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75418.9

(22)申请日 2018.04.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6963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0.23

(73)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

司

地址 100761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一

号综合楼2307房间

    专利权人 国网电力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雨泰　陈亮　程杰　尚智婕　

董希杰　王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律谱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57

代理人 黄云铎

(51)Int.Cl.

H04L 12/24(2006.01)

H04L 12/26(2006.01)

H04L 12/851(2013.01)

H04L 29/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079651 A,2014.10.01,

CN 102045363 A,2011.05.04,

CN 106059960 A,2016.10.26,

审查员 范玲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

分析平台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

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

分析平台用于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存储，

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包括：网络流

量采集器、流量数据存储器、ETL数据抽取工具。

本发明能够实现信息内网及互联网出口海量数

据的存储以及快速的历史数据回溯分析，使网络

分析突破时间限制，在数据挖掘、追踪定位以及

安全取证等方面更精确、高效，从而提高网络运

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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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流量及

协议报文分析平台用于对网络中的流量数据进行采集和存储，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

析平台包括：网络流量采集器、流量数据存储器、ETL数据抽取工具，

所述流量数据存储器包括虚拟化网络存储设备，所述虚拟化网络存储设备包括虚拟化

存储访问设备以及多个物理存储器，所述虚拟化网络存储设备通过下述方式进行网络流量

数据存储：

将网络流量数据按照预定大小以压缩包形式存储成单体文件；

将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发送给虚拟化存储访问设备；

虚拟化存储设备接收该数据，缓存在临时缓存中，并且判断该数据压缩包的大小，基于

所获取的总数据大小，查找物理存储设备中的空白扇区，分配相应的目标存储区域，获取目

标存储区域的地址表；然后，将数据压缩包划分成若干数据单元，在对数据压缩包分配目标

存储区域时，每个存储区块对应一个数据单元，并且在存储区域分配时，为每个连续存储区

块中的至少一个区块预留一定字节的存储空间，然后，建立目标存储数据和目标存储区块

的映射表；

接下来，虚拟化存储访问设备对所接收到的数据压缩包中的每个数据单元按存储区块

进行封装，在封装时，判断为相邻数据单元分配的存储区块的地址是否连续，若为相邻数据

单元分配的存储地址连续，则对该数据单元进行直接存储，若为某个数据单元分配的存储

区域的地址与为其前一个数据单元所分配的地址不连续，则在前一个数据单元进行封装

时，将原始写入数据作为数据主体，在数据主体末尾添加关联地址信息，该关联地址信息存

储在预留字节的存储空间中，以此类推，在最后一个数据单元的末尾添加第一数据单元的

地址信息，以形成闭环；然后，将封装的数据按照之前预分配的目标存储区域进行存储，然

后，删除虚拟化存储设备中的除第一数据单元的地址映射表之外的地址映射表，仅将第一

数据单元的存储地址以及整个写入数据的信息更新到虚拟化存储设备的地址映射表中，

在数据读取时，虚拟化存储设备确定所要读取的数据的首地址，然后，所述虚拟化存储

设备判断读取数据是否是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若不是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则正常读取，

若是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则在对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读取时，从地址映射表获取单体大

文件中第一个数据单元所对应的地址，将其读取至缓存空间，对第一数据单元进行拆封装，

将原始的第一数据单元返回给用户，然后，判断第一数据单元中是否包含关联地址信息，若

包含关联地址信息，则按照第一数据单元封装时添加的关联地址信息进行下一数据单元的

读取，若不包含，则在第一数据单元的下一顺序地址中读取第二数据单元，将其经由云服务

器返回给用户，以此类推，直到读出最后一个数据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数据处理

装置，所述数据处理装置包括：用户画像模块，应用画像模块、关系分析模块以及流量预测

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装

置还包括：推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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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

台。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随着国家电网公司信息化在公司电力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不断创新与发

展，各种网络应用层出不穷，信息化技术人员对各应用系统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些应用在满

足电力信息化业务需求的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0003] 应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漏洞，成为了所有人员的安全隐患；同时，某些应用会

上传个人隐私信息，造成个人信息泄漏。

[0004] 一些应用大肆吞噬网络带宽，会影响其他办公人员对网络的使用：如P2P、视频下

载和点播的流量会抢占带宽资源，造成其它办公人员的关键应用如MAIL、ERP等阻塞或无法

使用；尤其是P2P协议的不断演进，在运行过程中采用动态协商、数据报文加密等方式，给应

用的的识别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0005] 随着安全防护过程中对应用层的关注，基于深度包检测技术和深度流检测技术势

