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网络数据分析概述

网络中的不同设备为了实现通信，会不断发送数据。这些数据被称为网络数据。网络
数据根据特定的协议，按照指定格式封包，然后进行传输。如果要对网络数据进行分析，
则需要了解网络数据传输方式及使用的网络协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借助 Wireshark 工具，
可以快速捕获并分析网络数据包。本章将介绍网络数据分析的相关概念及 Wireshark 工具
的安装方法。

1.1

网络数据传输

如果要分析网络数据，则需要先了解网络数据传输的基础知识，如网络构成、数据传
输及网络类型。本节将介绍网络数据传输的基础知识。

1.1.1

网络构成

如果要了解网络数据传输，则必须先对网络的构成有所了解。通常情况下，一个网络
包括三部分，分别是网络主机、网络线路和网络设备。下面分别介绍这三部分。
1．网络主机
网络主机是指具有网络接口设备（网卡）的主机，如计算机和手机等。通常情况下，
计算机又分为云服务器、虚拟主机和物理主机。
2．网络线路
网络线路就是指传输数据的方式。通常情况下，人们使用的网络线路有有线和无线两
种。其中，有线就是指通过使用网线的方式连接网络，这种方式限制了设备之间的距离，
但是数据传输比较稳定；无线是指通过无线协议实现数据传输和网络连接。例如，对于普
通家用 Wi-Fi 网络，一般室内 50 米范围内可以全方位传输数据。但是，无线传输方式容
易被电磁波干扰，尤其是墙壁等障碍物对无线信号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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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设备
如果要连接网络，则肯定离不开网络设备。网络设备是指使用网线将网络主机连接到
一起的设备，如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

1.1.2

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是指数据从网络主机上通过网络线路传输到另外一台网络主机上。当用户了
解数据传输的方式后，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捕获需要的数据包。通常情况下，用户无法捕获
到某主机数据包，往往是抓包的位置不对，数据没有经过捕获的位置。所以，如果要捕获
数据包，则必须确定数据是从哪条线路传输，然后将 Wireshark 放置在该数据传输所经过
的设备上。例如，在一个有线局域网中，用户访问百度网站的数据传输线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局域网访问百度网站

在该网络中，用户访问百度网站中间就经过一个路由器设备，所有的数据都将由路由
器进行转发。所以，此时用户直接在该客户端上启动 Wireshark 即可捕获到访问百度网站
的所有数据包。
例如，在一个城域网中，用户访问百度网站的数据传输线路如图 1.2 所示。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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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网络中访问百度网站时，主机 PC1 和 PC2 分别位于两个不同城市的局域网内。
当主机 PC1 访问百度网站时，经过交换机的 VLAN1 接口和路由器的 f0/0 接口到达目的
地；主机 PC2 访问百度网站时，经过交换机的 VLAN2 接口和路由器的 f0/1 接口到达目
的地。由此可以说明，这两个主机通过两条不同的路线到达目的地。所以，用户在主机
PC1 上只能捕获到自己访问百度网站的所有数据包，但是无法捕获到主机 PC2 访问百度
网站的数据包。

1.1.3

网络类型

依据不同标准，网络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根据地理位置分类，网络可以分为局域网、
城域网、广域网和个人网 4 种。其中，网络类型不同，数据传输模式不同，数据传输的复
杂程度也不同。下面将分别介绍这 4 种类型网络的数据传输方式。
1．局域网
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k，LAN）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
组。局域网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网络。所谓局域网，就是在局部地区范围内使用
的网络，它所覆盖的地区范围比较小。在局域网中，PC 通常是通过路由器连接到网络中
的，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局域网数据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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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域网
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MAN）是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所建立的计算机通
信网，属于宽带局域网。这种网络的连接距离为 10 千米到 100 千米，它采用的是 IEEE 802.6
标准。其中，城域网数据传输方式如图 1.4 所示。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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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域网
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WAN）也称为外网或公网，是连接不同地区局域网或
城域网计算机通信的远程网。这种网络所覆盖的范围很大，从几十公里到几千公里，它能
连接多个地区、城市和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其中，广域网数据传输方式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广域网数据传输方式

4．个人网
个人网就是在个人工作的地方把属于个人使用的电子设备（如便携电脑等）用无线技
术连接起来的网络。因此，个人网也常称为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其范围大约在 10
米左右。其中，个人网数据传输方式如图 1.6 所示。

图 1.6

个人网数据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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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 络 协 议

网络协议是网络上所有设备（如网络服务器、计算机、交换机和路由器等）之间通信
规则的集合，它规定了通信时信息必须采用的格式和这些格式的意义。由于数据根据网络
协议规定构建对应的数据包，所以必须了解网络协议，才能分析数据包，从而获取其中的
数据。下面详细讲解网络协议的分层模型和 TCP/IP 协议族。

1.2.1

OSI 模型

OSI 是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的缩写，意为开放式系统互
联。国际准化组织（ISO）制定了 OSI 模型，该模型定义了不同计算
机互联的标准，是设计和描述计算机网络通信的基本框架。OSI 模型
把网络通信的工作分为七层，分别是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
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其中，OSI 协议层次结构如图 1.7
所示。
下面介绍 OSI 参考模型中每层协议的作用。
1．物理层
物理层（Physical Layer）在局域网上传送数据帧（Data Frame），
它负责管理计算机通信设备和网络媒体之间的互通规范。通常包括针
脚、电压、集线器、网卡等设备需要遵循的技术规范。
2．数据链路层

图 1.7

OSI 参考模型

数据链路层（Data Link Layer）负责网络寻址、错误侦测和纠错。当表头和表尾被加
至数据包时，会形成帧。数据链表头（DLH）是包含了物理地址和错误侦测及纠错的方法。
数据链路表尾（DLT）是一串指示数据包末端的字符串，如以太网、无线局域网（Wi-Fi）
和通用分组无线服务（GPRS）等。数据链路层又分为两个子层，分别是逻辑链路控制子
层（Logic Link Control，LLC）和介质访问控制子层（Media Access Control，MAC）。
3．网络层
网络层（Network Layer）决定数据的路径选择和转寄，将网络表头（NH）加到数据
包，以形成分组。网络表头包含了网络数据，如互联网协议 I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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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输层
传输层（Transport Layer）把传输表头（TH）加到数据中以形成数据包。传输表头包
含了所使用的协议等发送消息，例如传输控制协议 TCP 等。
5．会话层
会话层（Session Layer）负责在数据传输中设置和维护计算机网络中两台计算机之间
的通信连接。
6．表达层
表达层（Presentation Layer）把数据转换为能与接收者的系统格式兼容并适合传输的
格式。
7．应用层
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提供为应用软件而设的接口，以设置与另一应用软件之
间的通信，如 HTTP、HTTPS、FTP 和 Telnet 等。

