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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手册主要介绍 NetInside 网络性能管理平台（简称 NetInside TTRA）的基本配置

和使用。通过阅读本文档，用户可以了解如何正确地配置和使用 NetInside TTRA，并进

行系统管理。 

本章内容主要包括： 

本文档的用途 

阅读对象 

本文档的组织结构 

如何联系 NetInside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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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档目的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配置和使用 NetInside TTRA 系统，包括初始化配置，产品序列

号和授权号激活，工作组和应用定义，重启 web 服务，设备管理等常见操作，以及系统监

控和分析功能介绍等内容。 

1.2 读者对象 

本安装手册适用于具有基本网络知识的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阅读，通过阅读本文

档，他们可以独自完成以下一些工作： 

NetInside TTRA 的系统信息配置 

NetInside TTRA 的激活 

NetInside TTRA 的基本对象定义 

NetInside TTRA 的设备管理 

NetInside TTRA 监控和分析使用 

1.3 文档组织 

本文档包括以下章节及其主要内容： 

前言：介绍本安装手册的读者对象、文档组织及技术支持信息。 

系统说明：介绍 NetInside TTRA 系统结构布局，包含菜单栏、时间控制栏和功能栏

等内容。 

系统配置和管理：介绍 NetInside TTRA 系统配置，包括 IP 地址、内部地址列表，设

备序列号和许可导入方法，定义应用和工作组的方法，如何重启 web 服务以及如何重启或

关闭设备。 



 

技术类文档 

12 / 169 

仪表板：介绍 NetInside TTRA 提供的实时大屏监测功能。 

网络回溯：介绍 NetInside TTRA 对网络的回溯分析功能。 

数据分析：介绍 NetInside TTRA 的数据分析功能。 

关联分析：介绍 NetInside TTRA 的关联分析功能。 

高级分析：针对 NetInside 系统中高级分析功能进行介绍，包括告警分析、数据包下

载管理、分析报告管理等。 

1.4 技术支持 

NetInside 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在线文档、疑难解答等全方位支持。 

技术和服务咨询微信公众号 

数字化性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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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说明 

2.1 菜单栏 

菜单栏根据系统功能分类，提供二级下拉选项，使用者只需点击对应标题即可进入功

能页面。如下图： 

 

以下是菜单栏的详细描述。 

2.1.1 仪表板 

为了直观动态展示不同角色关注的监控对象，NetInside TTRA 特意设计出大屏展示

功能，让各部门单位负责人实时把握网络性能状态。主要包括领导驾驶舱、业务中心监

控、应用系统监控、网络运维监控及安全运维监控等。 

2.1.2 网络回溯 

网络回溯菜单主要对网络性能、网络流量、流量组成等方面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回溯分

析。 

主要包括的功能子菜单有：网络流量实时监测、总流量仪表板、主机关系透视图、节

点关系透视图、流量组成及 TOP 信息、网络性能监测分析、端到端网络质量监控分析、监

控口流量分析、主机详细数据分析、单个 IP 地址性能与访问分析、链路和站点分析、节点

及站点详细数据分析、网段详细数据分析、会话详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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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菜单对网络中的各个单元逐一深度分析，以大量精细的数据来告知用户网络

的性能状况。 

主要包括的功能子菜单有：主机数据分析、节点数据分析、网段数据分析、会话数据

分析。 

2.1.4 关联分析 

关联分析菜单对主机、节点、网段等方面实时监控并深度关联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快

速掌握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主要包括的功能子菜单有：主机信息深度关联分析、节点及站点信息关联分析、网段

数据深度关联分析。 

2.1.5 高级分析 

高级分析是 NetInside 系统更具有深度和全局性分析能力的组成之一，包含了大量的

智能化、高可用性、易用等特色的功能。 

主要包括的功能子菜单有：告警信息、数据包下载、报告管理、详细功能链接及端口

查询器等等。 

2.1.6 配置管理 

包括系统配置、系统管理、个人设置和登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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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间控制栏 

NetInside 系统分析当前时间段内的信息。因此，时间选择与整个系统功能相关联。

时间控制栏提供了便捷的时段选择方式。 

 

时间控制栏主要分两种操作方式： 

 右侧快捷选择时间； 

 左侧自定义选择详细日期与时间。 

2.3 功能栏 

NetInside TTRA 系统的监控和分析界面中涉及大量的可操作性和可选择性功能，这

些功能均通过简明扼要的图标区别显示。 

以下是图标功能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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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图标功能说明 

图标 名称 功能说明 

 

左键单击 该视图中的项可以左键单击展示该项详细数

据 

 

左键双击 双击当前页面子项，可以展开显示更多信息 

 

右键选择 当前页面可以右键操作，参考“右键菜单” 

 

业务交易数据包下载 在当前 URL 地址栏上右键可以下载应用数据

包 

 

浏览器中打开链接 在当前 URL 地址栏上右键可以在浏览器中打

开该链接 

 

瀑布图 在当前 URL 地址栏上右键可以在瀑布图中查

看 

 

服务器/客户端场景切换 点击可选择服务器/客户端场景切换 

 

单项选择 点击展开，可根据需求选择性显示，只能选择

一项 

 

多项选择 点击展开，可根据需求选择性显示，可以选择

多项 

 

排序指标选择 根据需求选择当前页面视图的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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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粒度选择 点击可以选择当前页面视图的时间粒度，目前

可选 1m、5m、1h、1d 

 

Top 数量选择 点击选择当前页面视图显示的 Top 数量 

 

监控场景切换 在应用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切换相应

数量应用场景 

 

大小放缩 用于拖动图表窗口大小 

 

时间放缩 用于拖动选择图表内时间范围，自动放缩到选

择的时间区域，一般用于曲线图 

 

折叠视图 点击折叠该视图 

 

关闭视图 点击关闭该视图 

2.3.2 实时监测控制 

实时监测控制按钮启动和关闭系统实时监测功能。使用者可自由选择开启或关闭实时

监控功能，同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填写实时刷新的时间间隔。 

默认实时监控时间间隔为 60 秒。 

 

如图所示：可以自定义输入实时监控刷新时间（单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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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颜色为绿色时表示系统已开始实时刷新数据；按钮颜色为红色时表示系统停止实

时刷新数据 

2.3.3 全屏显示 

全屏显示按钮提供监控系统页面全屏显示功能，用户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可选择监控

界面全屏显示。 

 

点击如图所示图标即可将当前页面全屏展示，按 ESC 退出全屏。 

2.3.4 右键菜单 

在功能栏中带有  图标，其子选项内容可进行右键相关操作： 

通过右键选项功能，能够深入钻取和扩展分析分析各类对象和指标； 

根据不同对象，右键选项提供不同功能的选择； 

选项通过参数方式传递； 

目前支持右键功能的分析监测对象有：业务(web 应用)、单个业务交易、应用(非 web

应用)、工作组(节点或站点)、主机(IP 地址)、网段、会话，以及异常 TCP 应用。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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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窗口放缩 

窗口放缩是通过调整显示内容的时间窗口，用于精确定位某个时间段详细对象和指标

分析，以便快速达到分析目的。 

在功能栏中带有  图标的曲线图中，支持窗口放缩操作。 

点击曲线图右上角时间区域放缩按钮，然后拖动数据，选取想要分析的访问图表。 

 

放缩后的效果即为选择区域的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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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返回放缩之前的时间范围，只需点击“时间区域放缩还原”图标，即可还原回

到放缩前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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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配置与管理 

3.1 系统使用基本要求 

为了能够使 NetInside TTRA 正常工作，必须满足下列内容项： 

镜像流量； 

管理 IP 地址 1 个； 

服务器地址列表； 

应用和工作组列表； 

浏览器：推荐 Chrome。 

3.1.1 系统登录和登出 

NetInside 系统所有操作均需成功登录，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相关工作，如系统配置、

数据分析等等。 

本节主要介绍系统登录和登出操作。 

3.1.2 系统登录 

系统旁路方式部署，保证内网可达，设置好合理的 IP 地址，在任意能够访问该服务器

的电脑上使用主流浏览器如 IE 或者 chrome 登陆即可（推荐使用 chrome），在浏览器地

址栏输入系统 IP，回车会自动跳转到加密地址，如

https://192.168.1.203/NetInside/index.jsp，默认的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

netinsideadmin。 

登陆界面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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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系统登出 

点击右上角，系统管理>退出，即可登出系统。 

退出系统后，用户无法看到分析系统任何信息。 

 

3.2 配置管理地址 

3.2.1 系统默认基本信息 

系统默认 IP 地址信息： 

192.168.1.203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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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1.1 

系统默认登录信息： 

用户名：admin 

密码：netinsideadmin 

3.2.2 系统登录 

首次配置，确保访问 192.168.1.203 网络可达。 

浏览器输入 http://192.168.1.203 并回车。 

跳过安全验证信息后，在登录窗口输入系统默认登录信息，并登录。 

 

3.2.3 配置管理 IP 

成功登陆后，系统在没有激活状态下，默认显示如下界面。 

http://192.16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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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用户可以进行主机配置、序列号管理、许可管理和设备管理。 

点击主机配置，在打开的新页面进行主机信息配置。 

主机配置 

配置系统访问地址及网络信息。 

域名服务器（可选） 

配置系统 DNS。 

内部地址 

根据部署环境，配置服务器区域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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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系统重启生效。（系统重启时间约 6 分钟） 