在必行。

[0006] 目前公司已经建成包括协同办公、邮件、经济法律、营销系统以及网络大学等在内

的两百余套业务系统，覆盖全公司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用户。运检中心已针对现网一些网络

流量进行控制，如端口控制、QOS控制等。

[0007] 但是，随着P2P、网络视频以及个别应用系统在国家电网公司互联网出口流量占比

较大，已经造成某些应用系统访问缓慢甚至无法打开的情况。

[0008] 当网络拥塞时，时常发生访问网页延时较大(200ms左右)；收发邮件较慢，大邮件

较平时需要3倍以上时间等；

[0009] 然而，扩充内网以及互联网出口带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部分应用系统正常

访问等问题，需要针对所有流量进行收集、分析。此外，为了保证后续网络安全问题的可追

查性，需要定期或实时对网络流量数据进行存储，这将会占用巨大的存储空间，并且在存储

时还需要建立对应的地址信息表，这也会占用系统资源导致寻址困难。

发明内容

[0010]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对网络流量数据的采

集和分析，另一个是对流量数据的存储。

[0011] 基于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该网

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将所有网络数据流量(如：数据中心之间、各省电力公司与总部

之间以及日常办公流量等)乃至这些流量的协议报文进行分析，对于国家电网公司未来各

应用系统统计和流量协议分类有重要意义。

[0012] 具体而言，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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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包括：网络流量采集器、流量数据存储器、ETL数

据抽取工具。

[0013] 优选地，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还包括数据处理装置，所述数据处理

装置包括：用户画像模块、应用画像模块、关系分析模块以及流量预测模块。

[0014] 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还包括：推送模块。

[0015] 优选地，所述流量数据存储器包括虚拟化网络存储设备。

[0016] 优选地，所述虚拟化网络存储设备包括虚拟化存储访问设备以及多个物理存储

器。

[0017]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数据处理及存储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8] 步骤1、利用网络流量采集器对网络流量数据进行采集；

[0019] 步骤2、对所采集的网络流量数据进行缓存；

[0020] 步骤3、利用ETL数据抽取工具对所采集的网络流量数据进行抽取；

[0021] 步骤4、对所抽取的网络流量数据进行分类；

[0022] 步骤5、对所采集的原始数据以及每个类别的网络流量数据进行压缩；

[0023] 步骤6、对压缩后的网络流量数据进行分类存储。

[0024] 本发明能够实现信息内网及互联网出口海量数据的存储以及快速的历史数据回

溯分析，使网络分析突破时间限制，在数据挖掘、追踪定位以及安全取证等方面更精确、高

效，从而提高网络运维水平。

[0025] (1)全面掌握网络状态。通过平台的建设，实现对网络的集中监控管理，全面掌握

各类关键流量数据，尤其是掌握关键业务、关键网络链路的运行状态。

[0026] (2)快速重现网络故障。通过平台的建设，根据故障发生的时间，快速进行故障还

原，重现网络故障现象，变被动为主动，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避免相同故障的再次发生。

[0027] 最终，本发明通过全面掌握网络状态、快速重现网络故障等运维目标，提高网络运

维效率和运维水平。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分析平台的架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及其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限制在实施例描述的范围之中。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发明针对国网公司信息内网以及互联网出口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

的存储和分析问题，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

用于对网络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存储。

[0032] 所述网络流量及协议报文分析平台包括：网络流量采集器、流量数据存储器、ETL

数据抽取工具，三者之间彼此互联，用户可以根据其需要进行选择，(1)对网络流量采集器

采集的数据直接存储，然后通过ETL数据抽取工具进行数据抽取，或者(2)对网络流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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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采集的数据先进行ETL数据抽取，存储抽取后的数据，或者(3)对(1)和(2)的数据都进行

存储。

[0033] 所述网络流量采集器用于采集，目标网络的互联网出口中的流量，确定出口流量

中所涉及的目的地址以及相关应用，并且统计每个应用的流量大小、服务时间以及详细的

流量信息。

[0034] 所述流量数据存储器用于对所述网络流量采集器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存储。