1.2.2

TCP/IP 协议族

TCP/IP 协议族是 Internet 最基本的协议。它主要由传输层的 TCP 协议、网络层的 IP
协议和其他协议组成。其中，TCP 协议主要负责数据传输和发现传输的问题，一有问题就
发出信号，要求重新传输，直到所有数据安全、正确地传输到目的地。IP 协议主要是给因
特网的每一台联网设备规定一个地址。下面介绍 TCP/IP 协议族的层次结构及常见协议。
1．协议层次结构
从协议分层模型方面来讲，TCP/IP 由四个层次组成，分别是网络接口层、网际层、
传输层和应用层。所以，TCP/IP 协议并不完全符合 OSI 的七层参考模型。TCP/IP 模型使
各种硬件在相同的层次上相互通信，每一层都需要由它的下一层所提供的网络来完成自己
的需求。其中，TCP/IP 四层模型与 OSI 七层模型的对应关系如图 1.8 所示。
下面介绍 TCP/IP 协议族中每层的作用。




网络接口层：在 TCP/IP 参考模型中并没有详细描述，只是指出主机必须使用某种
协议与网络相连。
网际层：是整个体系结构的关键部分，其功能是使主机可以把分组发往任何网络，
并使分组独立地传向目标。这些分组可能经由不同的网络，到达的顺序和发送的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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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也可能不同。高层如果需要顺序收发，那么就必须自行处理对分组的排序。

图 1.8




TCP/IP 和 OSI 模型的对应关系

传输层：使源端口和目标端口主机上的对等实体可以进行会话。在这一层定义了两
个端到端的协议，分别是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和用
户数据包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TCP 是面向连接的协议，它提供
可靠的报文传输和对上层应用的连接服务。为此，除了基本的数据传输外，它还有
可靠性保证、流量控制、多路复用、优先权和安全性控制等功能。UDP 是面向无
连接的不可靠传输协议，主要用于不需要 TCP 的排序和流量控制等功能的应用程
序。
应用层：包含所有的高层协议，如 TELNET、FTP、SMTP 和 HTTP 等。

2．常见协议
在 TCP/IP 协议族中，每一层都包含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协议。其中，常见的协议如
表 1.1 所示。
表 1.1
协

议

名

常见协议

TCP/IP协议层

含

HTTP

应用层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应用层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

FTP

应用层

文件传输协议

POP3

应用层

邮局协议版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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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协

议

名

TCP/IP协议层

含

义

IMAP4

应用层

交互式数据消息访问协议第4个版本

SMTP

应用层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TELNET

应用层

远程登录服务的标准协议

SSH

应用层

建立在应用层基础上的安全协议

BOOTP

应用层

一种引导协议

NTP

应用层

网络时间协议

DHCP

应用层

动态地址分配协议

DNS

应用层

域名服务解析协议

SNMP

应用层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ARP

网络层

地址解析协议

RARP

网络层

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IP

网络层

网际协议地址

ICMP

网络层

Internet控制报文协议

IGMP

网络层

Internet组管理协议

TCP

传输层

传输控制协议

UDP

传输层

用户数据报协议

1.3

Wireshark 概述

Wireshark 的前称是 Ethereal，它是一款开源的网络封包分析工具。该工具可以捕获网
络封包，并尽可能显示出最为详细的网络数据包信息。通过对捕获的包进行分析，可以了
解用户行为和传输的数据内容等。Wireshark 使用 WinPcap 作为接口，直接与网卡进行数
据报文交换。从 Wireshark 3.0.0 版本开始，Windows 版本上的 WinPcap 已被 Npcap 取代。
本节将介绍 Wireshark 的版本及其在各种操作系统上的安装方法。

1.3.1

Wireshark 的历史

Wireshark 发展至今，最新的稳定版本为 3.0.3。目前，Kali Linux 中默认安装的版本
是 2.6.9。为了使用户对 Wireshark 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下面列举出 2.6.X 和 3.0.X
系列的版本，如表 1.2 所示。

·9·

从实践中学习 Wireshark 数据分析
表 1.2
版

Wireshark系列版本

本

时

2.6.0

2018年4月24日

2.6.1、2.4.7和2.2.15

2018年5月22日

2.6.2、2.4.8和2.2.16

2018年7月18日

2.6.3、2.4.9和2.2.17

2018年8月29日

2.6.4和2.4.10

2018年10月11日

2.6.5和2.4.11

2018年11月28日

2.6.6和2.4.12

2019年1月8日

3.0.0rc1

2019年2月15日

2.0.0rc2

2019年2月21日

2.6.7和2.4.13

2019年2月27日

3.0.0

2019年2月28日

3.0.1、2.6.8和2.4.14

2019年4月8日

3.0.2、2.6.9和2.4.15

2019年5月21日

3.0.3、2.6.10和2.4.16

2019年7月17日

1.3.2

间

获取 Wireshark 软件

在大部分的操作系统中，默认没有安装 Wireshark 工具。所以，如果要使用该工具，
就必须先安装。Wireshark 工具的官网地址为 http://www.wireshark.org。在浏览器中访问该
地址，访问成功后将显示如图 1.9 所示的页面。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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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入下载页面，如图 1.10 所示。

Wireshark 的下载页面

从该页面可以看到，目前的版本为 3.0.3。而且，可以看到提供的安装包格式有 Windows、
macOS 和源代码。此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下载对应架构的安装包。

1.3.3

Windows 系统安装 Wireshark

从 Wireshark 官网获取对应的安装包后，即可在 Windows 系统中安装 Wireshark 工具。
下面介绍在 Windows 中安装 Wireshark 的方法。
【实例 1-1】在 Windows 10 中安装 Wireshark。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双击下载的 Windows 版 Wireshark 安装包，显示安装欢迎对话框，如图 1.11 所示。
（2）单击 Next 按钮，进入许可协议对话框，如图 1.12 所示。

图 1.11

安装欢迎对话框

图 1.12

许可协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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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对话框显示 Wireshark 的许可证条款信息。单击 I Agree 按钮，进入组件选择对
话框，如图 1.13 所示。
（4）选择希望安装的 Wireshark 组件，这里使用默认设置。然后单击 Next 按钮，进入
额外任务对话框，如图 1.14 所示。