重启后，可通过配置的地址信息访问系统。 

3.3 设备序列号和许可管理 

重复 3.1 操作，确认登录成功。 

3.3.1 设备序列号管理 

选择序列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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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打开网页可看到设备序列号信息。 

 

点击右上角更新序列号。 

在打开窗口，输入厂商提供的序列号激活码，点击提交。 

 

提交完成，页面显示“序列号更新成功”。 

 

序列号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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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设备许可管理 

返回首页，系统提示 license 过期。 

点击许可管理。 

 

在打开页面，查看 license 到期时间。 

点击右上角更新 license。 

 

输入新的 License 授权码信息，点击提交。 

 

License 提交成功后，页面会自动返回到 license 信息页面，并显示到期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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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输入序列号和许可后，需要重新登陆生效。 

重新登陆的方法可以选择：①关闭浏览器，再次打开并登陆；②在地址栏输入

https://ip/Logout (ip 替换为当前系统地址),重新跳转到登陆窗口。 

重新登陆后，打开首页，就能看到正常系统页面显示。 

3.3.3 更新设备许可 

在产品试用期间，如果设备许可到期，可更新许可以便继续试用。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管理，点击许可管理。 

 

在打开的页面能够查看到不同产品的许可授权信息，点击更新 license，输入许可授权

信息即可。 

https://ip/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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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输入需要的序列号和许可授权信息，请与销售代表或厂商邮件联系

（support@netinside.com.cn）。 

3.4 内部地址列表 

内部地址列表对于 NetInside 系统来说是一个相对概念，一般指内部服务器的地址范

围。是很多指标计算时需要的地址信息。 

3.4.1 关于系统内部地址列表 

系统默认内部地址列表为默认的 3 个私网地址段，如下： 

➢ 10.0.0.0/8,  

➢ 172.16.0.0/12,  

➢ 192.168.0.0/16 

内部地址列表影响如下对象的指标计算 

➢ 应用/业务 

➢ 总流量 

➢ VLAN 

➢ 监控口分组 

要求：将所有服务器 IP 地址写入内部地址列表中。 

3.4.2 内部地址列表配置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主机配置。 

mailto:support@netinsid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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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地址列表中，输入实际内部地址列表信息。通常情况下，内部地址列表内容为

服务器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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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eb 应用自动识别 

系统默认启用 Web 应用分析。 

Web 应用分析设置需要指定提供 web 服务的应用端口，系统默认指定端口为 80 和

443。服务器 IP 地址填写监测分析环境中服务器的 IP 地址信息。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应用分析配置。 

 

在端口输入框中输入运行 web 服务的端口信息。 

在服务器 IP 地址中，输入运行 web 服务的地址信息。 

这里的服务器 IP 地址，仅指运行 web 服务的地址。而内部地址列表中的服务器地

址，是所有服务器地址，因为服务器除了提供 web 服务外，还会有其它应用。因此，web

服务器 IP 地址，是内部地址列表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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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环境中存在其它 web 服务端口，只需在将对应的端口号填写到端口输入框，

指定对应的服务器 IP 地址信息（如果不确定服务器 IP 地址信息，可选择所有），系统会自

动发现并解析 web 访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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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用和工作组定义 

应用和工作组定义是 NetInside TTRA 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定义内容。 

3.6.1 应用定义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应用定义。 

 

系统默认定义了多个基于端口的应用。 

根据实际情况， 点击添加，定义新的应用。 

 



 

技术类文档 

34 / 169 

3.6.1.1 Web 应用定义 

选择 Web 应用类型，输入相关信息并提交，确保成功。 

注：带 * 项为必填项。 

 

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定义需要填写描述信息，NetInside TTRA 才能更精确展示和分

析定义的对象。 

多个描述字段之间以空格隔开。 

以下是应用描述和显示区域信息： 

编号 页面 显示区域 描述信息 备注 

通用性 

1 所有 所有 Key_Business  web 应用 

2 所有 所有 Key_App 非 web 应用 

个性化 

3 
领导驾驶

舱 

业务访问量 Key_Business_Ldv1 左上侧业务，app，三个均必

存在，每个可多可少，总量

不超过 11 个 

4 用户体验 Key_Business_Ldv2 

5 错误量统计 Key_Business_Ldv3 



 

技术类文档 

35 / 169 

6 

业务端到

端监控 
全部页面 

e2eMon1  某单个业务 1——5 级，分别

为 e2eMon1——e2eMon5 

采集要求：多节点数据接

入，监测业务梳理 

可根据业务流量级数调整显

示 

7 e2eMon2 

8 e2eMon3 

9 e2eMon4 

10 
e2eMon5 

11 

应用端到

端监控 
全部页面 

e2eAppMon1  某单个应用 1——5 级，分别

为 e2eMon1——e2eMon6 

采集要求：多节点数据接

入，监测应用梳理 

可根据应用流量级数调整显

示 

12 e2eAppMon2  

13 e2eAppMon3  

14 e2eAppMon4  

15 
e2eAppMon5  

举例说明，编号 5 的描述为 Key_Business_Ldv3，其作用于领导驾驶舱实时监控大屏

页面的左侧的错误量统计。因此，如果想要在领导驾驶舱实时监控大屏左侧显示某业务错

误量统计，只需给该业务定义描述 Key_Business_Ldv3 即可。 

如下图所示。 

 

3.6.1.2 服务器应用定义 

基于服务器应用类型的定义，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定义新的服务器应用。 

服务器应用定义同样需要填写描述信息，NetInside TTRA 才能更精确展示和分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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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对象。 

 

3.6.1.3 端口应用定义 

端口应用的定义，与上述两个定义类似，加入必填项目即可定义新的端口应用。 

 

3.6.2 工作组定义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工作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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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定义了多个常用工作组。 

根据实际情况， 点击添加，定义新的工作组。 

 

输入相关信息并提交，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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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工作组定义需要填写描述信息，NetInside TTRA 才能更精确

展示和分析定义的对象。 

多个描述字段之间以空格隔开。 

以下是工作组描述和显示区域信息： 

序号 页面 显示区域 描述信息 备注 

通用性 

1 所有 所有 Key_Group  所有工作组 

个性化 

2 
安全中心 

服务器主动外

连 Key_ServGroup_Sec 

可多个，但推荐重点

工作组 

3 

端到端网络

质量监控 
全部页面 

e2eGrpMon1  固定模式，仅一个工

作组端到端监控，固

定 6 级,如数据源分为

3 级，则只定义

e2eGrpMon1——3,6

级中显示 3 级 

4 e2eGrpMon2  

5 e2eGrpMon3  

6 e2eGrpMon4  

7 e2eGrpMon5  

8 e2eGrpMon6  

9 
服务器主动

外连 

内部服务器主

动发送连接 
Key_ServGroup 

可多个，建议定义主

要服务器网段 

举例说明，编号 2 的描述为 Key_ServGroup_Sec，其作用于安全运维实时监控大屏

的左上侧的主动外连服务器监测。因此，如果想要在安全运维实时监控大屏左上侧显示某

工作组内服务器主动外连信息，只需给该工作组定义描述 Key_ServGroup_Sec 即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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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应用和工作组定义需在系统序列号和许可授权有效的情况下操作。 

注二：应用和工作组定义完成后无需重启任何服务，即刻生效。 

3.7 外接配置 

外接配置的主要目的是快速、定时接收分析系统产生的信息，如告警信息、系统日志

信息等等。 

外接配置支持多种方式，下面介绍最常见的 syslog 和邮件接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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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Syslog 配置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 SNMP Syslog 配置。 

配置对应的 SNMP 接收信息。 

 

如果需要接收 SNMP 告警信息，配置对应的 syslog 接收信息。 

 

3.7.2 邮件配置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 SNMP Syslog 配置。 

在邮件配置界面，填写 SMTP 转发中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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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邮件配置可能需要在 DNS 中绑定分析系统名称和 IP 地址映射关系，

确保能被正向或方向查找。 

具体可用 nslookup 方式测试即可。 

3.8 启动邮件服务 

在需要告警信息通过邮件送达时，完成外接配置中的邮件中继配置后，点击启动邮件

服务，使之生效。 

 

3.9 告警管理 

NetInside 分析系统默认已内置多个告警信息，这些告警信息与实际许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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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跟进自身需求新建或修改已有告警信息。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告警。 

 

3.9.1 告警类型介绍 

在 NetInside 分析系统中，告警分为 3 种类型，分别是静态告警、动态告警和智能告

警。 

静态告警是对具体对象设置告警条件，如某一个特定 IP 地址、某一个工作组或者某一

个业务系统等，如果违反告警阈值，即刻发出告警。 

动态告警是对一组或一系列对象设置告警条件，例如任何 IP 地址、任何工作组、任何

业务系统等，如果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个单位触发告警阈值，则立即告警。 

智能告警是分析系统中的高级告警，其动态识别和计算告警对象的相关指标信息，如

果偏离基准线则会发出告警。 

其中，静态告警和动态告警可以自由创建、修改和删除，动态告警只能修改，无法创

建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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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已有告警列表 

系统默认内置多个告警信息，根据产品许可不同，告警内容不同。全局告警包含网络

性能告警、应用性能告警、业务故障告警、用户体验告警、安全事件告警和智能分析告

警。 

 

