 

分析方案设置提供网络数据捕捉前的捕获条件及其它常规设置。用户在进行数据包

捕获的时候，可以自定义分析对象设置，数据包显示缓存设置、过滤器、网络事件

的诊断设置、日志设置、日志保存、数据包保存以及分析视图显示设置。分析方案

设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分析方案设置 

设置分析方案的分析模块。 

 分析对象设置 

主要设置是否开启需要分析和统计的网络对象。 

 诊断设置 

自定义需要诊断的网络事件，对网络内的错误信息或故障信息进行自动提示。   

 分析视图设置 

分析主视图区的关闭/显示设置以及视图显示顺序设置。 

 数据包显示缓存设置 

主要设置数据包显示缓存大小。 

 数据包过滤器 

设置数据包捕捉过滤器。 

 数据包保存 

设置数据包的自动保存。 

 会话筛选器 

设置会话筛选，以捕捉分析特定的会话数据。 

 日志设置 

设置是否开启日志分析模块，以统计和分析常见的应用日志。 

 日志保存 

设置网络应用日志的自动保存。 

4.1 分析方案设置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提供多个面向不同分析业务的分析方案，每个分析方案，提供不

同的分析模块，在分析方案设置页面中，提供分析方案所加载分析模块的自定义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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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页面仅建议高级用户使用，一般情况下，使用系统默认设置即可。 

 

此设置页面仅在开始数据捕捉前显示，即在系统开始页面中编辑修改分析方案时有

效；如果系统已经开始捕捉数据，单击主界面的分析方案设置时，将不能修改分析

方案的分析模块。 

4.2 分析对象 

在分析对象设置对话框中，用户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开启分析对象的统计和分析、分

析对象的协议明细统计以及分析对象的数量设置。分析对象包括：网络协议、物理

地址、本地 IP 地址、远程 IP 地址、物理地址组、IP 地址组、物理会话、IP 会话、

TCP 会话、UDP 会话、VoIP 呼叫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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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对象设置对话框中，您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不需要分析的分析对象以及该分

析对象的协议统计明细，并且，您可以设置每个分析对象的最大数量。如：当您在

分析对象选项中关闭 IP 地址组统计，系统则不会统计所有 IP 地址组的通讯信息，

即当您的节点浏览器中选择某个 IP 地址组时，IP 端点视图中，该 IP 地址组的所

有通讯参数为 0；如果您打开 IP 地址组选项，而关闭其分析协议明细，则不会统

计 IP 地址组的协议明细，即当您在节点浏览器中选择某个 IP 地址组的时候，其协

议视图为空；如果您关闭分析对象中的物理会话，那么，系统将不会统计和分析网

络中的所有物理会话，如果您打开物理会话而关闭物理会话的分析协议明细，那么

将不会统计通讯协议的物理会话细节，即当您在节点浏览器中选择某个二层通讯协

议（如 ARP）的时候，其物理会话视图为空。 

4.3 诊断 

诊断设置中，包含了系统内置的所有诊断事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网络情况，更

改诊断事件的设置，如类型、颜色、严重程度、条件阀值等。如果不想进行诊断的

事件，用户也可以在列表中，取消该事件的诊断应用。 

诊断设置中，所有的诊断事件都是以协议层来分类，即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这样我们对于网络出现的故障，我们便能很快判断出是网络的哪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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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问题。系统对每个诊断事件都提供了事件描述、可能发生的原因，以及可采取

的解决方案，这些信息对故障的排除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对于诊断设置中的配置，我们可以通过导入导出来与其他人员共享；如果设置混乱

了，您也可以采取恢复默认值。 

 

 

诊断设置对话框中，按 OSI 模型层次化的列出了系统支持的所有的诊断事件，用

户可以在该对话框中对每种事件的属性进行设置，并且，可以查看每种事件的描述

以及提供的参考解决方法。 

4.4 分析视图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默认有 16 个主视图区用于网络统计、分析及诊断数据的输出显

示，用户可以根据使用习惯自定义开启/关闭视图显示或调整视图显示顺序，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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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隐藏视图 

如果您不关心某种类型的数据输出，在此对话框中，您可以不勾选对应的复选框，

在系统主界面中，将不会显示该视图；系统默认开启所有分析视图。 

设置视图显示顺序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分析视图的显示顺序，选择某个视图，单击“上

移”或“下移”按钮，即可调整视图的显示顺序。 

在系统主界面中，您可以直接关闭某个视图的显示，如果需要再次开启，则需要打

开此对话框，重新勾选即可。 

 

不同的分析方案，其加载的分析主视图会有所不同，请以实际选择的分析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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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据包显示缓存 