图 1.13

组件选择对话框

图 1.14

额外任务对话框

（5）在该对话框中，设置创建快捷方式的位置和关联文件扩展名。勾选 Wireshark
Desktop Icon 复选框。单击 Next 按钮，进入安装位置对话框，如图 1.15 所示。
（6）这里使用默认位置，单击 Next 按钮，进入 Npcap 组件安装对话框，如图 1.16
所示。

图 1.15

安装位置对话框

图 1.16

Npcap 组件安装对话框

（7）单击 Next 按钮，进入 USBPcap 组件安装对话框，如图 1.17 所示。
（8）该对话框提示是否要安装 USBPcap。如果需要捕获通过 USB 接口传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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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安装 USBPcap。勾选 Install USBPcap 1.3.0.0 复选框，并单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
装 Wireshark。等 Wireshark 安装过程进行了大约一半的时候，将弹出 Npcap 许可协议对话
框，如图 1.18 所示。

图 1.17

USBPcap 组件安装对话框

图 1.18

Npcap 许可协议对话框

（9）单击 I Agree 按钮，将显示 Npcap 安装选项界面，如图 1.19 所示。
（10）勾选 Support raw 802.11 traffic (and monitor mode) for wireless adapters 复选框，
并单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装 Npcap 组件。安装完成后，显示安装完成对话框，如图 1.20
所示。

图 1.19

Npcap 安装选项对话框

图 1.20

安装完成对话框

（11）单击 Next 按钮，弹出 Npcap 安装完成对话框，如图 1.21 所示。
（12）单击 Finish 按钮，弹出 USBPcap 许可协议对话框，如图 1.22 所示。
（13）在该对话框中勾选 I accept the te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复选框，并单击 Next
按钮，进入 USBPcapCMD License 对话框，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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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Npcap 安装完成对话框

图 1.22

USBPcap 许可协议对话框

（14）在该对话框中勾选 I accept the te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复选框，并单击 Next
按钮，进入选择组件对话框，如图 1.24 所示。

图 1.23

USBPcap CMD License 对话框

图 1.24

选择组件对话框

（15）单击 Next 按钮，进入安装位置选择对话框，如图 1.25 所示。
（16）这里使用默认的位置，单击 Install 按钮将开始安装 USBPcap 组件。安装完成后，
显示完成对话框，如图 1.26 所示。

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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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安装完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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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从该对话框可以看到，USBPcap 已安装完成。单击 Close 按钮，继续安装
Wireshark。安装完成后，将显示如图 1.27 所示的对话框。
（18）从该对话框可以看到 Wireshark 安装完成。单击 Next 按钮，进入安装完成设置
向导对话框，如图 1.28 所示。

图 1.27

安装完成对话框

图 1.28

安装完成设置向导对话框 1

（19）从该对话框可以看到 Wireshark 已经安装完成。由于前面安装了 USBPcap 组件，
用户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才可以使其生效。其中，Reboot now 选项表示现在重新启动系统；
I want to manualy reboot later 选项表示稍后手动启动系统。为了避免丢失当前工作的数据，
建议用户选择 I want to manualy reboot later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Finish 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接下来，保存当前系统中运行的程序及工作内容，然后重新启动系统。如果没有安装
USBPcap 组件的话，Wireshark 安装完成的界面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安装完成设置向导对话框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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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Finish 按钮，退出 Wireshark 安装界面。如果现在希望运行
Wireshark 工具的话，则勾选 Run Wireshark 3.0.3.64-bit 复选框。然后单击 Finish 按钮，启
动 Wireshark 工具，如图 1.30 所示。如果用户没有选择直接启动 Wireshark 工具的话，也
可以直接在桌面上双击 Wireshark 图标来启动该工具。

图 1.30

Wireshark 主界面

（21）看到该界面，则表示成功启动了 Wireshark 工具。接下来，即可使用该工具捕获
数据包了。

1.3.4

Mac OS 系统安装 Wireshark

Wireshark 官网也提供了 Mac OS 操作系统的安装包。所以，用户可以在该操作系统中
安装。但是，目前 Wireshark 的版本只支持 Mac OS 系统为 10.12 或更新的版本。如果用户
的系统版本较低，则无法安装 Wireshark。
【实例 1-2】在 Mac OS 系统中安装 Wireshark。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双击下载的安装包 Wireshark 3.0.3 Intel 64.dmg，将显示如图 1.31 所示的界面。
（2）该界面显示了安装包中的两个文件。双击 Wireshark 3.0.3 Intel 64.pkg 文件，开始
安装 Wireshark，如图 1.32 所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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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shark 安装包

图 1.32

欢迎对话框

（3）单击“继续”按钮，进入软件许可协议对话框，如图 1.33 所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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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许可协议对话框

（4）单击“继续”按钮，进入接受许可协议条款信息对话框，如图 1.34 所示。

图 1.34

接受许可协议条款对话框

（5）单击“同意”按钮，进入安装位置对话框，如图 1.35 所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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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对话框

（6）单击“安装”按钮，弹出一个输入密码对话框，如图 1.36 所示。

图 1.36

输入密码对话框

（7）在其中输入用户 mac 的密码。然后，单击“安装软件”按钮，开始安装 Wireshark。
安装完成后，将显示安装完成对话框，如图 1.37 所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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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安装成功对话框

（8）可以看到软件已安装成功。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安装。接下来就可以启动该
工具了。执行命令如下：
macdeMac:~mac$ wireshark

成功执行以上命令后，将显示 Wireshark 的主界面，如图 1.38 所示。

图 1.3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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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用户就可以使用 Wireshark 捕获数据包了。

1.3.5

Linux 系统安装 Wireshark

为了稳定，Linux 系统并没有内置最新版的 Wireshark 工具，而是使用 2.6.X 系列版本。
用户直接使用内置版本安装即可。
【实例 1-3】在 Debian Linux 系统中安装 Wireshark。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 apt-get install wireshark

执行以上命令后，如果没有报错，则说明 Wireshark 工具安装成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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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在系统中安装 Wireshark 后，即可使用该工具捕获数据包。本章将介绍使用
Wireshark 捕获数据包的方法。