3.9.3 新建告警 

在告警列表页面，点击添加，新建告警。 

根据许可不同，选择创建不同类型的告警。 

3.9.3.1 新建静态告警 

在告警列表界面，点击“添加”，新建告警。 

在告警类型中，选择“静态”。 

选择和输入其它告警信息，即可创建静态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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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2 新建动态告警 

在告警列表界面，点击“添加”，新建告警。 

在告警类型中，选择“动态”。 

选择和输入其它告警信息，即可创建动态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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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修改告警 

在告警列表界面，对现有任意告警信息，点击“修改”，进行告警修改。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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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告警分析 

分析系统内置了几十种告警信息，包括静态、动态和智能类型。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和场景，自定义多达上千种告警内容。 

3.10.1 告警查看 

点击菜单“高级分析”下的“告警信息总览”，打开告警查看页面。 

 

在告警信息界面，可以清晰的查看当前时间范围触发的告警信息，点击详细信息，进

一步查看告警内容。 

系统可设置告警触发后关联动作，例如发送 syslog、邮件或联动事件，以达到实时监

测的效果。 

3.10.2 详细告警分析 

针对任何一个告警，都可以选择详细信息，进一步查看告警详细内容。 

在告警详细信息界面，详细显示单个对象触发的告警信息，点击查看按钮，可看到对

应的告警指标关联视图，以及监测指标的阈值触发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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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某告警事件关联视图信息。 

 

3.11 告警事件管理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管理，点击事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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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当前选中时间范围内，所有含有许可告警类型的信息列表。 

 

3.11.1 筛选告警 

筛选告警的目的是为了有针对性地看某一种类型的告警信息。 

在告警列表页面，设置告警查询时间访问，选择告警事件等级，以及告警类型，点击

搜索，即可过滤显示对应的告警信息。 

例如，想要显示以下时间段内，所有事件等级为紧急的安全事件告警信息，通过选择

过滤，即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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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删除告警 

对于已知告警，或不计划保留等情况下的告警信息，可以选择删除。删除后的告警信

息不会出现在告警列表和告警分析界面。 

例如，想要删除以下时间段内，等级为“轻微”的网络性能告警信息，在进行筛选显

示后，点击左上角的复选框，便可选中当前页面中所有的列表信息。 



 

技术类文档 

50 / 169 

 

点击右上角“删除”连接，页面提示是否确认要删除选中的告警信息。 

点击确定，即可删除已勾选的所有告警信息。 

 

3.12 数据包采集配置 

分析系统默认对所有采集接口的原始数据包实时抓包存储。 

如果出于某些原因，需要对数据包抓包存储信息进行设置，操作如下。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应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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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页面，设置是否启用抓包，以及选择对不同的监控口抓包存储数据。 

数据包大小中，选择想要保存的数据包长度。 

 

3.13 监控口分组配置 

启用监控口分组，可以实现不同监控口，即物理镜像流量接口独立监控分析。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接口分组管理。 



 

技术类文档 

52 / 169 

 

在打开的页面，选择是否启用接口分组监控。 

启用接口分组监控后，对不同的分组接口命名，选择对应的监控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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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口监控信息在网络性能管理产品模块中查看，具体见“监控口流量分析”部分。 

3.14 重启 web 服务 

重启 web 服务操作常见于定义或修改了应用或业务组之后。Web 服务重启时长约 1

分钟，重启后需重新登陆 NetInside TTRA 系统。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配置，点击重启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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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会弹出确认信息，点击“确定”，重启 web 服务。 

 

之后页面会显示“NetInside 系统 Web 服务器重启。15 秒后将自动跳转到首页”，约

1 分钟后，再次刷新页面，登陆即可。 

3.15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主要包括设备重启和关机操作。 

选择配置管理/系统管理，点击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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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设备重启或关机即可。 

 

3.16 其它说明 

Web 浏览器要求： 

Mozilla Firefox 25.0 或更高 

Google Chrome 32.0 或更高   

Internet Explorer 11.0 (Windows 7) 

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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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表板 

4.1 网络运维实时监控大屏 

网络运维实时监控大屏提供实时动态的网络运行状况监控视图，监测和告警大量相关

内容，主要包括：网络告警、流量趋势、网络丢包、应用分布、主机分布、网段分布、节

点分布及会话分布。 

 

4.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仪表板”——“网络运维实时监控大屏”。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网络运维实时监控大屏”。 

4.1.2 详细内容 

4.1.2.1 网络告警 

系统对于出现的网络性能异常状况，如主机、工作组丢包数量增多等，以饼状图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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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主要包括事件的类型和数量，以告警事件的严重程度标以不同颜色，绿色为轻微，黄

色为重大，橙色为紧急。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网络告警。 

 

4.1.2.2 流量趋势 

流量趋势监测分析，从全局入手，显示网络流量大小分布及变化趋势情况。 

流量趋势主要包含了整体网络流量分布状况分析，即总流量分布、流量最大的 IP、及

流量最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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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网络丢包 

网络丢包分析整体网络的丢包情况。 

网络丢包显示流入方向和流出方向的丢包百分比。通过直观的仪表板功能，当丢包百

分比处于不同区间时，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显示，以示告警。 

当网络出现异常问题时，如大量的丢包现象，使用网络丢包监测告警功能，能够第一

时间发现故障并着手检测，提高主动管理能力。 

网络丢包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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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应用分布 

应用分布以半环形饼状图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流量分布情况，主要

包括每个应用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用户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

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应用。 

 

4.1.2.5 主机分布 

主机分布以半环形饼状图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主机流量分布情况，主要

包括每个主机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用户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

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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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 网段分布 

网段分布以半环形饼状图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网段流量分布情况，主要

包括每个网段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用户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

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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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7 节点分布 

节点分布以半环形饼状图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节点分布情况，主要

包括每个节点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用户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

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节点/工作组。 

 

4.1.2.8 会话分布 

会话分布以半环形饼状图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会话流量分布情况，主要

包括每个会话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用户能够快速直观地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

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一个可见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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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络回溯 

5.1 网络流量实时监测 

网络流量整体视图，关联显示了总流量变化趋势、流量最大的 IP 和流量最大的应用情

况。 

 

5.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网络回溯”—— “网络流量实时监测”；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网络流量实时监测”。 

5.1.2 详细内容 

5.1.2.1 总流量变化趋势 

总流量分布状况显示整体网络流量分布情况。 

总流量分布状况主要包括吞吐量、流出吞吐量和流入吞吐量。 

吞吐量=流出吞吐量+流入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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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网络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网络

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总流量分布状况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和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5.1.2.2 流量最大的 IP 

流量最大的 IP 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 IP 流量分布情况。 

流量最大的 IP 主要包括每个 IP 的吞吐量。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每个 IP 的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网络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网络

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流量最大的 IP 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右键菜单选择、Top 数量选择、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和时间放缩等

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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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流量最大的应用 

流量最大的应用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流量分布情况。 

流量最大的应用主要包括每个应用的吞吐量。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每个应用的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网络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网络

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流量最大的应用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右键钻取分析、Top 数量选择、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和时间放缩等

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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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总流量仪表板 

总流量仪表板以流量趋势监测分析，从全局入手，显示网络流量大小分布及变化趋势

情况。 

流量趋势主要包含了整体网络流量分布状况分析，即总流量时序图变； IP 地址信

息；应用信息；会话信息以及网段信息。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网络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网络

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总流量分布状况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5.2.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网络回溯”—— “总流量仪表板”；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总流量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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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详细内容 

5.2.2.1 总流量时序图变 

总流量时序图变显示网络流量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吞吐量、流入吞吐量以及吞吐

量总和。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总流量时序图变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和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5.2.2.2 IP 地址信息 

IP 地址信息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 IP 流量分布情况，可通过 Top 数量选

择图标  自定义列表中 IP 地址数量。 

主要包括每个 IP 地址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图表方式直观的显示每个 IP 地址和流量大小情况，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

最多的对象。 

IP 地址信息表格具有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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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应用信息 

应用信息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流量分布情况。 

应用分布主要包括每个应用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半环形饼状图直观的显示每个应用的名称和流量大小分布，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

占用流量最多的对象。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应用。 

 

5.2.2.4 会话信息 

会话信息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会话流量情况，可通过 Top 数量选择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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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列表中会话信息数量。 

主要包括每个会话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图表直观的显示每个应用的名称和流量大小情况，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

最多的对象。 

会话分布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 

会话信息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2.2.5 网段信息 

网段信息默认显示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网段流量分布情况，可通过 Top 数量选择

图标  自定义列表中网段信息数量。 

主要包括每个网段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图表方式直观的显示每个应用的名称和流量大小情况，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占用

流量最多的对象。 

网段分布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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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段信息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3 主机关系透视图 

主机关系透视图功能动态展示整体网络中流量最大的服务器或主机，及其分别连接的

流量最大的客户端信息。 

主机关系透视图通过直观的分析和展示功能，不同节点和对象采用不同颜色显示，节

点的大小代表其数据量大小，通过简单的查看透视图中对象的大小和名称，即可得知和判

断网络中占有流量最大的对象信息。 

主机关系透视图以动态关系图显示。 

主机关系透视图默认显示前 10 位主机或服务器，及每个对象连接的前 10 位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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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主机关系透视图”。 

5.3.2 钻取分析 

主机关系透视图可以通过右键菜单钻取分析某一个主机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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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节点关系透视图 