数据包显示缓存设置对话框主要对数据包显示缓存大小进行，其界面如下图。 

 

 

数据包显示缓存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会将捕获到的数据包进行分析后，将数据保存在缓冲器中，数据

包显示缓存在网络分析中可以起到高速缓冲存储数据的作用。只有当设置数据包保

存时，才将缓冲区的数据保存在硬盘上。 缓冲区的设置大小取决于所需要数据的

多少和计算机内存的大小。缓冲区的大小应该低于一半的可用物理内存，系统默认

为 128MB 的缓冲区，如果数据流量较大时可以增加。  

当缓存装满时，可选择以下处理方法：  

 丢弃旧数据包 （循环使用） 

当被捕捉的数据包数量达到您设定的最大值时，本系统将会丢弃缓存中最早保

存的数据包，然后添加新的数据包。 

 丢弃新捕获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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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捕捉的数据包数量达到您设定的最大值时，新捕获的数据包将在被分析模

块分析后被丢弃而不会被保存在缓存中。 

 丢弃所有旧的数据包 

当被捕捉的数据包数量达到您设定的最大值时，本系统将清空缓存然后再添加

新的数据包。 

 停止捕捉或回放 

当缓存满时，停止数据的捕捉或回放。 

系统默认以丢弃最早的数据包为缓存装满时的处理方式，因此，数据包显示缓存的

大小将会影响数据包视图的数据包显示，当捕捉数据超过显示缓存大小时，最早捕

获的数据包将被丢弃，数据包视图将只显示最新的捕获数据。 

TCP 会话分析缓存 

TCP 会话分析缓存主要是用于保存 TCP 会话的流分析数据包。当您在 TCP 会话

视图中双击一条 TCP 会话，就可以打开 TCP 会话的流分析窗口。 

4.6 数据包过滤器 

在进行数据捕获之前，您可以在分析方案设置中设置数据包捕捉过滤器。关于数据

包过滤器的详细设置，请查看后续章节详细介绍：过滤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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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据包保存 

默认情况下，系统没有开启数据包存储功能，如果需要自动保存数据包，请在分析

方案设置的“数据包保存设置”对话框中事先进行设置。 

下图中，选择“自动保存数据包文件”复选框，可以进行数据包文件存储设置： 

 限制数据包为××字节：可以自定义设置只保存每个数据包的××字节大小。  

 单个文件：将数据包以单个文件形式保存。  

 多个分割文件：按时间或大小将数据包分割保存。（建议采用）  

 文件存储路径：数据包文件存储路径设置，此处不可修改，如果需要更改路径，

需要在分析服务器进行修改。 

 基本文件名：设置保存数据包文件的基本文件名。  

 文件分割间隔：自定义按时间（天/小时/分钟）或按文件大小（GB/MB/KB）

进行保存。 

 保存文件个数：设置保留所有或部分分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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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会话筛选器 

在数据捕捉停止的情况下，您可以设置会话筛选器，以捕捉分析特定的会话数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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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日志设置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多种常见网络应用的日志记录与保存，包括诊断日志、MSN

日志、Yahoo 日志、DNS 日志、HTTP 请求日志、E-mail 信息日志、FTP 传输日

志、全局日志、VoIP 信令事件日志和 VoIP 呼叫日志。用户可以在此对话框中选

择需要开启和记录的日志类型，不同的分析方案启用的日志对象有所不同，全面分

析方案默认启用全部日志，如下图。 

 

 

此外，你可以设置每种日志类型的显示缓存大小及导出日志设置，如果您在日志对

象设置中不勾选某种类型的日志，系统将不会对该日志进行统计和分析，日志视图

中，看不到该日志的输出；在导出日志设置中，如果不勾选某种类型的日志，如

MSN 消息日志，那么，在进行日志文件自动存储时，将不会存储 MSN 消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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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日志保存 

系统提供诊断日志、邮件日志、HTTP Apache 日志、HTTP 扩展日志、文件传输

日志、VoIP 信令事件日志和 VoIP 呼叫日志等 11 种类型的日志分析与保存。如果

需要保存某些特定类型的日志，需要事先在日志设置对话框的导出日志设置中选择。 

 存储路径：与数据包存储类似，可自定义修改存储路径，存储文件可设置 log

文件或 csv文件。 

 文件分割间隔：按文件大小（MB/KB）或按时间（天/小时/分钟）进行分割。 

 保存文件个数：设置保留所有或部分分割文件。 

设置成功后，将自动在存储路径下建立对应的日志文件夹并自动存储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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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管理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可以对捕获的数据包文件进行有效管理。 

5.1 数据包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对工程中单个和多个数据包以特定的格式保存，同时也可以