2.1

指定网络接口

一台计算机往往有多个网络接口。在捕获数据包之前，先需要指定捕获数据所使用的
网络接口。在指定网络接口前，用户需要了解每种接口可以接收的数据包，才可以成功捕
获到需要的数据包。本节将介绍网络接口种类及如何选择正确的网络接口。

2.1.1

接口种类

Wireshark 提供了 3 种接口类型，分别是本地接口、管道接口和远程接口。用户通过
指定不同类型的接口，可以捕获不同设备的数据包。下面将分别介绍这 3 种接口。
1．本地接口
本地接口就是本地网络主机固有的接口，如以太网接口、本地回环接口等。使用本地
接口只能捕获经过本地网络接口的数据包。在 Wireshark 的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
“选项”命令，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2.1 所示。
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单击“管理接口”按钮，打开“管理接口”对话框，如
图 2.2 所示。
“管理接口”对话框包括 3 个选项卡，分别是“本地接口”“管道”“远程接口”选
项卡。其中，“本地接口”选项卡显示扫描到的所有本地接口；“管道”选项卡显示管道
接口；“远程接口”选项卡显示远程接口。从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本地接口，默认
都将显示。如果用户不希望显示某个接口，将“显示”列复选框中的对勾取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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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捕获接口”对话框

图 2.2 “管理接口”对话框

2．管道接口
管道接口就是通过使用管道的方式，将一个工具输出的数据发送给 Wireshark，进而
捕获到对应的数据包。例如，如果用户所在的位置不能使用 Wireshark 捕获数据，可以借
助其他命令行（如 tcpdump 和 dumpcap 等）工具来捕获数据包。然后使用管道接口方式，
将捕获到的数据发送给 Wireshark。
3．远程接口
远程接口是指远程客户端通过网络将数据传递给本地接口。用户只要在远程主机上安
装相应的 rpcapd 服务，就可以实现在本地计算机上执行 Wireshark，捕获远程计算机的流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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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选择接口

当用户对接口种类了解清楚后，就可以选择对应的接口来捕获数据包了。在 Wireshark
中，用户可以使用两种方式来选择接口，分别是在开始界面和“捕获接口”对话框中进行
操作。下面将介绍选择接口的方法。
1．开始界面
启动 Wireshark 后，将显示 Wireshark 的开始界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开始界面

开始界面共包括 6 部分，这里分别以编号形式对每部分进行标记。每部分的含义如下：
① 标题栏：用于显示文件名称和捕获的设备名称。
② 菜单栏：Wireshark 的标准菜单栏。
③ 工具栏：常用功能快捷图标按钮。
④ 显示过滤区域：减少查看数据的复杂度。
⑤ 捕获过滤区域：减少捕获数据的复杂度。
⑥ 本地接口列表：选择捕获接口。
开始界面的第 6 部分就是扫描到的所有本地接口列表，如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 1、以太网、Npcap Loopback Adapter、USBPcap1 和 USBPcap2 等。每种接口含义
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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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前 缀

捕获数据包

Wireshark支持的接口类型及含义

接 口 类 型

说

明

以太网

有线网络接口

用来捕获通过有线网络接口传输的数据，如访问互联网
的接口

USBpcap

USB接口

用来捕获通过USB接口传输的数据，如鼠标、键盘传输
的数据

本地连接

有效网络接口

用来捕获通过有线网络接口传输的数据，如访问互联网
的接口

Npcap Loopback Adapter

本地回环接口

用来捕获通过本地向网络接口传输的数据，如localhost、
127.0.0.1的数据

VMware Network Adapter

虚拟网络接口

用来捕获通过虚拟网络接口传输的数据，如VMnet8、
VMnet0、VMnet1

其中，网络接口对应的线条格式为波浪时，则表示有数据传输；如果是直线的话，则
表示没有数据传输。此时，用户选择一个接口，并单击工具栏中的开始捕获分组按钮 ，
将开始捕获数据包。或者，直接双击选择的网络接口，可以直接开始捕获其数据包。另外，
用户通过按住 Ctrl 键可以同时捕获多个接口的数据包。
【实例 2-1】捕获以太网接口的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工具，并在接口列表中选择“以太网”接口，如图 2.4 所示。

图 2.4

选择接口

（2）单击工具栏中的开始捕获分组按钮 ，将开始捕获数据包，如图 2.5 所示。或者，
用户直接双击“以太网”接口，也可以捕获该接口的数据包。
（3）看到图 2.5 中的类似信息，则表示正在捕获数据包。捕获到的数据包将以 3 种模
式呈现给用户，分别是分组列表、分组详情和分组字节流。用户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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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捕获以太网接口的数据包。当用户不想要再捕获包的话，单击工具栏中的停止捕获分组
按钮 ，将停止捕获数据包。如果想要重新捕获当前接口的数据包，则可以单击工具栏中
的重新开始当前捕获按钮 。之后，用户即可对捕获的数据包进行分析了。

图 2.5

正在捕获数据包

【实例 2-2】同时捕获以太网和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 接口的数据包。
（1）在 Wireshark 的开始界面按住 Ctrl 键，选择以太网和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 接口，如图 2.6 所示。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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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图 2.6 中可以看到，同时选择了两个接口。接下来，在工具栏中单击开始捕获
分组按钮 ，将开始捕获数据包，如图 2.7 所示。

图 2.7

正在捕获数据包

（3）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正在捕获 2 interfaces 的数据包。由此可以说明，当前正在
捕获两个接口的数据包。
2．捕获接口对话框
用户也可以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选择接口。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
项”命令，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捕获接口”对话框

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输入”选项卡共包括 8 列，分别为接口、流量、链路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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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混杂、Snap 长度、缓存、监控模式和捕获过滤器。从“接口”列可以看到扫描的所
有本地接口，如以太网、以太网 4、本地连接* 6 等。用户通过单击接口名左侧的三角，
即可看到该接口的地址，如图 2.9 所示。

图 2.9

接口的网络地址

从图 2.9 中可以看到以太网接口的 IPv6 地址和 IPv4 地址。另外，用户还可以启用混
杂模式，表示捕获当前主机以外的其他主机数据包。如果想要启用某接口的混杂模式，则
勾选“混杂”列的复选框即可。如果所有接口都启用混杂模式的话，则勾选“在所有接口
上使用混杂模式”复选框。一般情况下，为了减少分析数据包的复杂度，不建议开启“混
杂”模式。在接口列表中选择想要捕获包的接口，并单击“开始”按钮，即可开始捕获数
据包。如果用户想要捕获多个接口的数据包，同样按 Ctrl 键即可以选择多个接口。
【实例 2-3】捕获以太网接口的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项”命令，将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捕获接口”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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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该对话框中选择“以太网”接口，并单击“开始”按钮，即可捕获来自以太网
接口的数据包，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正在捕获以太网接口数据包

