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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智能加速
Napatech 加速器系列支持公共特性集和驱动程序软件架构，实现对任
何加速器组合的即插即用支持。

得益于该智能特性集，不再需要负载来处理和分析应用软件中的以太网
数据，同时可确保标准服务器数据的最佳使用，从而实现高效应用加速。

特性说明 
全线速数据包捕获
•• 对所有帧大小实现零丢包捕获

经过优化的数据包缓冲区 
•• 主机服务器 CPU 负载低

板载数据包缓冲 
•• 确保拥塞期间的数据包传递

时间戳 
•• 4 纳秒时间戳
•• 时间戳注入

时间同步
•• IEEE 1588-2008 PTP V2
•• PPS
•• 操作系统时间

帧处理
•• 多端口和多加速器数据合并
•• 帧分类
•• 帧和协议信息
•• 固定、动态和条件切片
•• 删除重复
•• 以太网 FCS 及 IP/UDP/TCP 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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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加速器

特性概述
隧道支持
•• GTP 和 IP-in-IP 隧道支持
•• 数据包头及负载的内部隧道切片和过滤

IP 分片处理
•• IP 分片识别和分发

流量识别
•• 基于哈希密钥的流量识别
•• 多个协议特定的哈希密钥
•• 动态哈希密钥选择
•• •可配置的哈希密钥
•• 相关密钥

帧和流量过滤
•• 可配置的过滤器
•• •端口、协议和大小过滤器
••  IP 匹配过滤器
•• •模式比较过滤器•
•• 着色•

智能多 CPU 分发
•• 可配置的数据分发

高级统计数据
•• RMON1 端口统计数据
•• 高级统计数据

监控传感器
•• 温度和功率传感器

托管传输
•• 一键式帧传输决策
•• 同步传输
•• •本地重新传输
•• 帧间距 (IFG) 控制
•• 以太网 FCS 及 IP/UDP/TCP 校验和生成

可编程旁路
•• 使用内置旁路功能的故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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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说明

无论帧采用何种封装，Napatech 加速器都能对所有帧进行解码，并可根据用户定义的头信息来识别流量。

全线速数据包捕获
Napatech 加速器经过高度优化，能以全线速捕获网络流量，并且对于
所有帧大小，几乎不会在主机服务器上造成任何 CPU 负载。对于需要
分析所有网络流量的应用，零丢包捕获至关重要。如果需要丢弃任何数
据，将由应用做出选择，而不是受到加速器的限制。

经过优化的数据包缓冲区
Napatech 加速器使用的缓冲策略可分配许多大型内存缓冲区，将尽可
能多的数据包连续放入每个缓冲区。采用这种实施方法后，仅对缓冲区
中数据包的首次存取会受到外部内存存取时间的影响。由于缓存预取，
后续数据包在 CPU 需要它们之前已位于 1 级缓存中。缓冲区中可放入
数百甚至数千个数据包，因此可得到极高的 CPU 缓存性能，从而实现
应用加速。

可针对不同应用需求对 Napatech 加速器支持的灵活服务器缓冲区结
构进行优化：
•• •需要低延迟的应用可在小区块中传递帧，视情况通过固定最大延迟
来完成。
•• 无延迟需求的应用可在大区块中传递帧，使得服务器 CPU 更有效地
处理数据。

板载数据包缓冲
板载加速度内存缓冲区允许在微突发 (micro-burst) 或 PCI Express 
总线拥塞情况期间缓冲数据包。

时间戳
以 4 纳秒分辨率取样的高精度时间戳应用于加速器接收到的所有帧。加
速器还支持在正在传输的帧中插入高精度 64 位时间戳。以用户定义的
偏移量插入时间戳。支持 5 种不同的 64 位时间戳格式：
•• 2 种 Windows 格式，分别具有 10 纳秒或 100 纳秒分辨率
•• 本地 UNIX 格式，具有 10 纳秒分辨率
•• 2 种 PCAP 格式，分别具有 1 纳秒或 1000 纳秒分辨率

时间戳注入
可在传输时将时间戳注入数据包的负载中。通过提供偏移量，可在数据
包内方便的点上注入时间戳。由于注入的时间戳显示传输数据包的时间，
可将其用于测量网络的延时或延迟。数据包的接收端可将注入的时间戳
与数据包时间戳进行比较，从而显示数据包从传输端到接收端经历的传
输时间。