导入多个数据包文件。 

导出数据包 

单击工具栏中数据包缓存状态显示旁的“导出”按钮，或者在主视图区的数据包视

图的工具条中，单击“导出”，则可以将捕获的数据包导出保存。 

 

 

对于捕获数据的保存，你也可以将数据内容导出到一个特定格式的文件。科来网络

分析系统除了支持基本的 cscpkt 格式的文件，也支持通用的 Sniffer、Omnipeek

等工具的文件格式。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以下类型的数据包格式： 

 Accellent 5Views Packet File（*.5vw） 

 Colasoft Packet File(V3)(*.rapkt) 

 Colasoft Raw Packet File(*.rawpkt） 

 Colasoft Raw Packet File (v2)(*.rawpkt） 

 EtherPeek Packet FileV9）（*.pkt） 

 HP Unix Nettl Packet File（*.TRCO;TRC1） 

 Libpcap（Wireshark，Tcpdump,Ethereal,etc.）（*.cap;*pcap） 

 Wireshark(Wireshark,etc)(*.pcapang;*pcapang.gz;*.ntar;*.ntar.gz) 

 Microsoft Network Monitor 1.x 2.x（*.cap） 

 Novell LANalyer（*.tr1） 

 NetXRay2.0,and Windows Sniffer（*.cap） 

 Sun_Snoop（*.Sn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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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Network Traffic Capture（*.cap） 

 

导入数据包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多种通用数据包格式的回放导入和分析，你可以在引导界面

中选择“回放分析”模式导入数据包文件，如下图。 

 

 

单击“添加”按钮选择需要导入分析的数据包文件，在进行回放分析之前，您可以

设置过滤器来分析特定的数据。并且，回放分析同样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案、

网络档案以及多种回放速度，在设置相关的条件后，单击“开始”打开相应的分析

方案，就可以开始数据包的导入了。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支持导入回放的数据包格式如下： 

 Accellent 5Views Packet File（*.5vw） 

 Colasoft Packet File（*.cscpkt;*rapkt;*.rawpkt;*.cacproj） 

 EtherPeek Packet File（V7/V9）（*.pkt） 

 HP Unix Nettl Packet File（*.TRCO;TRC1） 

 Libpcap（Wireshark，Tcpdump,Ethereal,etc.）（*.cap;*pcap） 

 Wireshark(Wireshark,etc)(*.pcapang;*pcapang.gz;*.ntar;*.ntar.gz) 

 Microsoft Network Monitor 1.x 2.x（*.cap） 

 Novell LANalyer（*.t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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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Instruments Observer v9.0（*.bfr） 

 NetXRay2.0,and Windows Sniffer（*.cap） 

 Sun_Snoop（*.Snoop） 

 Visual Network Traffic Capture（*.cap） 

 

5.2 数据存储 

科来网络分析系统的数据存储包括数据包文件存储日志文件存储，系统默认禁用了

数据存储功能，如果需要进行数据自动保存，在分析方案设置中，提供了数据存储

设置： 

 

 

在开始进行数据捕捉前，双击分析方案，或选择分析方案的右键“编辑”菜单，可

打开分析方案设置对话框进行数据存储设置，此外，您也可以在产品主界面功能区

进行数据存储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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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文件存储 

数据包存储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数据包存储设置： 

默认情况下，系统没有开启数据包存储功能，选择“自动保存数据包文件”复选框，

可以进行数据包文件存储设置： 

 限制数据包为××字节：可以自定义设置只保存每个数据包的××字节大小。  

 单个文件：将数据包以单个文件形式保存。 

 多个分割文件：按时间或大小将数据包分割保存。（建议采用） 

 文件存储路径：数据包文件存储路径设置，此处不可修改，如果需要更改路径，

需要在分析服务器进行修改。  

 基本文件名：设置保存数据包文件的基本文件名。  

 文件分割间隔：自定义按时间（天/小时/分钟）或按文件大小（GB/MB/KB）

进行保存。 

 保存文件个数：设置保留所有或部分分割文件。  

日志文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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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存储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日志文件存储设置： 

系统提供诊断日志、邮件日志、邮件副本、HTTP Apache 日志、HTTP 扩展日志、

文件传输日志、MSN 消息日志、Yahoo 消息日志、全局日志、VoIP 信令事件日志

和 VoIP 呼叫日志共 11 种类型的日志保存。 

 存储路径：与数据包存储类似，存储路径不可修改，如果需要更改路径，需要

在分析服务器中修改。  

 文件分割间隔：按文件大小（MB/KB）或按时间（天/小时/分钟）进行分割。  

 保存文件个数：设置保留所有或部分分割文件。  

设置成功后，系统将在设置的存储路径下建立对应日志文件夹并自动存储日志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