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网络安全和网络性能监控该应用加速

加速网络安全和网络监控应用

面向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的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将应用性能提升
了数倍

要点综述

该解决方案简要描述了在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FPGA PAC）上运行的 

Link* Capture 软件如何加速大量领先的网络安全和网络应用。

该解决方案从服务器的英特尔至强® CPU 内核中卸载最繁重的处理工作负载，为目标应

用和服务释放重要的计算资源。相比标准网络接口卡（NIC）部署，它带来了巨大的无

损性能优势。

业务挑战： 

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获得标准部署的优势

云服务、5G 移动通信和物联网（IoT）时代的到来对企业设计、管理和保障网络安全的

方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某些部署，搭载标准 NIC 的低成本服务器足以满足性能要求。但是，许多应用和

服务由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和流程定义，使 CPU 资源不堪重负。对于此类部署，标准 

NIC 往往是不够的，会导致严重的网络数据包丢失和应用性能的下降。

图 1. 使用标准 NIC 和英特尔® FPGA PAC 上的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比较安全

和网络监控应用所需的 CPU 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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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安全和网络性能监控，符合该特征的应用类型包括：

入侵检测系统（IDS）、入侵防御系统（IPS）、网络取证、合

法监听、网络记录与播放、分析与监控、测试与测量、网络与应

用性能监控以及越来越多的自主开发 IT 应用。无一例外的是，

大量会话、用户和流程无条件要求所有数据包大小均达到线速

吞吐率以及 100% 的无损数据包转发和捕捉。这些应用的本质

将导致它们在任何流量丢失时失效。

您无法控制看不见的因素

对于安全团队，全面了解所有网络流量至关重要，因为即使丢失

一个数据包也会产生一个盲点，使整个取证调查无效。同样，对

于网络运营团队，完整的捕捉对执行完全可靠的网络测试和故

障排除至关重要，有助于提供最佳服务质量，避免网络和设备

过载。

为了帮助企业应对这一挑战，Napatech 将 Link Capture 软件

打造成面向英特尔 PAC（采用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的

加速堆栈。借助该解决方案，我们现在有可能构建基于低成本

现成服务器的高性能平台。标准 NIC 总是使目标应用遭受无法

容忍的数据包丢失，但是 Napatech 可以保证线速吞吐率以及

所有数据包大小的丢包率为零，这对可靠的网络性能、测试和

安全分析必不可少。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利用英特尔 FPGA PAC 中的强大

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 功能，以提供高达 40 Gbps 的线速

数据包捕捉和流感知型地转发，适用于所有数据包大小。该解

决方案从服务器的英特尔至强 CPU 内核中卸载最繁重的网络和

安全处理工作负载，为目标应用和服务释放重要的计算资源。

解决方案优势

• 优势 1. 提高每台服务器的应用性能。

• 优势 2. 通过使用更少的服务器实现目标性能，从而降

低系统成本，同时减少机架空间、功耗、散热和管理的

相关运营成本。

• 优势 3. SmartNIC 中基于 FPGA 的协处理器提供了额

外的计算能力，从而节省了处理复杂任务消耗的时间。

• 优势 4. 保证无损的数据包捕捉和转发，全面了解关键

业务工具的网络通信，缺乏了解的代价可能非常昂贵。

用例

包括云数据中心运营商、电信和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财富 5000 

强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内的各类网络运营商均使用基于软件的网络

和安全应用。这些行业广泛部署了基于 Linux*、第三方、自主开

发、开源和商用网络和安全软件应用。

Napatech 和英特尔组合解决方案为领先的第三方、商用和开源

应用提供了可测量、可重复的卓越基准测试结果，包括用于网络

安全的 Suricata*、用于网络记录的 n2disk*、用于网络性能监控

的 Wireshark*、用于流量生成的 TRex* 等工具。

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基于 FPGA 的硬件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卸载了不均衡消耗主机 CPU 资源

的繁重工作负载，将这些重要的内核返回到目标应用和服务。

其次，FPGA 本身提高了系统内的计算能力。如以下基准测试所

示，从两个方面提高计算能力对应用性能造成了指数级的影响。

应用 链接

Suricata https://suricata-ids.org/

Snort https://www.snort.org/

Bro https://www.bro.org/

Wireshark https://www.wireshark.org/

TRex https://trex-tgn.cisco.com/

ntop nProbe Cento https://www.ntop.org

ntop n2disk https://www.ntop.org/

自主开发的 IT

其他商用应用

表 1.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支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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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Suricata IDS