时间同步
加速器时间戳可与其他加速器的时间戳或外部源同步：
•• 与 GPS 天线和其他外部 PPS 时间源同步•
•• 与 PTP 时间主节点同步
•• 在内部、外部或使用加速器菊花链进行加速器到加速器的硬件时间•
同步
•• 通过动态漂移调整同步操作系统时间

板载 IEEE 1588-2008 (PTP v2) 支持
板载 IEEE 1588-2008 支持可实现直接从 Napatech 加速器与 PTP 
网络的连接以及与 PTP 主节点的同步。

通过板载 IEEE 1588-2008 支持，Napatech 加速器可在超过同轴电
缆•20 米限制的更长距离上实现同步，对于直接连接距离可达 100 米，
在交换网络上距离则更远。

具有板载 IEEE 1588-2008 支持的 Napatech 加速器包括默认、电
信•(ITU-1 G.8265.1) 和电源 (IEEE-C37.238) 配置文件支持。加速器
可用作默认配置文件中的主节点或从节点，或用作电信和电源配置文件
中的从节点。这些加速器还可能通过指定数据包时延变化 (PDV) 过滤
器来改进•PTP 未识别网络中的时间同步。



具有板载 IEEE 1588-2008 支持的加速器还提供用于增强时间同步的其
他特性，包括能够将主机操作系统时间与从 PTP 中检索到的时间同
步，以及能够生成 PPS 输出以同步不直接支持 PTP 的第三方设备。•
Napatech•提供包括硬件和软件 PTP 堆栈的完整 PTP 解决方案。

帧处理
多端口和多加速器数据包合并
对于具有多个端口的加速器，可以将多个端口上接收到的数据包合并为
单个数据流以供进一步处理。这对分析连接的接收和传输方向十分有用，
因为数据包的接收和传输方向来自于每个单独的端口。借助 Napatech 
软件套件，可以将来自多个加速器的数据流合并为单个数据流以供分析。

帧分类
加速器帧解码器用于确保识别所有主要层 2 到 4 协议。帧分类信息与
每个帧一起提供，包括封装协议头和负载数据的偏移量信息。此方法可
卸载大量处理负载并分析加速。

帧分类信息可用于：
•• 找到位于动态位置的协议头和负载数据
•• 高级过滤
•• 动态选择哈希密钥（每帧）
•• 动态切片
•• 智能多 CPU 分发

帧和协议信息
对于接收到的每个以太网帧，将向主机应用提供帧和协议信息，从而加
快每个帧的处理。可用的信息包括：
•• 高精度时间戳信息
•• 协议信息：例如 IPv4、IPv6、UDP、TCP、GRE、SCTP、PPPoE、•
EtherIP 和•GTP
•• 封装信息：ISL、VLAN 和 MPLS
•• 哈希密钥信息：哈希密钥值和类型
•• L3、L4 和 L5 负载开头的偏移量
•• 着色/贴标签：由过滤器定义的标签
•• 校验和错误标记：以太网、IP、TCP、UDP

切片
通过切片，可以截断帧，仅分析必要的信息。这样可降低处理负载，从而
提高性能。支持多种类型的切片：
•• 固定切片：将帧截断到最大大小
•• 动态切片：将帧截断到相对于指定协议的动态大小，例如 IP 负载 +  
16 字节
•• 条件切片：通过基于帧解码的属性进行固定或动态切片

删除重复
分析网络流量时，有时会接收到大量重复的帧。Napatech 加速器具有
可识别并删除重复帧的硬件功能。这样可节省大量的服务器 CPU 周期。

以太网 FCS 及 IP/UDP/TCP 校验和
对于每个接收到的帧，将校验以太网帧校验序列 (FCS)，以及 IP、UDP 和•
TCP 头中的校验和信息。对于联机 (in-line) 应用，可根据需要重新使用
或重新生成 FCS 及校验和。

隧道支持
GTP 和 IP-in-IP 隧道支持
隧道封装识别能够基于隧道内容而非隧道本身进行高效的 CPU 负载
分发。在分析使用 GTP 或 IP-in-IP 的电信骨干网或使用 IP-in-IP 的企
业网上的流量时，此方法特别有用。

内部隧道帧处理
对于隧道流量，务必针对隧道内容而不是隧道本身（包括用于通过切片
和过滤来减少要分析的流量的方法）执行分析。
•• 封装数据包头和负载的切片
•• 对封装数据包头和负载进行过滤