（3）从标题栏可以看到，正在捕获以太网接口的数据包。

2.1.3

捕获 USB 设备包

Wireshark 还支持捕获 USB 设备包，如 USB 接口的鼠标、键盘之类的设备。如果要
捕获 USB 设备包，用户在安装 Wireshark 时，必须安装 USBPcap 组件，否则无法找到 USB
接口。下面将介绍捕获 USB 设备包的方法。
【实例 2-4】捕获 USB 设备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右击“此电脑”|“管理”命令，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计算机管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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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左侧栏中选择“设备管理器”选项，即可查看当前系统中的相关设备，如
图 2.13 所示。

图 2.13

设备管理器

（3）从“设备管理器”选项中选择“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分支，即可看到 USB 设
备的名称。本例中 USB 设备的名称为 HID-compliant mouse。另外，在“通用串行总线控
制器”分支中可以看到插入当前主机的一些 USB 设备名称。接下来启动 Wireshark，并选
择对应的 USB 接口，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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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捕获列表中可以看到有 4 个 USB 接口。单击接口左侧的接口选项按钮 ，打
开“接口选项”对话框，如图 2.15 所示。

图 2.15 “接口选项”对话框

（5）从“接口选项”对话框 Attached USB Devices 对应的文本框中可以看到相关的
USB 设备。通过查看相关的设备，可以看到当前系统中的鼠标和键盘设备。其中，该接口
默认将捕获所有关联（Capture from all devices connected）的新连接（Capture from newly
connected devices）的 USB 设备数据包。如果不希望启动某设置的话，将复选框中的对勾取
消即可。这里使用默认设置，单击“开始”按钮即可捕获对应的数据包，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正在捕获 USB 设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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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正在捕获 USBPcap1 接口的数据包。由此可以说明，成功捕
获到了 USB 设备包。

2.2

使用管道接口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知，在 Wireshark 中可以使用管道接口来远程捕获数据包。为了方
便用户捕获数据包，本节将介绍使用管道接口的方法。

2.2.1

添加管道接口

在“管理接口”对话框中，选择“管道”标签，即可查看“管道”选项卡，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管道”选项卡

从“管道”选项卡中可以看到，默认没有添加任何的管道。此时，单击左下角的添加
，即可添加管道路径。

按钮

提示：目前的 Wireshark 版本中无法保存管道设置。所以，如果用户重新启动 Wireshark，
还需要重新添加。
下面介绍在 Linux 下创建管道接口的方法。
【实例 2-5】在 Linux 下使用 mkfifo 工具创建管道，并在 Wireshark 中添加管道接口。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创建一个路径为/tmp/sharkfin 的管道。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 mkfifo /tmp/sharkfin

执行以上命令后，将捕获输出的任何信息。此时，即可在 Wireshark 中添加该管道路径。
在“管理接口”对话框中，选择“管道”标签，将显示“管道”选项卡，如图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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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左下角的添加按钮

图 2.18

捕获数据包

，将显示添加的管道，如图 2.19 所示。

“管道”选项卡

图 2.19

新建管道

（3）从中可以看到，默认添加了一个名为“新建管道”的管道。此时，双击“新建管
道”，将出现一个“浏览”按钮，用来指定创建的管道，如图 2.20 所示。
（4）单击“浏览”按钮，选择前面创建的管道/tmp/sharkfin，效果如图 2.21 所示。

图 2.20

指定管道路径

图 2.21

成功添加管道

（5）可以看到成功添加了管道。此时单击 OK 按钮，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即可看
到添加的管道接口，如图 2.22 所示。
（6）从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成功添加的/tmp/sharkfin 管道接口。

图 2.22

添加的管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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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捕获管道接口数据

当用户在 Wireshark 中添加管道接口后，则可以使用该管道接口来捕获数据包。下面
将介绍捕获管道接口的数据包的步骤。
【实例 2-6】使用前面添加的管道，远程捕获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选择新添加的管道接口/tmp/sharkfin，如图 2.23 所示。

图 2.23

选择管道接口

（2）单击“开始”按钮，将使用管道接口远程捕获数据包，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使用管道接口捕获数据包

（3）从图 2.24 中可以看到目前没有捕获到任何数据包。这是由于没有任何数据被输
出到管道接口。此时，用户需要通过执行远程捕获数据包的命令，将捕获的数据包输出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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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接口/tmp/sharkfin。例如，这里使用 ssh 命令远程连接到目标主机，并使用 dumpcap
命令来捕获数据包。语法格式如下：
sh user@remote-host "dumpcap -P -w - -f 'not tcp port 22'" > /tmp/sharkfin

本例中远程服务器的地址为 192.168.80.129。所以，执行命令如下所示：
root@daxueba:~# ssh root@192.168.80.129 "dumpcap -P -w - -f 'not tcp port
22'" > /tmp/sharkfin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192.168.80.129 (192.168.80.129)' can't be
established.
ECDSA key fingerprint is SHA256:kJKvriwMu6hXwUjto2K49RyQskmtcS3gVJ459
RfEegc.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yes
Warning: Permanently added '192.168.80.129' (ECDSA)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root@192.168.80.129's password:
#root 用户的密码
Capturing on 'eth0'
#正在捕获接口 eth0 的包
File:
Packets captured: 118
#捕获的包数

（4）看到以上输出信息，则表示成功捕获到数据包。此时，返回到 Wireshark 界面即
可看到正在捕获远程主机的数据包，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

正在捕获数据包

（5）从中可以看到，成功使用管道接口捕获到了远程主机的数据包。

2.3

远程捕获数据包

Wireshark 工具还提供了一个远程接口捕获功能，可以用来捕获远程主机的数据包。
本节将介绍远程捕获数据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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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管理远程接口

在“管理接口”对话框中选择“远程接口”标签，将显示“远程接口”选项卡，如
图 2.26 所示。

图 2.26 “远程接口”选项卡

从中可以看到，目前还没有添加任何远程接口。单击左下角的添加按钮

，即可添加

远程接口。
默认大部分操作系统都没有安装 rpcapd 服务。所以，如果要使用远程接口捕获数据包，
则需要在远程主机上安装 rpcapd 服务。下面分别介绍在 Windows 和 Linux 中安装并启动
rpcapd 服务的步骤。

