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痛点

过去几十年，通信网络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云、5G 移动和物联网的兴起

彻底改变了公司、用户和应用之间的通

信方式。成倍增长的的数据、逐渐发展

的带宽业务、不断增加的设备数量以及

企业边界的消失使得行业面临着既要确

保安全性和合规性，又不能增加设备和

管理成本的巨大压力。

挑战

IBM 是全球公认的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方

面的行业翘楚。他们的 QRadar 安全信

息和事件管理 (SIEM) 系统是很多网络

和安全专业人士的首选解决方案。为了

让终端用户能够更快速地发现事件并做

出响应，QRadar SIEM 需要提供快速

访问所有网络数据（无论是实时数据还

是历史数据）的途径。

为了满足行业需求，IBM 需要在多个

维度上有效扩展 QRadar，同时需要确

保满足关键应用需求，包括线速网络性

能和 100% 数据捕获，并且实现数据

包零丢失的目标。考虑到机架空间的匮

乏，他们需要实现性能最大化，同时确

保解决方案所需的物理空间不会大幅增

加。此外，为进一步提升性能，他们需

要能够在多个设备之间扩展分析设备：
QRadar Network Insights (QNI)，同

时保证设备间的时间戳精度与通信会话

的一致性。

解决方案

IBM 借助 Napatech SmartNIC 软件和

硬件来确保自身的基本性能和信息捕获

需求得到满足。Napatech SmartNIC 

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可从 CPU 分

流复杂且繁琐的安全工作负载。

性能加倍

为了提高 QNI 设备的性能，同时避免

机架成本提高，IBM 决定集成一种 2 

插槽 2U 服务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

用计算资源，确保这些资源不被浪费

在内部流量分配上，领先的 Napatech 

案例研究”：助力 IBM QRadar 
Network Insight (QNI) 性能加倍

挑战

IBM 需要扩展 QRadar  

SIEM，实现性能最大化，同

时确保解决方案所需的物理

空间不会大幅增加。为了进

一步增强性能，他们需要在

多个设备之间扩展 QRadar 

Network Insights (QNI)，同

时确保平台的时间戳精度和

会话一致性。

解决方案

IBM 借助 Napatech   

SmartNIC 从 CPU 分流复

杂且繁琐的安全工作负载，
从而释放宝贵的计算资源。

优势

•  双重应用性能

•  大幅成本节约

•  确 保 设 备 间 时 间 戳 的 一

致性

•  无需软件更改



SmartNIC 功能新增了插槽负载平衡功

能。主要目标是确保流量在这个 2 插槽

服务器各自的 CPU 中高效分配。通过 

QuickPath Interconnect (QPI) 进行分

配会导致性能和可扩展性降低。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插槽负载平衡功能在主要

和辅助 SmartNIC 之间分配流量，为两

个 CPU 插槽单独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包

流，从而绕开 QPI。

为了确保会话一致性，主 SmartNIC 按

纳秒精度为数据包标记时间，并且，
数据包在按序策略会话过程中在两台 

CPU 之间实现智能分配。无需对 QNI 

软件做任何更改，IBM 就可以实现应用

性能翻倍，同时保持 2U 外形。

性能成倍提升

为了进一步大幅提升性能而不更改 QNI 

软件，采用了插槽负载平衡功能和中

央时间戳机制以便在多个 QNI 设备中

分配流量。该概念也涵盖了 Qradar 

Network PCAP 设备，该设备基于 

Napatech capture-to-disk 技术，能

够捕获和存储完整的数据包，确保可以

轻松获取所有原始数据，用于进一步鉴

定调查。

在数据包转发到下游设备进行处理之

前，连接至网络采集点的 QNI 就会执

行纳秒级时间戳。这种同步技术有助于

对各种 QRadar 设备中的特别会话进行

快速、无缝关联和标识，提供快速和精

确法定调查所需的一致性。

优势

• 双倍应用性能

• 大幅成本节省

•  确保设备间时间戳的一致性

•  无需软件更改

更多案例研究，请访问：
www.napatech.com/resources/

cas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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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adar Network P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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