IP 分片处理
Napatech 加速器能够识别零碎的 IP 数据包，并确保将相关分片分发到
相同主机缓冲区以供应用进行重组。如此可帮助加快应用的 IP 重组流
程。加速器还会识别并处理失序分片。

流量识别
基于哈希密钥的流量识别
帧分类信息用于为每个接收到的帧计算哈希密钥。具有相同哈希密钥的
帧可被视为流量并得到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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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协议特定的哈希密钥
哈希密钥计算基于特定头数据的组合。根据以太网帧中所封装协议的类
型，Napatech 支持最多 17 种不同的哈希密钥类型。协议特定的哈希
密钥允许根据要分析的协议类型来建立流量。

动态哈希密钥选择
由于哈希密钥类型特定于协议，加速器可根据帧解码器提供的信息动态
地选择正确的哈希密钥类型以进行计算。

可配置的哈希密钥
除了 Napatech 加速器中提供的内置协议哈希密钥，还可以根据封装
协议头中的字段选择来配置哈希密钥，从而允许识别特定流量并基于主
要流量来优化 CPU 处理负载的分发。

相关密钥
通过 Napatech 加速器，可以生成相关密钥，用于监控网络中多个点处
的单个数据包。相关密钥是单个数据包的唯一标识符，可用作 IP 源地址
和目标地址的替代品，适用于网络地址转换可更改正在监控的网络
中 IP 地址的情况。通过相关密钥，可以逐包测量网络中多个点的延迟。

帧和流量过滤
可配置的过滤器
我们提供 64 个可以非常灵活的方式指定、组合和控制的高级可编程过
滤器。这些过滤器采用易于使用的 Napatech 编程语言 (NTPL) 进行
配置。客户应用可同时更改过滤器。

可编程过滤器逻辑以高级协议解码功能为基础。这可确保应用始终得到
匹配所请求协议的数据包，即使在变化多样的条件下亦如此。例如，使用
单个过滤器时，加速器可捕获具有特定源 IP 地址的所有 TCP/IP 数据
包，即使这些数据包为 ISL、VLAN 或 MPLS 封装和/或包含 IP/TCP 
选项。

总而言之，在 7,744 种不同流量条件下，单个过滤器都能提供正确输出。•
Napatech 加速器具有 64 个能以通过多种方式组合的可编程过滤器•
区块。

端口、协议和大小过滤器
可根据接收帧的端口、来自帧解码器的协议信息以及所接收到帧的大小
执行过滤。

IP 匹配过滤器
可根据所接收到数据包（包括穿过隧道的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执行过滤。我们提供两个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的 IP 匹配
地址池。过滤穿过隧道的数据包时，一个 IP 地址池用于匹配外部 IP 地
址，另一个地址池用于匹配内部 IP 地址。IP 地址池中指定的 IP 地址可
以是单个•IPv4 或 IPv6 地址，也可以是地址范围。



模式比较过滤器
借助模式比较功能，可以根据在帧的特定偏移处具有位掩码的用户定义
数据模式应用来识别帧。可将单个帧与多个数据模式进行比较。

着色
过滤后的帧可贴上具有“颜色”ID 的标签，用于标识转发该帧的过滤器。
颜色 ID 可用于优化对不同帧类型执行不同处理的应用。

智能多 CPU 分发
多 CPU 缓冲区拆分让加速器能够将捕获的帧放入 1 到 128 个主机缓
冲区。客户可将主机缓冲区的大小配置为 16 MB 到 128 GB；并可基
于过滤器逻辑中的结果、端口号和/或生成的哈希密钥值（流量）来配置
将数据放入主机缓冲区的方式。

通过始终将相同的流量和帧类型提供给相同的  C P U  内核，高级
多 CPU 缓冲区拆分功能以及用于将流量分发到最多 128 个 CPU 内
核的选项显著提高了 CPU 缓存性能。

高级统计数据
RMON1 端口统计数据
Napatech 加速器为每个端口提供 RMON1 (RFC2819) 计数器。

高级端口统计数据
除了 RMON1 端口统计数据，加速器硬件还可生成大量其他统计数据
计数器，无论是否将流量转发给主机，都可独立使用这些计数器。因此客
户应用能以极低的 CPU 负载检索全面的网络流量分析。