2.3.2

Windows 下配置 rpcapd 服务

如果用户想要捕获的远程主机是 Windows 系统的话，则需要在 Windows 系统中安装
及配置 rpcapd 服务。下面将介绍在 Windows 下安装和配置 rpcapd 服务的步骤。
1．安装rpcad组件
rpcad 组件包含在 WinPcap 软件包中。用户需要手动安装该软件包。
【实例 2-7】在 Windows 7 上安装 rpcapd 服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下载 WinPcap 软件，其官网地址为 http://www.winpcap.org/。用户在浏览器中访
问该网址后，将出现如图 2.27 所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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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Pcap 官网页面

（2）在该页面中，单击 Download 链接，将显示 WinPcap 下载页面，如图 2.28 所示。

图 2.28

WinPcap 下载页面

（3）从中可以看到 WinPcap 工具的当前版本为 4.1.3，而且还可以看到支持的操作系
统有 Windows NT4/2000、Windows XP/2003/Vista/2008/Win7/2008R2/Win8 (x86 and x64)。
单击 Installer for Windows 链接，即可下载 WinPcap 安装包。下载成功后，其安装包名为
WinPcap_4_1_3.exe。双击 WinPcap 安装包，将显示 WinPcap 欢迎界面，如图 2.29 所示。
（4）单击 Next 按钮，进入许可协议对话框，如图 2.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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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欢迎界面

图 2.30

许可协议对话框

（5）单击 I Agree 按钮，进入安装选项对话框，如图 2.31 所示。
（6）单击 Install 按钮，将开始安装 WinPcap 工具。安装完成后，显示安装完成对话框，
如图 2.32 所示。

图 2.31

安装选项对话框

图 2.32

安装完成对话框

（7）单击 Finish 按钮，WinPcap 工具安装完成，即 rpcapd 服务安装成功。接下来就可
以启动 rpcapd 服务，实现远程接口捕获数据包了。
在 Windows 中，用户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启动 rpcapd 服务，分别是图形界面和命令
行模式。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
2．图形界面启动rpcapd服务
Windows 提供了专用的图形接口用来管理各种服务。下面讲解如何在图形界面环境中
启动 rpcap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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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Windows 图形界面中，按 Win+R 快捷
键，打开“运行”对话框，如图 2.33 所示。
（2）在“打开”文本框中输入 services.msc 命
令，单击“确定”按钮，打开“服务”窗口，如图 2.34
所示。
（3）从“服务”窗口中找到 Remote Packet Capture
Protocol v.0 (experimental)服务，如图 2.35 所示。

图 2.33 “运行”对话框

图 2.34 “服务”窗口

图 2.35

rpcapd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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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图 2.35 中的状态列可以看到，该服务还没有启动。单击“启动此服务”，即
可启动 rpcapd 服务，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成功启动 rpcapd 服务

（5）从状态列可以看到，rpcapd 服务为“已启动”。由此可以说明，rpcapd 服务启动
成功。
3．命令行启动rpcapd服务
对 Windows 命令行比较熟悉的用户，可以使用命令行直接启动服务。操作过程如下：
（1）在 Windows 图形界面中，按 Win+R 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 cmd 命
令，将显示命令行窗口，如图 2.37 所示。

图 2.37

命令行窗口

（2）切换到 WinPcap 的安装位置，并执行 rpcapd.exe 可执行程序，如图 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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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启动 rpcapd 服务

（3）看到以上输出信息，则表示成功启动了 rpcapd 服务。如果想要停止该服务，按 Ctrl+C
键。在以上命令中的选项-n，表示允许空认证。为了确定 rpcapd 服务是否成功启动，用户
可以查看监听的端口。其中，rpcapd 服务默认监听的端口为 2002。执行命令如下：
C:\Users\Administrator>netstat -an | findstr /i "2002"
TCP
0.0.0.0:2002
0.0.0.0:0
LISTENING
TCP
[::]:2002
[::]:0
LISTENING

从输出的信息可以看到，当前主机正在监听 2002 端口。由此可以说明，rpcapd 服务
启动成功。

2.3.3

Linux 下配置 rpcapd 服务

如果用户捕获的远程主机是 Linux 系统的话，则需要在 Linux 系统中安装及配置 rpcapd
服务。下面将介绍在 Linux 下配置 rpcapd 服务的过程。
【实例 2-8】Linux 上安装 rpcapd 服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下载 rpcapd 服务的安装包，其地址为 http://www.winpcap.org/install/bin/WpcapSrc_
4_1_2.zip。这里将使用 wget 命令下载，输出信息如下：
root@daxueba:~# wget http://www.winpcap.org/install/bin/WpcapSrc_4_1_2.zip
--2019-06-11 09:36:22-- http://www.winpcap.org/install/bin/WpcapSrc_4_
1_2.zip
正在解析主机 www.winpcap.org (www.winpcap.org)... 104.25.218.21, 104.25.
219.21, 2606:4700:20::6819:db15, ...
正在连接 www.winpcap.org (www.winpcap.org)|104.25.218.21|:80... 已连接。
已发出 HTTP 请求，正在等待回应... 301 Moved Permanently
位置：https://www.winpcap.org/install/bin/WpcapSrc_4_1_2.zip [跟随至新的 URL]
--2019-06-11 09:36:22-- https://www.winpcap.org/install/bin/WpcapSrc_4_
1_2.zip
正在连接 www.winpcap.org (www.winpcap.org)|104.25.218.21|:443... 已连接。
已发出 HTTP 请求，正在等待回应... 200 OK
长度：3833073 (3.7M) [application/zip]
正在保存至: “WpcapSrc_4_1_2.zip”
WpcapSrc_4_1_2.zip
100%[==============================================================>]
3.66M 2.45MB/s 用时 1.5s
2019-06-11 09:36:25 (2.45 MB/s) - 已保存 “WpcapSrc_4_1_2.zip” [3833073/
383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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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以上输出信息，则表示成功下载了 WpcapSrc_4_1_2.zip 安装包，并保存在了当前
目录中。
（2）解压安装包。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 unzip WpcapSrc_4_1_2.zip

执行以上命令后，所有的文件都将被解压到 winpcap 目录中。
（3）进入 winpcap/wpcap/libpcap 目录中，为 configure 和 runlex.sh 脚本添加可执行权
限。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 cd winpcap/wpcap/libpcap/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 chmod +x configure runlex.sh