节点关系透视图功能动态展示整体网络中流量最大的节点信息。 

节点关系透视图通过直观的分析和展示功能，不同节点和对象采用不同颜色显示，节

点的大小代表其数据量大小。通过简单的查看透视图中对象的大小和名称，即可得知和判

断网络中占有流量最大的对象信息。 

节点关系透视图以动态关系图显示。 

节点关系透视图默认显示所有节点。 

 

5.4.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节点关系透视图”。 

5.4.2 钻取分析 

节点关系透视图可以通过右键菜单钻取分析某一个节点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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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流量组成及 TOP 信息 

流量组成部分从全局入手，显示网络流量大小分布及变化趋势情况。 

流量趋势主要包含了整体流量组成、Top 应用列表和 Top IP 地址列表；流量最大的

IP；及流量最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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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流量组成及 Top 信息”。 

5.5.2 详细内容 

5.5.2.1 整体流量组成 

整体流量组成显示所有流量的组成内容。 

整体流量组成从全局流量入手，分层显示不同类型的数据及其占有比例。包含内容

有，传输层协议：TCP、UDP、ICMP 等等；应用层：已知 TCP 应用，未知 TCP 应用，已

知 UDP 应用，未知 UDP 应用。以及应用层详细应用名称和比例显示。 

基于多个嵌套饼状图的显示，能够直观的了解当前网络中的协议和应用分布情况。 

如果网络出现异常，如不常见应用产生、发生网络攻击等可疑现象，通过网络流量组

成图能够快速发现异常行为和原因。 

整体流量组成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包括所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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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5.2.2 TOP 应用列表 

Top 应用列表分析统计通过表格列出不同应用的关键指标数据。 

指标数据包括吞吐量、数据包数及字节数等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不同指标后的排序图表自由排序。 

表格显示行数可以通过左上角数字调整。 

表格内容行数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按钮功能自行选择。 

表格具有过滤功能，输入名称关键内容，会自动过滤出名称中含有输入字样的应用。 

Top 应用列表默认显示吞吐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技术类文档 

76 / 169 

 

5.5.2.3 TOP IP 地址列表 

Top IP 地址列表分析统计通过表格列出不同 IP 地址的关键指标数据。 

指标数据包括吞吐量、数据包数及字节数等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不同指标后的排序图表自由排序。 

表格显示行数可以通过左上角数字调整。 

表格内容行数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按钮功能自行选择。 

表格具有过滤功能，输入名称关键内容，会自动过滤出名称中含有输入字样的应用。 

Top IP 地址列表默认显示吞吐量最大的前 5 位 IP 地址。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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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网络性能监测分析 

网络性能部分分析和显示整体网络的性能情况及各种性能相关的对象信息。包括网络

整体丢包情况、出向和入向丢包趋势变化、丢包最多的应用、丢包最多的地址、丢包最多

的节点、丢包最多的网段、丢包最多的应用列表及丢包最多的 IP 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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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网络性能监测分析”。 

5.6.2 详细内容 

5.6.2.1 网络整体丢包情况 

网络整体丢包情况分析整体网络的丢包情况。 

网络丢包显示流入方向和流出方向的丢包百分比。通过直观的仪表板功能，当丢包百

分比处于不同区间时，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显示，以示告警。 

当网络出现异常问题时，如大量的丢包现象，使用网络丢包监测告警功能，能够第一

时间发现故障并着手检测，提供主动网络管理能力。 

网络丢包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秒。 

 

5.6.2.2 出向和入向延时趋势变化 

出向和入向延时趋势变化显示整体网络的延时情况。 

出向和入向延时趋势变化主要包括网络入向和出向的往返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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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该应用在当前时间段的时延分布情况。 

如果该应用在网络中发生严重的延时变大现象，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

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其时延状况。 

出向和入向延时趋势变化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秒。 

视图可以进行右键钻取分析、Top 数量选择、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和时间放缩等

功能操作。 

 

也可以通过点击多项选择功能图标  自定义多项选择，如下图所示： 

 

5.6.2.3 丢包最多的应用 

丢包最多的应用功能显示网络中丢包最多的应用情况。 

丢包最多的应用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 

通过丢包最多的应用视图，用户可以详细了解不同应用在单位时间内的丢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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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为不同应用丢包情况提供了对比效果。 

丢包最多的应用显示当前时间段内，丢包百分比最大的前 5 位应用，可通过 Top 选择

图标调整数量。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6.2.4 丢包最多的地址 

丢包最多的地址功能显示网络中丢包最多的地址情况。 

丢包最多的地址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 

通过丢包最多的地址视图，用户可以详细了解不同地址在单位时间内的丢包百分比，

柱状图为不同地址丢包情况提供了对比效果。 

丢包最多的地址显示当前时间段内，丢包百分比最大的前 5 位地址，可通过 Top 选择

图标调整数量。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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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5 丢包最多的节点 

丢包最多的节点功能显示网络中丢包最多的节点情况。 

丢包最多的节点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 

通过丢包最多的节点视图，用户可以详细了解不同节点在单位时间内的丢包百分比，

柱状图为不同节点丢包情况提供了对比效果。 

丢包最多的节点显示当前时间段内，丢包百分比最大的前 5 位节点，可通过 Top 选择

图标调整数量。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6.2.6 丢包最多的网段 

丢包最多的网段功能显示网络中丢包最多的网段情况。 

丢包最多的网段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 

通过丢包最多的网段视图，用户可以详细了解不同网段在单位时间内的丢包百分比，

柱状图为不同网段丢包情况提供了对比效果。 

丢包最多的网段显示当前时间段内，丢包百分比最大的前 5 位网段，可通过 Top 选择

图标调整数量。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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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7 丢包最多的应用列表 

丢包最多的应用列表通过表格分析统计，列出不同应用的关键指标数据。 

指标数据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不同指标后的排序图表自由排序。 

表格显示行数可以通过左上角数字调整。 

表格内容行数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按钮功能自行选择。 

表格具有过滤功能，输入名称关键内容，会自动过滤出名称中含有输入字样的应用，

可将表格数据导出到本地。 

丢包最多的应用列表默认显示丢包最大的前 50 位应用。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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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8 丢包最多的 IP 地址列表 

丢包最多的 IP 地址列表通过表格分析统计，列出不同 IP 地址的关键指标数据。 

指标数据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丢包百分比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不同指标后的排序图表自由排序。 

表格显示行数可以通过左上角数字调整。 

表格内容行数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按钮功能自行选择。 

表格具有过滤功能，输入名称关键内容，会自动过滤出名称中含有输入字样的 IP 地

址，可将表格数据导出到本地。 

丢包最多的 IP 地址列表默认显示丢包最大的前 50 位 IP 地址。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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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端到端网络质量监控分析 

端到端网络质量监控分析视图从互联网、DMZ1 区、DMZ2 区、核心区、业务 1 区和

业务 2 区六个方面监控分析网络质量。 

分析的指标包括总流量、客户侧丢包率、服务器丢包率、客户端网络时延、服务端网

络时延、客户端发起请求数、服务器发起请求数、客户端发起失败数、服务器发起失败数

等，实时监控网络质量，直观展示引起网络性能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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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端到端网络质量监控分析”。 

5.8 监控口流量分析 

监控口流量分析提供物理镜像口数据展示分析能力。用户通过点击不同的监控口名

称，可详细查看该监控口相关数据，包括该链路网络流量趋势、流量最大的通讯对、流量

最大的应用信息、流量最大的内部和外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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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网络回溯”—— “监控口流量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监控口流量分析”。 

5.8.2 详细内容 

5.8.2.1 监控接口列表 

监控接口列表显示所有监控口的名称以及吞吐量。用户可根据需求按名称排序或按吞

吐量排序，点击某一监控口，右侧展示详细数据，包括当前监控口的网络流量、IP 通讯对

流量、应用、内部 IP 地址和外部 IP 地址。 

 

5.8.2.2 网络流量 

网络流量曲线图显示当前监控口的网络流量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吞吐量、流入吞

吐量以及吞吐量总和。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网络流量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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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3 IP 通讯对流量 

表格方式分别呈现当前监控口 IP 通讯对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及总

和，默认以吞吐量总和从高到底排序。 

系统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 IP 通讯对，用户可根据需要通过 Top 选择功能来调

整数量。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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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4 应用 

应用分布默认显示当前监控口在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应用流量分布情况。 

应用分布主要包括每个应用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半环形饼状图直观的显示每个应用的名称和流量大小分布，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

占用流量最多的对象。 

环饼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应用。 

 

5.8.2.5 内部 IP 地址 

内部 IP 地址信息默认显示该监控口在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内部 IP 流量分布情

况。 

主要包括每个 IP 地址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图表方式直观的显示每个 IP 地址和流量大小情况，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

最多的对象。 

系统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内部 IP 地址，用户可根据需要通过 Top 选择功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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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数量。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8.2.6 外部 IP 地址 

外部 IP 地址信息默认显示该监控口在网络中流量最大的前 5 位外部 IP 流量分布情

况。 

主要包括每个 IP 地址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 

图表方式直观的显示每个 IP 地址和流量大小情况，用户能够快速了解网络中占用流量

最多的对象。 

系统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外部 IP 地址，用户可根据需要通过 Top 选择功能来

调整数量。 

表格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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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主机详细数据分析 