[0035] 所述ETL数据抽取工具可以采用Datastage、informatica等数据抽取工具，使用主

流的数据抽取技术与分析方法，以便后续优化运维，解决目前系统存在的困难，灵活实现数

据量大的存储架构，数据实时性与数据的多维度分析，同时对流量进行协议报文分析，从而

找出高价值的关系。

[0036] ETL数据抽取工具可以用于抽取对指定链路、指定某个应用或某类应用进行指定

周期(例如五年后)的指定时段(例如全天时段、或者白天时段)的流量趋势预测。

[0037] 此外，本发明的平台还可以包括数据显示设备，通过系统可视化能力，用户可通过

界面选择操作(例如界面上选择指定周期、指定时段)，进行数据抽取结果的图形化展示。

[0038] 优选地，还可以包括数据处理装置，数据处置装置用于基于所抽取的数据，建立整

个业务场景需要使用的业务模型：应用画像、流量预测。

[0039] 整个业务场景的实现中，使用的分析方法有：

[0040] ●简单统计类：链路指定时段的流量、指定应用的指定时段的流量，用户访问量，

跨域访问量等

[0041] ●数据挖掘类：链路的流向趋势，链路的应用分布应用的用户地域分布；

[0042] ●智能分析类：应用画像之分类流量预测。

[0043] 优选地，数据处理装置还可以包括报文分析装置，报文分析可以采用Wireshark来

实现。通过报文分析装置(模块)，能够对内网以及互联网出口流量中的海量数据进行协议

报文分析，实现对TCP数据流和UDP数据流的深入分析，对数据的传输情况，应用的交易处理

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清晰的展现出数据的传输过程；能够对协议的交互过程进行重点分析，

从协议的交互过程中，发现网络访问异常等故障的根源，实现对网络故障的快速定位和还

原。

[0044] 优选地，还可以包括流量智能调度模块，流量调度模块用于：

[0045] 1)全网流量规划：通过应用画像及流量的可视化能力，可以从整体分析全网络流

量的现状，通过查看链路的流量流向信息，链路上具体的应用分类情况，可以指定整个网络

整体的流量规划。通过实时分析数据和预测数据进行流量控制规则生成，分析方法中统计

类的包括链路流量趋势，链路的流向趋势，链路的应用分，智能分析类的包括全网流量趋势

预测，应用分类。

[0046] 2)根据规划生成流量策略，检测如果链路流量不符合流量规划，则采用精准推送

方式提醒流量使用者。流量规划策略可包括流量的分时段使用带宽要求，应用的分地域使

用带宽要求，链路带宽阈值要求。

[0047] 3)紧急情况流量管控，当网络中发生拥塞，或预测网络中发生拥塞，则通知用户或

直接对采集器下发流量控制策略，可以对低价值应用进行控制或疏导(CAR，打标签通过策

略路由转发)，同时对高价值应用进行业务策略保证(配置Qos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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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4)整个业务需要使用的业务模型：流量趋势分析、应用画像、精准推送、流量智能

管控。

[0049] 管控流量是通过对不同应用的网络需求，制定不同的调度和管理方案。例如，对网

络延迟较敏感的实时类应用，提供较高的带宽保证传输质量，对于网络速度不敏感的应用，

按照时段或者按照带宽利用率动态限制占用的带宽大小，保证应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合

理利用内网带宽资源，对于备份类和非工作时段的数据传输，调度到非忙时传输，对于本地

数据资源丰富的，推送相关本地资源信息，避免异地查询或者下载，占用广域网资源等。

[0050] 优选地，还可以包括应用智能化保障模块，其用于：

[0051] 1)通过对应用系统的分析，对整个应用系统使用的带宽情况，支撑此应用系统的

带宽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对采集器下发QoE策略，对应用系统对外提供服务的带宽和支撑应

用系统使用的带宽进行保障。

[0052] 2)整个分析采用统计方法的是应用的带宽使用情况，支撑系统的带宽情况。采用

挖掘和智能分析方法的是应用关系，流量趋势预测。

[0053] 本发明的整体架构图如图1所示，首先由网络流量采集器采集实时流量数据，通过

实时流量数据收集模块，将实时采集的流量数据存储本地之后，通过大数据平台的ETL工

具，完成数据抽取和整理。

[0054] 实施例2

[0055] 本实施例中，主要侧重于对网络流量数据的存储，网络流量数据的数据量庞大，如

果单独为其设置存储设备成本较高，因此，本实施例中，将网络流量数据打包通过存储虚拟

化访问设备将其存储在被分析目标的物理存储中。这里所提到的存储虚拟化访问设备可以

采用虚拟存储控制器或者其他设备。在需要存储网络流量数据时，将网络流量数据压缩成

预定大小的压缩包，发送给虚拟存储控制器，虚拟存储控制器用于控制被分析目标的存储

器，虚拟存储控制器将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存储在相应的物理存储器中，多个物理存储器