Suricata IDS 检测已知的威胁、违反政策和恶意行为。尽管 

Suricata 能够被动保护网络，但是它的有效性仅限于实现。检

查每个网络数据包的内容会占用大量 CPU 资源，对于数千兆位

的流量负载尤为如此。CPU 的数据包处理能力通常是 Suricata 

性能的限制因素。

英特尔 FPGA PAC 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解决方案非常

适合 Suricata 的无损加速。该解决方案经过优化后，能够以全

线速捕捉所有网络流量，并且对于所有帧尺寸，主机服务器上的 

CPU 负载几乎为零。相比标准 NIC，该解决方案为 Suricata 带

来了巨大的无损性能优势。

网络记录：n2disk

n2disk 是一个强大的网络流量记录应用，允许用户以数千兆位

的速率从实时网络中捕捉与存储网络数据包。n2disk 支持安全

团队按需捕捉、存储和检索所有网络数据，为向量识别、取证

分析或运行故障排除提供了回顾性数据包捕捉（PCAP）证据。

成功部署 n2disk 的先决条件是捕捉所有网络数据包，并且丢包

率为零。在数千兆位流量负载下，标准服务器部署通常难以保持

高速。

英特尔 FPGA PAC 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解决方案为 

n2disk 带来了巨大的性能优势：

• 高达 3 倍的无损数据包到硬盘性能

• 保证捕捉高达 600 毫秒的数据包突发硬盘

图 2. 提高网络安全最大吞吐率

图 3. 提高网络安全无损吞吐率

图 4. n2disk 吞吐率



解决方案简介 | 加速网络安全和网络监控应用

4

网络性能监控：Wireshark

Wireshark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网络协议分析器，支持用户监测

微观层次的网络运行。它是许多商业和非营利企业、政府机构

和教育机构进行故障排除和协议分析的实际标准。

以无损速率捕捉与分析流量的能力对 Wireshark 的成功最为重

要。为了解码所有流量，基本的要求是 Wireshark “能够洞察

一切”。如果错过任何流量，就不可能进行完整的协议分析。此

外，如果捕捉服务器负担过重并且速度太慢，无法处理传入数

据包，数据包将被弃用，信息将永远丢失。

英特尔 FPGA 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解决方案极大提

高了捕捉和协议分析速度，支持网络工程师充分利用 Wireshark 

的全部功能，了解网络流量，发现异常情况并惊人的速度诊断

网络问题。该解决方案为 Wireshark 提供了巨大的无损性能优

势：相比标准 NIC，无损捕捉和解码性能提升了高达 6 倍。

流量生成：TRex

TRex 是一个低成本的开源状态和无状态流量生成器。和任何其

他流量生成解决方案一样，最重要的是 TRex 能够以线速率可靠

地生成所有大小的数据包。无论是简单的数据包破坏还是回放 

PCAP 文件以进行测试，以最大速度为小型数据包发送流量的能

力是一个先决条件。

流量接收也至关重要。生成的流量被传输至被测设备（DUT）

后，接收它的能力是测量解决方案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如果流

量接收与生成能力不匹配，测试将受影响，因为我们无法确定 

DUT 还是测试设备本身正在丢失流量。相比标准 NIC，英特尔 

FPGA PAC 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解决方案针对无损

传输和接收进行了优化，为 TRex 带来了巨大的性能优势：

• 两倍的流量生成性能

• 4 倍的流量接收性能

图 5. Wireshark 无损吞吐率 图 6. 不同帧尺寸的 TRex 非掉帧接收性能和传输性能

客户评价

“面向英特尔® FPGA PAC 的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

对为当今企业中的网络和安全应用进行了必要的改进。由

于目前可从领先的服务器制造商那里订购英特尔 FPGA，

基于 FPGA 的加速已成为广泛普及的主流配置。”（Luca 

Deri，ntop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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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价值