主机分析功能提供单个主机的详细分析能力。 

分析内容主要包括查看的主机概要信息、主机曲线图、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网络延

时、连接的节点信息、应用信息、未知应用信息等。 

 

5.9.1 打开路径 

1.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 IP 地址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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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 IP 地址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主机详细数据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主机详细数据分析”。 

5.9.2 详细内容 

5.9.2.1 选择/搜索栏 

通过 TOP 主机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主机，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5.9.2.2 概要信息 

概要信息列出统计对象的主要指标信息，包括服务器地址、重传率、接收失败数、流

出和流入方向的数据包大小等。 

 

5.9.2.3 主机曲线图分析 

以时间为轴，展示当前主机在单位时间段内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和流出方向。 

视图支持多项选择、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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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5.9.2.4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视图主要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主机访问流量最大

的前 5 位 IP 地址信息。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

最大的 IP 地址信息。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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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5 网络延时 

网络延时显示该主机网络延时分布情况。 

网络延时主要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往返时间。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该主机发生延时较大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

况，了解网络时延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网络延时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秒。 

视图支持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能。 

 

5.9.2.6 连接的节点信息 

连接的节点视图主要从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网络延时 2 个指标分析，显示该主机访问流

量最大的前 5 位节点的网络吞吐量信息。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

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节点信息。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 

连接的节点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Kb/sec。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节点/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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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7 应用信息 

应用信息视图主要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主机访问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

定义的应用地址信息。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

最大的定义的应用信息。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 

应用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应用。 

 



 

技术类文档 

95 / 169 

5.9.2.8 未知应用信息 

未知应用>流量大小主要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主机访问的流量最大

的前 5 位未知应用地址信息。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出流量最大的未知应用信息。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 

未知应用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未知应用。 

 

5.10 单个 IP 地址性能与访问分析 

单个 IP 地址性能与访问功能提供单个地址的访问快慢和连接信息分析， 

性能分析内容由基于时间的曲线图显示。包括“单个 IP 最终用户体验分析”和“单个

IP 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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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单个 IP 地址性能与访问分

析”。 

2.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 IP 地址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区

域，在 IP 地址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主机性能与流量分析”。 

5.10.2 详细内容 

5.10.2.1 选择/搜索栏 

通过 TOP 主机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主机，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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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2 单个 IP 最终用户体验分析 

当前 IP 的最终用户体验视图分析。 

用户体验从该 IP 的连接时间、服务器响应时间、内容传输时间及重传时延等多个性能

指标，详细显示快慢情况。 

用户体验=连接时间+服务器响应时间+内容传输时间+重传时间。 

当用户体验下降时，会产生一个或多个性能指标异常，用户可以通过基于时间的曲线

图，直观查看到根本原因。 

视图支持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分析视角交互，以及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

等功能。 

 

5.10.2.3 单个 IP 流量分析 

网络流量曲线图显示当前 IP 的网络流量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吞吐量、流入吞吐量

以及吞吐量总和。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该 IP 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网络流量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技术类文档 

98 / 169 

 

5.11 链路和站点分析 

通过图表方式展示各个链路和站点的网络流量状况，包括网络总量、IP 通讯对流量、

应用流量、客户端 IP 流量、服务端 IP 流量等，流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及总和。 

 

5.1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网络回溯”—— “链路和站点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链路和站点分析”。 

5.11.2 详细内容 

5.11.2.1 链路和站点列表 

以列表方式显示网络吞吐量最大的链路或站点，默认以吞吐量总和从高到底排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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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Top 选择图标来调整显示的数量。 

用户可根据需要点击某一个链路或站点查看详细的数据分析。 

列表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1.2.2 网络流量 

曲线视图分别呈现当前链路或站点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及总和。 

视图支持多项选择、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样式切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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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3 IP 通讯对流量 

表格方式分别呈现当前链路或站点 IP 通讯对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及

总和，默认以吞吐量总和从高到底排序。 

表格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 IP 通讯对，可通过 Top 选择功能调整数量。 

列表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1.2.4 应用流量 

环饼视图分别呈现当前链路或站点中应用访问的吞吐量，包括应用名称、访问量、流

量大小和占比。 

环饼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应用。 



 

技术类文档 

101 / 169 

 

5.11.2.5 服务端 IP 流量 

表格视图分别呈现当前链路或站点的服务端 IP 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

及总和，默认以吞吐量总和从高到底排序。 

表格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服务端 IP 地址，可通过 Top 选择功能调整数量。 

列表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1.2.6 客户端 IP 流量 

表格视图分别呈现当前链路或站点的客户端 IP 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流出方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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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总和，默认以吞吐量总和从高到底排序。 

表格默认显示流量最大的前五位客户端 IP 地址，可通过 Top 选择功能调整数量。 

列表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2 节点及站点详细数据分析 

节点和站点分析功能提供单个节点/站点详细分析能力和展示功能，分析内容含有图表

和表格，主要包括节点/站点的概要信息、流量变化趋势、成员信息、节点/站点网络延时

变化、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连接的节点/站点信息、应用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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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节点及站点详细数据分

析”。 

2.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节点或站点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

区域，在节点/站点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节点及站点详细数据分析”。 

5.12.2 详细内容 

5.12.2.1 选择/搜索栏 

用户只需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节点/站点，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5.12.2.2 节点信息概要 

在节点分析界面，用户只需选择或输入想要分析的对象，系统通过各个角度，采用表

格和图表结合的方式，详细显示该对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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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3 流量变化趋势 

流量变化趋势显示该节点/站点网络流量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吞吐量和流入吞吐

量。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该节点/站点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

解网络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流量变化趋势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多项选择、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

能。 

 

5.12.2.4 成员信息 

成员列表显示访问该节点/站点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其中流量

最大的前 10 位 IP 地址的流量信息。 

成员列表功能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

的 IP 地址信息。 

成员列表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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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5 节点/站点网络延时变化 

网络时延显示该节点/站点网络延时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往返时间。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该节点/站点发生延时较大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

化情况，了解网络时延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网络时延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秒。 

视图支持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能。 

 

5.12.2.6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访问该节点中流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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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前 10 位 IP 地址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功能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

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 IP 地址信息。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主机。 

 

5.12.2.7 连接的节点信息 

连接的节点信息主要通过分析吞吐量，显示该节点访问的其它前 10 位节点名称和各

自的数据大小。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

节点信息。 

连接的节点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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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8 应用信息 

应用信息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访问该节点中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应用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

列出流量最大的定义的应用信息。 

应用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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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网段详细数据分析 

网段分析功能提供强大单个网段的详细分析能力和展示功能。 

网段分析内容含有图表和表格，主要包括网段概要信息、成员占用比例信息、成员列

表、流量变化趋势、已知应用信息、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网络延时情况分析、未知应用信

息、会话信息等。 

 

5.13.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网段详细数据分析”。 

2.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网段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区域，网

段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网段详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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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详细内容 

5.13.2.1 选择/搜索框 

用户只需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网段，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5.13.2.2 网段信息概要 

在网段分析界面，系统通过各个角度，采用表格和图表结合的方式，详细显示该对象

的相关信息。 

 

5.13.2.3 成员占用比例信息 

成员占用比例信息主要通过分析包括每个主机的名称和吞吐量比例，显示该网段中流

量最大的前 10 位主机流量分布情况。以半环形饼状图直观的显示网段中每个主机的名称

和流量大小分布，用户能够快速了解该节点中占用流量最多的对象，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

看详细的主机详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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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占用比例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任意可见成员。 

 

5.13.2.4 成员列表 

成员列表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访问该网段中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 IP 地址的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流量信息。以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 IP 地址信息，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看详细的主机数据分析。 

成员列表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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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5 流量变化趋势 

流量变化趋势显示该网段流量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吞吐量和流入吞吐量。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该网段发生故障，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况，了解网

络流量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流量变化趋势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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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6 已知应用信息 

已知应用信息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网段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

应用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以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

流量最大的已知的应用信息，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看详细的应用数据分析。 

已知应用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3.2.7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网段中流量最大的

前 10 位 IP 地址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以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

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 IP 地址信息，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看详细的主机数据分析。 

连接的 IP 地址信息分析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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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8 网络延时情况分析 

网络延时显示该网段延时分布情况。主要包括流出和流入方向的往返时间。 

基于时间的曲线图，能够直观的显示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状况。 

如果该网段发生延时较大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用户能够直观查看到具体的变化情

况，了解网络时延是否异常，以及异常的原因。 

网络延时情况分析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毫秒。 

视图支持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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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9 未知应用信息 

未知应用信息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网段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未知应用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以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

排列出流量最大的未知应用信息，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看详细的未知应用数据分析。 

未知应用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5.13.2.10 会话信息 

会话分析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网段中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

会话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以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

流量最大的 IP 地址信息，通过右键菜单深入查看详细的会话数据分析。 

会话信息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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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会话详细数据分析 

会话分析功能提供强大的单个会话的详细分析能力。 

会话分析内容主要包括概要信息、会话曲线图分析、已知应用流量分析及未知应用流

量分析等。 

会话分析内容含有图表和表格。 

 

5.14.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 “详细功能列表”—— “会话详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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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会话信息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区

域，会话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会话详细数据分析”。 

5.14.2 详细内容 

5.14.2.1 选择/搜索栏 

用户只需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会话，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5.14.2.2 会话信息概要 

列表展示当前会话的概要信息，包括会话地址、总吞吐量、流入流出吞吐量、字节

数、接收请求数、成功数和失败数。 

 