提供两种类型的统计数据计数器：
•• 大型集：RMON1 (RFC2819) 计数器增加了巨型帧计数器，按端口用
于捕获的帧和丢弃的帧。
•• 普通集：针对好帧和坏帧的帧和字节计数器，根据颜色（过滤器）和主
机缓冲区来提供。

计数器集始终由一个 64 位高精度时钟传递一致的时间戳快照，并可与
传递的以太网帧同步以供分析。

监控传感器
加速器上的传感器用于监控以下多项内容：
•• 带报警的 PCB 温度水平
•• 带报警和自动关机的 FPGA 温度水平
•• 关键组件的温度
•• 带报警的单个光学端口温度或光线水平
•• 带报警的电压或电流超量程
•• 带报警的冷却风扇速度
•• 每个端口的以太网链接状态
•• 时间同步的状态和丢失

系统状态可通过加速器前面的 LED 读取。加速器上存储有可能的报警
和错误代码以供后期故障排除。

托管传输
一键式帧传输决策
可使用单个命令快速简单地传输接收到的帧。可将传输指示器设置为立
即或使用接收到的时机传输帧。

同步传输
传输或重播由传输时钟进行控制。因此，当同步多个端口和加速器的时
间戳时钟时，可以跨这些端口和加速器同步并协调传输。使用时间同步
时，还可以在多个设备和地理位置进行同步传输。同步传输非常适合流
量生成和捕获重播应用。

本地重新传输
通过本地重新传输，可以将所接收到的用于重新传输的数据流量自动重
定向至同一加速器上的一个或多个端口。使用过滤逻辑来选择用于重新
传输的帧和端口。对于需要将相同数据提供给多个分析设备的应用，可
以同时对帧进行重新传输和分析。在此情况下，可使用过滤逻辑来选择
分析数据，然后将数据转发到一个或多个外部设备。

帧间距 (IFG) 控制
对于传输的帧，可通过调整 IFG 来控制传输时机。可通过原始 IFG 来传
输帧，也可根据需要调高或调低 IFG。



以太网 FCS 及 IP/UDP/TCP 校验和生成
对于每个传输的帧，可由加速器自动生成 IP、UDP 和 TCP 头中的以太
网帧校验序列 (FCS) 及校验和信息。

可编程旁路
对于联机 (in-line) 应用，需要故障保护机制，以确保设备出现故障时数
据流量仍能持续。Napatech 提供可编程旁路功能，允许用户编写用于
开机和关机的不同模式旁路操作，包括用于自动故障切换的监视程序计
时器。

我们为加速器支持的每个端口或端口对独立提供可编程旁路功能。提供
三种模式：
•• 普通模式，端口连接到加速器 PHY
•• •旁路模式，端口对互联
•• •断开模式，端口断开连接

具有软件可编程超时间隔的监视程序计时器在每个端口对上独立运行。

公司简介
Napatech 是提供网络管理和安全应用数据交付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
者。随着数据量增多、复杂性增大，这些应用的性能需求必须对流经其网
络的信息进行监控、编译和分析。我们的产品使用专利技术，能高速捕获
和处理大量数据，同时保证性能并实现实时可见性。我们更快、更高效地
为最先进的企业、云和政府网络按需提供数据。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在我
们的协助下，客户的应用都比他们需要管理和保护的网络更加快速。

Napatech.•FASTER THA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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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0E3-2-PTP

NT20E3-2-PTP-NEBS

NT80E3-2-PTP

NT80E3-2-PTP-NEBS

NT4E2-4T-BP

NT4E2-4-PTP

NT40E3-4-PTP

NT40E3-4-PTP-NEBS

NT4E-4-STD

NT4E-4-NEBS

Napatech 加速器



欧洲、中东 、非洲 
Napatech A/S
丹麦，哥本哈根

Tel. +45 4596 1500
info@napatech.com
www.napatech.com

北美 
Napatech Inc.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Tel. +1 888 318 8288 
info@napatech.com
www.napatech.com

亚太地区
Napatech大中国区、南亚
台湾，台北市
Tel. +886 2 28164533 Ext. 319

Napatech 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东京
Tel. +81 3 5326 3374

Napatech 韩国分公司
韩国，首尔
Tel. +82 2 6001 3545
ntapacsales@napatech.com
www.napa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