（4）执行 configure 脚本进行软件配置。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 CFLAGS=-static ./configure

（5）编译源码包。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 make

（6）切换到 rpcapd 目录中，重新进行编译。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 cd rpcapd/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rpcapd# make

执行以上命令后，在编译过程中如果没有出现任何错误，表示 rpcapd 服务安装成功。
接下来，用户通过执行 rpcapd 脚本，即可启动 rpcapd 服务。
（7）启动 rpcapd 服务。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winpcap/wpcap/libpcap/rpcapd# ./rpcapd -n
Press CTRL + C to stop the server...
bind(): Address already in use (code 98)

看到以上输出信息，则表示 rpcapd 服务启动成功。同样，用户也可以通过查看监听的
端口，来确定 rpcapd 服务是否启动成功。执行命令如下：
root@daxueba:~# netstat -antpul | grep 2002
tcp
0
0 0.0.0.0:2002
0.0.0.0:*

LISTEN

41452/./rpcapd

看到以上输出信息，则表示正在监听端口 2002，即 rpcapd 服务启动成功。接下来，
用户就可以在 Wireshark 中添加远程接口了。

2.3.4

添加远程接口

当用户在远程主机上安装 rpcapd 服务后，即可在 Wireshark 中远程连接该服务，即添
加远程接口，然后通过该远程接口来捕获远程主机的数据包。下面介绍添加远程接口的
方法。
【实例 2-9】添加远程接口。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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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管理接口”对话框中，选择“远程接口”标签，将显示“远程接口”选项卡，
如图 2.39 所示。
（2）从中可以看到，目前还没有添加任何远程接口。单击左下角的添加按钮

，将弹

出“远程接口”对话框，如图 2.40 所示。

图 2.39 “远程接口”选项卡

图 2.40 “远程接口”对话框

（3）在其中需要指定 rpcapd 服务的主机地址和端口。如果用户通过命令行方式启动
rpcapd 服务，并使用-n 选项指定允许空认证的话，则可以选择“无认证”单选按钮。否则，
需要选择“密码认证”单选按钮，并指定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本例中允许空认证，所以
选择“无认证”单选按钮。然后单开 OK 按钮，即可连接到远程服务 rpcapd，并且将会显
示出远程主机的所有网络接口，如图 2.41 所示。
（4）从“远程接口”选项卡中可以看到成功添加的远程接口。其中，远程主机上有两
个接口，分别是 eth0 和 lo，用户选择对应的接口还可以进行远程设置。例如，选择接口
eth0，并单击“远程设置”按钮，将弹出“远程捕获设置”对话框，如图 2.42 所示。

图 2.41

添加的远程接口

图 2.42 “远程捕获设置”对话框

提示：从远程接口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当前的 Wireshark 版本无法保存远端设置。所以
当用户重新启动 Wireshark 后，配置的远程接口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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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其中可以设置捕获选项和采样选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然后
依次单击 OK 按钮，将返回“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2.43 所示。

图 2.43 “捕获接口”对话框

（6）从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刚添加的两个远程接口。用户选择某个接口，即可捕获远
程主机的数据包。

2.3.5

实施远程捕获数据包

当用户使用管道或远程接口时，则需要通过远程的方式来捕获数据包。下面将介绍远
程捕获数据包的方法。
【实例 2-10】通过远程接口捕获远程主机的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工具。在捕获接口中单击“管理接口”，弹出“管理接口”对话
框，选择“远程接口”选项卡，如图 2.44 所示。

图 2.44 “远程接口”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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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中可以看到已成功连接到远程主机。此时，单击 OK 按钮，将返回“捕获接口”
对话框，如图 2.45 所示。

图 2.45 “捕获接口”对话框

（3）在其中选择使用 rpcapd 服务连接的远程接口 rpap://192.168.80.137/，然后单击“开
始”按钮，将捕获远程主机的数据包，如图 2.46 所示。

图 2.46

捕获的数据包

（4）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正在捕获远程接口的数据包，而且从分组列表中的 Source
（源地址）和 Destination（目标地址）列可以看到，数据包都是来自主机 192.168.8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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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说明，成功捕获了远程主机的数据包。

2.4

使用捕获过滤器

捕获过滤器指的是提前设置好的过滤规则。当捕获数据包时，只捕获符合过滤规则的
报文。使用 Wireshark 捕获数据包，会捕获所有的数据包。当用户分析数据包时，很难找
到自己需要的部分。此时，就可以通过使用捕获过滤器来控制捕获数据的数量了。其中，
Wireshark 可以基于类型、传输方向、协议和数据进行数据包过滤。本节将介绍捕获过滤
器的使用方法。

2.4.1

指定捕获过滤器

如果要使用捕获过滤器，需要在捕获数据包之前指定将要使用的捕获过滤器。可以使
用两种方法来指定捕获过滤器，分别是在开始界面和“捕获接口”对话框中。下面将分别
介绍这两种指定捕获过滤器的方法。
1．在开始界面
启动 Wireshark，将打开 Wireshark 的开始界面，如图 2.47 所示。

图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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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捕获下面的文本框，就是用来指定捕获过滤器的。其中，捕获过滤器的语法
格式如下：
<Protocol> <Direction>
<Other expression>

<Host(s)>

< Value>

< Logical

Operations>

以上语法中各选项含义如下：
Protocol（协议）：该选项用来指定协议。可使用的值有 ether、fddi、wlan、ip、arp、
rarp、decnet、lat、sca、moproc、mopdl、tcp 和 udp。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是什么协
议，则默认使用所有支持的协议。
 Direction（方向）：该选项用来指定来源或目的地，默认使用 src or dst 作为关键字。
该选项可使用的值有 src、dst、src and dst 和 src or dst。
 Host(s)：指定主机地址。如果没有指定，默认使用 host 关键字。可能使用的值有
net、port、host 和 portrange。
 Logical Operations（逻辑运算）：该选项用来指定逻辑运算符。可能使用的值有 not、
and 和 or。其中，not（否）具有最高的优先级；or（或）和 and（与）具有相同的
优先级，运算时从左至右进行。
 Other expression（其他表达式）：使用其他表达式捕获过滤器。
接下来，用户即可根据捕获过滤器的语法，指定需要的捕获过滤器。例如，指定仅捕