5.14.2.3 会话曲线图分析 

以时间为轴，展示当前会话在单位时间段内的吞吐量，包括流入方向和流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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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支持多项选择、时间放缩、大小放缩、时间粒度选择、曲线图形样式切换等功

能。 

 

5.14.2.4 已知应用流量分析 

已知应用流量分析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会话中流量最大的

前 10 位已知的应用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已知的应用信息。 

已知应用流量分析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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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5 未知应用流量分析 

未知应用流量分析主要通过分析流入和流出方向的吞吐量，显示该会话中流量最大的

前 10 位未知的应用名称和各自的数据大小。通过直观的柱状图形，按照流量总和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列出流量最大的未知的应用信息。 

未知应用流量分析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显示，默认单位为 Mbps。 

视图支持右键钻取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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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分析 

6.1 主机数据分析 

主机数据分析视图综合分析了流量最大的前 10 位主机，默认的分析指标主要包括主

机 IP 地址、吞吐量、每秒数据包、总字节数、接收请求数、接收失败数以及内部服务器响

应时间，直观详细地展示了每个主机的数据，用户可以根据以上数据来确定主机的性能。 

 

6.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数据分析”——“主机数据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主机数据分析”。 

6.1.2 详细内容 

列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排序，还支持多项选择功能，通过在顶部功能栏中多项选择功

能图标 ，对分析选项如数据包、网络流量、传输效率、网络性能、连接信息、

应用访问、应用性能、用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分析或者全面分析。 

图表视图可以进行过滤、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右键钻取分析等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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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节点数据分析 

节点数据分析视图综合分析了流量最大的前 10 个节点，默认的分析指标主要包括机

构名称、吞吐量、每秒数据包、总字节数、接收请求数、接收失败数以及内部服务器响应

时间，直观详细地展示了每个节点的数据，用户可以根据以上数据来确定工作组的性能。 

 

6.2.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数据分析”——“节点数据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节点数据分析”。 

6.2.2 详细内容 

列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排序，还支持多项选择功能，通过在顶部功能栏中多项选择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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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图标 ，对分析选项如数据包、网络流量、传输效率、网络性能、连接信息、

应用访问、应用性能、用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分析或者全面分析。 

图表视图可以进行过滤、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右键钻取分析等功能操作。  

 

6.3 网段数据分析 

网段数据分析视图综合分析了流量最大的前 10 个网段，默认的分析指标主要包括网

段 IP 地址、吞吐量、每秒数据包、总字节数、接收请求数、接收失败数以及内部服务器响

应时间，直观详细地展示了每个网段的数据，用户可以根据以上数据来确定整个网段的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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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数据分析”——“网段数据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网段数据分析”。 

6.3.2 详细内容 

列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排序，还支持多项选择功能，通过在顶部功能栏中多项选择功

能图标 ，对分析选项如数据包、网络流量、传输效率、网络性能、连接信息、

应用访问、应用性能、用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分析或者全面分析。 

图表视图可以进行过滤、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右键钻取分析等功能操作。  

 

6.4 会话数据分析 

会话数据分析视图综合分析了流量最大的前 10 个会话，默认的分析指标主要包括会

话双向 IP 地址、吞吐量、每秒数据包、总字节数、接收请求数、接收失败数以及内部服务

器响应时间，直观详细地展示了每个网段的数据，用户可以根据以上数据来确定会话的性

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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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数据分析”——“应用数据分析”； 

2.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应用数据分析”。 

6.4.2 详细内容 

列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排序，还支持多项选择功能，通过在顶部功能栏中多项选择功

能图标 ，对分析选项如数据包、网络流量、传输效率、网络性能、连接信息、

应用访问、应用性能、用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分析或者全面分析。 

图表视图可以进行过滤、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右键钻取分析等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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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联分析 

7.1 主机信息深度关联分析 

主机异常关联分析具有强大的主机异常分析功能，综合多项指标，从主机到应用，再

到网络性能，形成完整的纵向异常分析功能。 

 

7.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关联分析”—— “主机数据深度关联分析”； 

2. 通过任意能够查看到主机地址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

区域，在主机地址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主机数据统计分析”。 

7.1.2 详细内容 

7.1.2.1 选择/搜索栏 

在此页面通过从列表中选择 TOP 主机或者搜索主机地址，快速查看主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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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视图内容 

关联分析视图包括了主机流量、主机负载、已知应用流量、位置应用流量、网络丢

包、网络延时等各项实时性能状态。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7.2 节点及站点信息关联分析 

节点异常关联分析具有强大的节点异常分析功能，综合了多项指标，从流量到访问，

从会话到网络性能，形成完整的纵向异常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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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7.2.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关联分析”—— “节点及站点信息关联分析”； 

2. 通过任意能够查看到节点或站点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

的区域，在节点/站点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节点及站点数据统计分析”。 

7.2.2 详细内容 

7.2.2.1 选择/搜索栏 

用户只需选择或输入要分析的节点/站点，即可显示该对象相关的具体信息。 

 

7.2.2.2 视图内容 

关联分析视图包括节点流量、节点访问、内部成员、会话分析、网络丢包及网络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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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实时性能状态。 

视图可以进行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操作。 

 

7.3 网段数据深度关联分析 

网段异常关联分析具有强大的网段异常分析功能，综合了多项指标，从流量到访问，

从会话到网络性能，形成完整的纵向异常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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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关联分析”—— “业务数据深度关联分析”； 

2. 通过任意能够查看到网段地址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支持的

区域，在网段地址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网段数据统计分析”。 

7.3.2 详细内容 

关联分析视图包括节点流量、节点访问数量、内部成员、会话分析、网络丢包、网络

延时。 

视图页面支持时间粒度选择、大小放缩、时间放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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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级分析 

高级分析部分是 NetInside 产品具有综合性的全局分析功能，主要包括告警分析、数

据包管理和下载、分析报告、详细功能链接页面及端口信息查询器。 

8.1 告警信息 

系统内置了几十种告警信息，包括静态、动态和智能类型。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

和场景，自定义高达上千种告警内容。 

在告警信息界面，可以清晰的查看当前时间范围触发的告警信息，点击详细信息，进

一步查看告警内容。 

系统可设置告警触发后关联动作，例如发送 syslog、邮件或联动事件，以达到实时监

测的效果。 

 

8.1.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告警信息总览”； 

2.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告警信息总览”； 

在告警详细信息界面，详细显示单个对象触发的告警信息，点击查看按钮，可看到对

应的告警指标关联视图，以及监测指标的阈值触发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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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某告警事件关联视图信息。 

 

8.1.2 网络回溯告警 

网络回溯告警默认包含网络主机出向丢包增多、网络主机入向丢包增多、网络主机延

时增大、网络工作组延时增大及网络工作组丢包增多等多个分析告警。 

在网络回溯告警信息界面，点击任何一个已触发告警，即可进一步详细查看告警信息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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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警详细信息界面，详细显示单个对象触发的告警信息，点击查看按钮，可看到对

应的告警指标关联视图，以及监测指标的阈值触发数值。 

 

下图是某网络回溯告警事件关联视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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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数据包下载 

数据包下载提供原始二进制报文下载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具体的时间范

围，通过多维度多参数选择，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下载需要的数据包，包括 IPv6 报文信

息。 

8.2.1 打开路径 

1. 菜单栏“高级分析”——“数据包下载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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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任意能够查看到 IP 地址或会话地址的页面，且右上角带有右键  功能

支持的区域，在 IP 或会话地址上右击，右键菜单中选择“下载数据包”。 

8.2.2 选择会话 

选择会话列表中一行或多行内容，点击查看选中对象按钮，即可过滤该监控口下对应

节点会话信息，独立显示。 

 

8.2.3 数据包下载 

在流量分布图中，可再次通过 拖动选取具体时间范围信息，下载已选择部分

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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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报告管理 

NetInside 回溯分析系统内置多个报告模板，根据不同需求和不同分析对象，使用人

员可选择不同报告内容，通过点击鼠标，即刻生成专业分析报告。 

下面是部分分析报告预览信息。 

 

8.3.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报告管理器”。 

8.3.2 网络回溯分析报告 

网络回溯分析报告管理器中包含网络主机分析报告、网络流量分析报告、工作组分析

报告和网络性能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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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 网络主机分析报告 

主机系统是网络中最基本的运维单位之一。主机分析报告含有各个主机的流量、接收

和发送的网络请求、接收和发送的失败请求、访问的 Top 应用、连接的 IP、提供的 Top

服务、网络延时、连接的 Top 工作组等信息。 

 

8.3.2.2 网络流量分析报告 

网络流量的高精度分析报告，主要包含总流量，流量最大的应用、业务、IP 主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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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监控口、网段、会话等对象的流量信息报告，为运维人员深入了解网络使用情况提

供有价值数据，也为网络规划提供有效参考信息。 

 

8.3.2.3 工作组分析报告 

工作组分析报告包含各个工作组的流量分布、top 应用、会话、服务器地址、客户端

地址、网络性能、成员 Top 流量比例及连接的工作组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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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 网络性能分析报告 

丢包和重传是衡量网络性能的重要指标。网络性能分析报告包含网络整体丢包和延时

信息，以及丢包最多的应用、主机、工作组、网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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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详细功能链接 