英特尔和 Napatech 解决方案的应用加速提供了直接、可测量

的价值。首先，用户从每台服务器上获得了更高的应用性能。

尽管对每个应用的改进有所不同，但是单台服务器及其应用可

受益于数倍的性能提升。其次，运营商可使用更少的服务器实

现目标性能，显著降低了系统成本，同时降低了机架空间、功

耗、散热和管理的相关运营成本。第三，由于基于 FPGA 的协

处理器提供了额外的计算能力，大幅缩短了执行复杂任务的时

间。最后，解决方案确保无损的数据包捕捉和转发，全面了解

关键业务工具的网络通信，缺乏了解的代价可能非常昂贵。

这些优势为客户机构的以下利益相关者提供了重要价值：

• 现在，在 IT 预算之内，财务人员和首席财务官拥有多个可

行的解决方案选择，以便大幅降低网络、网络安全和合规性

设备的资本支出（CAPEX）和运营支出（OPEX）。这些全

新的解决方案基于开放标准的商用大容量服务器，只需极低

的成本，便可用它们替换昂贵的定制垂直集成硬件。此外，

这些解决方案受软件驱动并且可现场编程，因此，它们通过

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延长了部署寿命，比固定功能的定制硬件

更耐用。

• 设计、部署、运营和管理网络的团队无需在性能、敏捷性

和成本之间取舍。采用英特尔网络硬件和 Napatech 软件

的标准服务器平台在单个平台上为广泛的应用提供了所有

优势。

• 应用设计人员和设计内部自主开发业务应用的开发运营人

员现在可以利用兼具硬件性能和软件创新速度的高性能网

络平台。

解决方案架构： 

使用英特尔 PAC 上的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对应用进行加速

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组件：

• 能够支持英特尔 FPGA PAC 的标准服务器平台，如戴尔、

富士通和惠普平台

• 采用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 的英特尔 FPGA PAC

• 英特尔开放可编程加速引擎（OPAE）软件

•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和许可

• 最终用户选择的用例特定应用软件

产品提供以下独一无二的关键特性：

• 所有数据包大小的双向完整理论吞吐率高达 40 Gbps

• 支持 10 Gbps 和 40 Gbps 配置

• 在所有情况下丢包率为零

• 确定性性能

• 所有数据包的准确时间戳

• 支持 PCAP 和数据平面开发套件（DPDK）应用编程接口

（API）

解决方案支持 1x40 Gbps 以太网（GbE）和 4x10 GbE 配置，

基于 PCAP 和 DPDK 主机 API 而构建，可轻松集成商用、自主

开发和开源应用。

Napatech 拥有一个丰富的软件特性和用例库，非常适合继续

移植到英特尔 FPGA PAC。为领先的应用定期发布新的基准测

试，以扩大其规模。

图 7. 基于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的解决方案订购与安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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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虽然通用计算架构足以应对某些部署，但是许多网络安全和网

络监控应用由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定义。对于此类部署，标准 

NIC 往往是不够的，会导致严重的网络数据包丢失和应用性能

的下降。

英特尔 FPGA PAC 和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解决方案缩

小了性能差距。该解决方案支持不同规模的 IT 组织在标准服务

器上部署网络安全和网络应用，以极低的成本替换定制硬件选

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性能。

通过对各种第三方、商用、开源和基于 Linux 的网络和网络安

全应用执行基准测试后证实，相比采用标准 NIC 配置的服务器，

该解决方案将应用性能提升了数倍。

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者访问：

www.napatech.com

解决方案提供商

关于 Napatech

Napatech 为不同规模的 IT 组织带来了巨大的计算优势，

旨在帮助公司重塑业务。Napatech 增强了开放和标准虚拟

化服务器功能，以促进创新，释放宝贵的计算资源，改进服

务并提高收入。

Napatech 的可再配置计算平台*（Reconfigurable 

Computing Platform）基于广泛的 FPGA 软件，面向各种 

FPGA 硬件设计支持的领先 IT 计算、网络和安全应用。

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资源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

• 合作伙伴公司

www.napatech.com

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 
solutions/partners/partner-profile/napatech.html

• 产品

www.napatech.com/products/link-capture-software-
for-intel/

• 其他有用的资源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产品简介

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件特性概述

Suricata 安装和运行应用注释

Napatech 系统配置：

戴尔 PowerEdge R740，两颗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38 CPU @ 2.0 GHz，20 个内核，40 个线程，128GB RAM（16 x 8GB RDIMM，2666MT/秒），采用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 的英特尔® 可编

程加速卡（1x40 GE），NIC：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 XL710-QDA2（2x40 GE），光学收发器：40GBASE-SR4 QSFP+ 850nm 150m MTP/MPO 光学收发器模块，Napatech Link™ Capture 软

件 v11.1.4 Linux，CentOS Linux 版本 7.3 — Linux 内核版本 3.10.0-957.1.3.el7.x86_64，Suricata 版本：4.0.5 Suricata 用于入侵检测模式；单向发送流量，使用应用报告的统计数据测量吞吐率。

测试由 Napatech 执行。英特尔不对第三方数据承担任何控制或审计的责任。您应查看此内容，咨询其他来源，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实际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您应当参考其它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完整评估您的采购决策，

包括该产品与其它产品一同使用时的性能。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您也可登录 intel.cn 获取更多信息。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何保证。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Intel Inside 标记和标识、Intel.Experience What’s Inside 标记和标识、Arria 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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