通过虚拟存储控制器构成分布式存储。

[0056] 在采用分布式存储进行数据存储的过程中，需要将多个存储设备通过虚拟存储控

制器建立存储池，对存储池中的存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而在对存储池进行管理时，

由于采用的是分布式存储，这就需要建立庞大的地址映射表，将每个用户的每一串数据都

建立地址映射，需要建立大量的数据寻址映射表，从而既占用虚拟存储控制器的资源，又降

低存取效率。

[0057] 针对现有虚拟化存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储方法，其

尤其适合存储网络流量数据。

[0058] 本实施例的数据存储方法包括：

[0059] 步骤1、将网络流量数据按照预定大小以压缩包形式存储成单体文件；

[0060] 步骤2、将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发送给虚拟化存储访问设备。

[0061] 步骤3、虚拟化存储设备接收该数据，缓存在临时缓存中(边缓存边存储)，并且判

断该数据压缩包的大小，基于所获取的总数据大小，查找物理存储设备中的空白扇区，分配

相应的目标存储区域，获取目标存储区域的地址表。然后，将数据压缩包划分成若干数据单

元，在对数据压缩包分配目标存储区域时，每个存储区块对应一个数据单元，并且在存储区

域分配时，为每个连续存储区块中的至少一个区块预留一定字节的存储空间(即，该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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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存储容量略大于相应数据单元的大小)，然后，建立目标存储数据和目标存储区块的映

射表。接下来，虚拟化存储访问设备对所接收到的数据压缩包中的每个数据单元按存储区

块进行封装。在封装时，判断为相邻数据单元分配的存储区块的地址是否连续，若为相邻数

据单元分配的存储地址连续，则对该数据单元进行直接存储，若为某个数据单元分配的存

储区域的地址与为其前一个数据单元所分配的地址不连续，则在前一个数据单元进行封装

时，将原始写入数据作为数据主体，在数据主体末尾(或手端)添加关联地址信息，该关联地

址信息存储在预留字节的存储空间中。举例而言，在数据存储时，对于写入的第一数据单

元，首先判断为其后续的第二数据单元所分配的存储地址与其存储地址是否连续，若连续，

则不做处理，直接存储，若不连续，则在该数据单元的末尾添加第二数据单元(或者，还可以

包含下一个不连续存储的数据单元的地址)的预分配存储地址信息，对于第二数据单元，判

断为其后续的第三数据单元所分配的存储地址与其存储地址是否连续，若连续，则不做处

理，直接存储，若不连续，则在该数据单元的末尾添加第三数据单元的地址信息，以此类推，

在最后一个数据单元的末尾添加第一数据单元的地址信息，以形成闭环。然后，将封装的数

据按照之前预分配的目标存储区域进行存储，然后，删除虚拟化存储设备中的除第一数据

单元的地址映射表之外的地址映射表，仅将第一数据单元的存储地址以及整个写入数据的

信息更新到虚拟化存储设备的地址映射表中。

[0062] 如果用户需要读取网络流量数据，则操作方式与存入时相反。

[0063] 虚拟化存储设备确定所要读取的数据的首地址，然后，所述虚拟化存储设备判断

读取数据是否是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若不是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则正常读取，若是网络

流量数据压缩包，则在对网络流量数据压缩包读取时，从地址映射表获取单体大文件中第

一个数据单元所对应的地址，将其读取至缓存空间，对第一数据单元进行拆封装，将原始的

第一数据单元返回给用户，然后，判断第一数据单元中是否包含关联地址信息，若包含关联

地址信息，则按照第一数据单元封装时添加的关联地址信息进行下一数据单元的读取，若

不包含，则在第一数据单元的下一顺序地址中读取第二数据单元，将其经由云服务器返回

给用户，以此类推，直到读出最后一个数据单元。

[0064] 本实施例可以大大简化地址映射表，使得地址映射关系更加清晰，对于地址的占

用情况，仅需要通过一个0-1标记位，就可以对地址的占用情况进行标记不需要完全体现在

地址映射表中，或者可以通过地址占用表统计。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

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66] 虽然上面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原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本领域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上述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示意性实现方式的解释，并非对本发明包

含范围的限定。实施例中的细节并不构成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制，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

范围的情况下，任何基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等效变换、简单替换等显而易见的改变，均落在

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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