在系统菜单中，已显示了部分回溯分析系统相关功能分析链接入口，实际上，系统具

有更多的深度分析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右键钻取关联打开。同时，在详细功能链接

中，显示了系统支持的所有功能链接，方便用户使用。 

 

8.4.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详细功能列表”。 

8.4.2 详细功能 

在系统菜单中，已显示了系统部分相关功能分析链接入口。实际上，NetInside 

系统具有更多的深度分析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右键钻取关联打开。同时，在详细功能

链接中，显示了系统支持的所有功能链接，方便用户使用。 



 

技术类文档 

139 / 169 

 

8.5 端口查询器 

NetInside 分析系统属于真正的“全流量”分析，在系统中，并非只显示常用或常见

协议，而是分析和计算了所有应用。 

在实际分析中，往往会显示各种注册端口信息的应用，使用端口查看器，可方便的查

看该未知应用或不常见应用的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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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打开路径 

菜单栏“高级分析”“端口信息查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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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查询端口 

使用者只需复制应用名称，输入到查询窗口，点击查询即可得知该应用的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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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键术语 

NetInside 系统中含有很多专业术语，这一节对主要术语分别进行介绍，分别说明其

分类和计算原理。 

9.1 工作组 

一组 IP 地址的名称，一般由具有共同属性的地址范围组成。也叫节点或站点，不同的

领域或场景称呼不同。 

9.2 分组(group) 

分组即对象，可以是一个 IP 地址，一个工作组，也可以是一个应用或者一个业务。 

在 NetInside 分析系统中，分组包括：IP 地址、IP 会话、子网/24、工作组、工作组

链接、应用、业务、用户、页面族、VLAN、监控口、总流量等等。 

9.3 客户端(Client) 

在 TCP 交互中，发起请求数据的一方。 

当看到形如“[指标](客户端)”信息时，代表该"组"中这些对象发送了请求数据。 

一个"组"既可以含有客户端(发送请求数据的一方)，也可以包含服务器(接收和响应请

求的一方)。 

如下图中，某工作组中主机发起请求，其为客户端。在这个场景下，它的所有指标都

带有[指标名](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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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服务器(Server) 

和客户端类似，在 TCP 交互中，服务器是指负责接收和处理 IP 请求数据的一方。 

当看到形如“[指标](服务器)”信息时，代表“分组”中所有这些对象接收和处理 TCP

请求数据。 

一个"组"既可以含有服务器(接收和响应请求的一方)，也可以包含客户端(发送请求数

据的一方)。 

如下图中，某工作组中主机接收到数据请求，其为服务器。在这个场景下，它的所有

指标都带有[指标名](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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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流入(Inbound)和流出(Outbound) 

也叫入站和出站，或入向和出向，数据流方向与设备或分组(数据包)有关系。 

对“网络流量、数据包、传输效率”等代表网络利用的指标和“网络性能”的指标 2

种情况，含义不同。 

9.5.1 网络利用指标中的含义 

在网络利用相关指标中，流入和流出用于衡量数据流吞吐量。 

1 流方向基于源和目标分组。 

2 流入，分组是目的地(接收流量)。 

3 流出，分组是源（发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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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流入和流出指标不适用于总流量/应用/VLAN/监控接口组等基于“内部地址列

表”确定吞吐量方向的分组。 

9.5.2 网络性能指标中的含义 

在网络性能指标中，流入和流出用于测量“入站”和“出站”网络的性能，主要基于

关注的工作组、连接的工作组及设备在这 2 个组之间的位置。 

1 流入，关注的工作组和设备之间的网络。 

2 流出，连接的工作组和设备之间的网络。 

 

NetInside 设备监测“飞行中” 数据包，而不是在源/目标 IP 上。 RTT 基于飞行中

监测到的源和目的地之间的间隔时间。 因此，设备实质上将每个路径拆分为两个监测网

段： 

1 流入（工作组到设备）。 

2 流出（设备到连接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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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流入和流出与监测分组的关系 

流入和流出取决于监测的工作组。 

举例，对 app servers 工作组来说，数据中心 LAN 为入站，数据中心与远程客户端

之间的 WAN 为出站。 

 

如果对 Remote Clients 工作组来说，则情况相反，数据中心 LAN 为出站，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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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程客户端之间的 WAN 为入站。 

 

9.6 内部地址(Internal Address List) 

简称 IAL，一组 IP 地址信息，一般为监测环境中内部服务器的 IP 地址信息。 

多数对象，设备可根据数据包信息确认流方向（入站/出站），或根据特定 IP 和工作组

（客户端/服务器/发送/接收）确定角色。 

对于一些分组，则需要对设备指定内部地址范围，以便更精确技术指标方向和角色。 

默认情况下，内部地址列表为所有私有 IP 地址， （10.0.0.0/8,172.16.0.0/12, 

192.168.0.0/16)。 

受 IAL 影响的分组（对象）有： 

1 应用 

2 总流量 

3 VLAN 

4 监控接口组 



 

技术类文档 

148 / 169 

9.7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应用性能指标基于“TCP 交互” 采集和计算，这意味着响应时间指标与 TCP 传输有

关，这与应用层或最终用户等视角的响应时间会有差别。 

9.8 服务器响应时间 

服务器响应时间测量“服务器”响应数据请求的速度快慢，(ip_gets_request 到

ip_sends_response）。 

单个交互的服务器响应时间测量如下： 

1 开始 = 客户端数据请求 (最后一个报文)。 

2 结束 = 服务器首次响应 (最前一个报文)。 

 

对每一个分组（工作组、应用、IP 等），设备做如下计算： 

1 服务器响应时间（“客户端”）＝分组内所有请求数据的 IP。 

2 服务器响应时间（“服务器”）＝分组内所有接收数据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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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用户体验时间 

用户体验时间评估客户端接收单个请求的载荷快慢(ip_requests_data -

ip_gets_full_requested_payload)。 

用户体验时间是以下四个指标平均值的总和：“连接建立时间[毫秒]”+“服务器响应

时间[毫秒]”+“载荷传输时间[秒]”+“重传延时[毫秒]”。其中，“载荷传输时间[秒]”+

“重传延时[毫秒]” = 数据传输时间[秒]。 

用户体验时间评估应用处理 TCP 数据请求的平均时间，因此是最终用户体验的良好测

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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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服务器响应和用户体验时间, 客户端和服务器 

这四个概念组合在一起，稍微有些复杂。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帮助理解，可以把用户

体验时间和服务器响应时间看成所有数据请求/响应的时间： 

 服务器响应时间=“服务器”回应请求它接收到的数据快慢，从 ip_gets_request

到 ip_sends_response； 

 用户体验时间=“客户端”获得它发送请求的载荷数据的快慢，从

ip_requests_data 到 ip_gets_full_requested_payload。 

用户体验时间和服务器响应时间指的是体验和评估的“响应时间”发生的位置，客户

端和服务器则指响应时间发生在谁的身上。 

 客户端响应时间(请求数据的 IP)。 

 服务器响应时间 (响应数据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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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能得出如下组合： 

 用户体验时间 (客户端) = 从用户请求视角的响应时间；所有请求数据的 IP 的时

间； 

 用户体验时间 (服务器) = 从用户请求视角的响应时间；接收和处理数据的所有

IP 地址的时间； 

 服务器响应时间 (客户端) = 服务器响应视角的响应时间；所有请求数据的 IP 时

间； 

 服务器响应时间 (服务器) = 服务器响应视角的响应时间；接收和处理数据的所

有 IP 地址的时间。 

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三个业务组：REMOTE_clients 从 web_servers 请求数据，web_ 

servers 从 DB_ servers 请求数据。在这种情况下，web_ servers 同时充当客户端和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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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接收(TCP Server) 

熟知端口侦听“TCP 连接”请求的 IP，即应用监听端口。 

“[指标](接收)”，代表所选时间范围内“分组”中回应连接请求的所有 IP 地址。 

一个“分组”可以包含 TCP 客户端（发送）和 TCP 服务器（接收）数据。 

 

9.12 发送(TCP Client) 

发起 TCP 连接的 IP 地址。 

“[指标 ](发送)”，代表所选时间范围内“分组”中所有发送连接请求的 IP 地址。 

一个“分组”可以包含 TCP 客户端（发送）和 TCP 服务器（接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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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连接(Connection) 

设备监测到的 TCP 连接。 

标记发送／接收的应用性能指标都基于 TCP 连接和 IP 在这些连接中的角色。 

1 “发送”是选定时间内请求连接的所有 IP 地址。例如，“连接请求数[＃]”

（“发送”）是分组内 IP 产生的连接请求数总数。 

2 “接收”是选定时间内响应连接请求的所有 IP。接收的另一种定义方式为：侦听

熟知端口连接请求的 IP。 

TCP 通常连接包括多个“TCP 交互”；标有“发送”和“接收”指标，是基于特定分

组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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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交互(Turn) 

交互是指一个完整的 TCP 数据请求——响应周期。 

所有标记“发送”和“接收”的应用性能指标都是基于 TCP 交互计算完成。 

很多应用建立一个持久连接，但可以包含多个独立的请求——响应，即可以有多个交

互。 

交互指标是基于通用的 4 层模型，比较近似最终用户体验和应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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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键指标 

NetInside 分析平台支持各种对象的指标监测分析，分析指标多于百余种。本节介绍

不同分析指标的分类和计算方法。 

10.1 数据包 

数据包大小(流入)-字节 

流入方向每个数据包的平均字节数（所有层）。 

数据包大小(流出)-字节 

流出方向每个数据包的平均字节数（所有层）。 

数据包个数(总和)-个 

所有数据包个数总和。 

数据包个数(流入)-个 

流入方向数据包个数总和。 

数据包个数(流出)-个 

流出方向数据包个数总和。 

每秒数据包数(总和)-个/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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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传输的数据包个数。 

每秒数据包数(流入)-个/秒 

流入方向每秒传输的数据包个数。 

每秒数据包数(流出)-个/秒 

流出方向每秒传输的数据包个数。 

10.2 网络流量 

吞吐量(总和)-千比特每秒 

每秒传输的比特数（报头+开销+有效负载）。 

吞吐量(流入)-千比特每秒 

流入方向每秒传输的比特数。 

吞吐量(流出)-千比特每秒 

流出方向每秒传输的比特数。 

字节数(总和)-兆字节 

网络中传输的总比特数。 

字节数(流入)-兆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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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方向传输的总比特数。 

字节数(流出)-兆字节 

流出方向传输的总比特数。 

10.3 传输效率 

有效吞吐(流入)-千比特每秒 

流入方向，单个 TCP 连接中有效载荷数据的传输速率。 

有效吞吐不计算重传的数据包和不含有数据的 TCP 数据包（如 SYN 或 ACK）。  

有效吞吐(流出)-千比特每秒 

流出方向，单个 TCP 连接中有效载荷数据的传输速率。 

有效吞吐不计算重传的数据包和不含有数据的 TCP 数据包（如 SYN 或 ACK）。  

利用率 (流出)-百分比 

流入方向，工作组、站点或节点的网络带宽使用百分比。  

利用率 (流入)-百分比 

流出方向，工作组、站点或节点的网络带宽使用百分比。  

有效载荷(服务器)-千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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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连接服务器，单个 TCP 连接传输的应用数据大小。 

注意： 

1、有效负载不计算重传和没有载荷的 TCP 报文，例如 SYN 和 ACK； 

2、有效负载计算方向始终是服务器到客户端的数据，无论指标是针对客户端（服务

器发往工作组中的客户端）或服务器（工作组中的服务器发往客户端）。 

有效载荷(客户端)-千字节 

服务器作为客户端，单个 TCP 连接传输的应用数据大小。 

注意： 

1、有效负载不计算重传和没有载荷的 TCP 报文，例如 SYN 和 ACK； 

2、有效负载计算方向始终是服务器到客户端的数据，无论指标是针对客户端（服务

器发往工作组中的客户端）或服务器（工作组中的服务器发往客户端）。  

载荷数据包数(服务器)-个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单个 TCP 连接中带有应用层数据的数据包数量。  

载荷数据包数不计算重传的数据包和不含有数据的 TCP 数据包（如 SYN 或 ACK）。 

载荷数据包数(客户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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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作为客户端，单个 TCP 连接中带有应用层数据的数据包数量。  

载荷数据包数不计算重传的数据包和不含有数据的 TCP 数据包（如 SYN 或 ACK）。 

10.4 网络性能 

重传率(流出)-千比特每秒 

流出方向，重传数据包的吞吐量。 

重传率(流入)-千比特每秒 

流入方向，重传数据包的吞吐量 

包重传率(流出)-个/秒 

流入方向，每秒重传的数据包个数。 

包重传率(流入)-个/秒 

流出方向，每秒重传的数据包个数。 

往返时间(流入)-毫秒 

TCP 连接中，分析设备和 TCP 服务器之间的往返时间。 

单个数据包的往返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1、开始 = 观察到来自客户端的 TCP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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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束 = 观察到服务器对前面数据包做出响应 ACK。 

往返时间(流出)-毫秒 

TCP 连接中，分析设备和 TCP 客户端之间的平均往返时间。 

单个数据包的往返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1、开始 = 观察到服务器发出的 TCP 数据包； 

2、结束 = 观察到来自客户端对前面数据包的响应 ACK。  

丢包情况(流入)-百分比 

流入方向重传的 TCP 数据包百分比。 

大量的重传通常意味着数据包在网络中丢失。但是，重传也可能是由其它端到端 TCP

机制引起的。 

NetInside 系统通过观察目标工作组的丢包百分比来计算重传，这与路由器上查看到

的丢包计算方式不同（路由器计算的是某一条链路上的丢包情况），而 NetInside 计算的

数据包可能来自于多个物理接口或链路。 

丢包情况(流出)-百分比 

流出方向重传的 TCP 数据包百分比。 

大量的重传通常意味着数据包在网络中丢失。但是，重传也可能是由其它端到端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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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引起的。 

NetInside 系统通过观察目标工作组的丢包百分比来计算重传，这与路由器上查看到

的丢包计算方式不同（路由器计算的是某一条链路上的丢包情况），而 NetInside 计算的

数据包可能来自于多个物理接口或链路。 

重传时延(流入)-毫秒 

流入方向，由于数据包重传导致的延时大小。 

重传延迟的计算方式与“数据传输时间[秒]”和丢包情况有密切关系。  

重传时延(流出)-毫秒 

流出方向，由于数据包重传导致的延时大小。 

重传延迟的计算方式与“数据传输时间[秒]”和丢包情况有密切关系。  

10.5 网络连接 

连接请求数(接收)-个 

服务器接收到的所有 TCP 连接请求总数。 

连接请求数(发送)-个 

服务器发送的所有 TCP 连接请求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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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接收)-个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连接成功的总数。 

连接数(发送)-个 

服务器发出请求，连接成功的总数。 

连接失败数(接收)-个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服务器没有响应的所有请求总数。 

连接失败数(发送)-个 

服务器发出请求，但没有收到响应的所有请求总数。 

连接时长(接收)-秒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单个 TCP 连接的持续时间。 

连接时长计算方法如下： 

通常情况下：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服务器 FIN 客户端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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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观察到客户端流量信息： 

•开始 = 三步握手中的服务器 SYN-ACK。 

•结束 = 服务器 FIN。 

 

如果连接非标准方式断开，而是被重置：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观察到的 TCP 重置时间。 

 

如果连接超时：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30 秒(如果未观察到 SYN 或 FIN)。 

连接时长(发送) -秒 

服务器主动发起的连接中，单个 TCP 连接的持续时间。 

连接时长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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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服务器 FIN 客户端 ACK。 

 

如果没观察到客户端流量信息： 

•开始 = 三步握手中的服务器 SYN-ACK。 

•结束 = 服务器 FIN。 

 

如果连接非标准方式断开，而是被重置：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观察到的 TCP 重置时间。 

 

如果连接超时： 

•开始 = 客户端 TCP 三步握手的 SYN。 

•结束 = 30 秒(如果未观察到 SYN 或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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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率(接收)-个/秒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每秒连接成功的数量。  

连接率(发送)-个/秒 

服务器发出请求，每秒连接成功的数量。  

连接请求率(接收)-个/秒 

每秒发往服务器的 TCP 连接数量。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 SYN 请求，无论服务器是否响应，都会计算在内。  

连接请求率(发送)-个/秒 

服务器每秒向外发送的 TCP 连接数量。 

这种场景下，服务器作为客户端，无论请求的服务器是否响应，都会计算在内。 

连接失败率(发送)-个/秒 

每秒发往服务器的连接请求失败数。 

连接失败率(接收)-个/秒 

服务器每秒发出的连接请求失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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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WEB 响应代码 

HTTP 响应数-个 

服务器对 HTTP 请求的响应数量。 

HTTP 100 百分比-百分比 

响应状态码为 100-199 的百分比。 

HTTP 200 百分比-百分比 

响应状态码为 200-299 的百分比。 

HTTP 300 百分比-百分比 

响应状态码为 300-399 的百分比。 

HTTP 400 百分比-百分比 

响应状态码为 400-499 的百分比。 

HTTP 500 百分比-百分比 

响应状态码为 500-599 的百分比。 

HTTP 100 数量-个 

响应状态码为 100-199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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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200 数量-个 

响应状态码为 200-299 的数量。 

HTTP 300 数量-个 

响应状态码为 300-399 的数量。 

HTTP 400 数量-个 

响应状态码为 400-499 的数量。 

HTTP 500 数量-个 

响应状态码为 500-599 的数量。 

10.7 交易分析 

交易延时 

客户端从浏览器发出请求，到页面完全打开所使用时间的长短。交易延时=服务器时

间+网络时间。 

网络延时(单个对象) 

请求或响应单个对象的全部载荷传输时间，即从第一个报文到最后一个报文。 

这个指标在瀑布图中经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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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延时(单个页面) 

请求或响应单个页面所有对象的网络传输时间，由于服务器可能并行处理多个请求，

因此单个页面网络延时总和可能小于视图中所有对象的网络延时总和。 

这个指标在瀑布图中经常使用。  

服务器延时(单个对象) 

服务器处理单个对象请求所花费的时间。 

时间计算原理：从请求对象（请求的最后一个报文）到首次响应（第一个响应的报

文）的时间差。 

这个指标在瀑布图中经常使用。 

服务器延时(单个页面) 

服务器处理单个页面中所有请求花费的时间之和。 

由于服务器可能并行处理多个请求，因此单个页面服务器总时间可能小于视图中所有

资源的服务器延时总和。 

这个指标在瀑布图中经常使用。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