获 TCP 协议的数据包，如图 2.48 所示。

图 2.48

指定捕获过滤器

提示：当用户指定捕获过滤器时，可以根据背景色判断指定的捕获过滤器语法是否正确。
如果捕获过滤器的语法正确，则背景色为绿色，如图 2.49 所示；如果语法错误，
则背景色为红色，如图 2.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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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语法正确

图 2.50

语法错误

2．捕获接口对话框
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项”命令，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2.51
所示。

图 2.51 “捕获接口”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的“所选择接口的捕获过滤器”文本框中，可以指定使用的捕获过滤器。
或者，用户双击“捕获过滤器”列中的文本框，也可以指定捕获过滤器。用户可以在任意
一处指定，但是两处将同时显示指定的捕获过滤器，如图 2.52 所示。

图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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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类型过滤

Wireshark 可以基于类型进行捕获过滤。其中，可能使用的类型有主机 host、网段 net、
端口 port、端口范围 portrange 和特殊类型。下面将分别介绍基于这几种类型的捕获过滤器
语法。
1．主机host
host 用来指定捕获某主机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语法格式如下：
host host

以上语法中，第一个 host 表示过滤器类型为 host；第二个 host 表示主机的地址，可
以是 IPv4 或 IPv6 地址。例如，过滤主机 192.168.1.100 的数据包，其捕获过滤器如下：
host 192.168.1.100

【实例 2-11】捕获主机 192.168.1.3 的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并选择以太网捕获接口，然后指定捕获过滤器，如图 2.53 所示。

图 2.53

选择接口并指定捕获过滤器

（2）单击开始捕获分组按钮 ，将开始捕获数据包，如图 2.54 所示。
（3）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正在捕获的接口及使用的捕获过滤器。而且，从捕获的包中
可以看到所有数据包都是由主机 192.168.1.3 发送和接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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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

正在捕获数据包

2．网段net
net 用来指定捕获哪个网段主机的数据包。其中，指定网络类型的过滤器有 3 种形式，
分别是 net net、net mask 和 net IP/mask。
（1）net net 形式
使用 net net 形式指定网段时，第一个 net 是关键字，第二个 net 表示指定的网段。其
中，使用 net 指定网段的 IP 地址时，可以写入完整的由点分隔的四组 IP 地址、三组地址、
两组地址或一组地址。例如，IPv4 地址 192.168.1.0 网段可以使用以下 4 组方式：
net
net
net
net

192.168.1.0
192.168.1
192.168
192

#对应掩码 255.255.255.255
#对应掩码 255.255.255.0
#对应掩码 255.255.0.0
#对应掩码 255.0.0.0

（2）net mask 形式
使用 net mask 形式将单独指定 IP 地址和掩码。例如，指定 192.168.1.0 网段。其语法
格式如下：
net 192.168.1.0 mask 255.255.255.255

（3）net CIDR 形式
为了简化用户的输入，可以使用 CIDR 形式表示网段。例如，同样指定 192.168.1.0
网段，其语法格式如下：
net 192.16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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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口port
port 用来指定捕获某端口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语法格式如下：
port port

以上语法中，第一个 port 表示过滤器类型为 port；第二个 port 用来指定捕获的端口号。
例如，指定捕获端口 80 的数据包。则语法格式如下：
port 80

4．端口范围portrange
portrange 用来指定某个某端口范围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语法格式如下：
portrange port1-port2

以上语法中，portrange 表示过滤器类型；port1 表示起始端口号；port2 表示结束端口
号。例如，捕获端口 1～100 范围的数据包，则语法格式如下：
portrange 1-100

5．特殊类型
Wireshark 还提供了一个特殊类型 gateway。其中，使用该类型表示捕获源或目标为指
定以太网地址的包，但是源或目标 IP 地址不是指定主机的数据包。使用 gateway 类型的语
法格式如下：
gateway host

该捕获过滤器相当于以下表达式：
ether host ehost and not host host

例如，捕获主机 snup 的数据包，则语法格式如下：
gateway snup

提示：在 Wireshark 默认的配置下，不支持使用该类型的捕获过滤器。
2.4.3

基于传输方向过滤

传输方向表示数据包的传输方向，如源和目标。其中，基于传输方向过滤的类型有源
src、目标 dst、源或者目标 src or dst、源和目标 src and dst 等。下面将介绍基于传输方向
的捕获过滤器。
1．源src
src 表示只捕获源地址为指定主机或端口的数据包。用户可以在 host、net、por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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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nge 类型前面添加 src，表示只捕获源为指定主机、网段、端口或端口范围的数据包。
语法格式如下：
src
src
src
src

host host
net net
port port
portrange port1-port2

#仅捕获源地址为指定主机的数据包
#仅捕获源地址为指定网段的数据包
#仅捕获源端口为指定端口的数据包
#仅捕获源端口范围为指定端口范围的数据包

2．目标dst
dst 表示只捕获目标地址为指定主机或端口的数据包。用户同样可以在 host、net、port
和 portrange 类型前面添加 dst，表示只捕获目标为指定主机、网段、端口和端口范围的数
据包。语法格式如下：
dst
dst
dst
dst

host
net
port
portrange port1-port2

#仅捕获目标地址为指定主机的数据包
#仅捕获目标地址为指定网段的数据包
#仅捕获目标端口为指定端口的数据包
#仅捕获目标端口范围为指定端口范围的数据包

3．源或者目标src or dst
src or dst 表示捕获源或目标为指定主机的数据包，也就是来自某主机发送或接收的所
有数据包。用户同样可以在 host、net、port 和 portrange 类型前面添加 src or dst 来指定捕
获过滤器。语法格式如下：
src
src
src
src

or
or
or
or

dst
dst
dst
dst

host
net
port
portrange port1-port2

4．源和目标src and dst
src and dst 表示捕获源和目标都为指定主机的数据包，也就是仅捕获某主机发送和接
收的数据包。用户同样可以在 host、net、port 和 portrange 类型前面添加 src and dst 来指定
捕获过滤器。语法格式如下：
src
src
src
src

and
and
and
and

dst
dst
dst
dst

host
net
port
portrange port1-port2

5．特殊方向
前面 4 种情况是常见的传输方向过滤器。另外还有两种特殊方向捕获过滤器，分别是
广播 broadcast 和多播 multicast。这两种特殊方向的捕获过滤器语法格式如下：
ether broadcast
ip broadcast
ether multi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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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 IPv4 多播流量
#捕获 IPv6 多播流量

ip multicast
ip6 multicast

【实例 2-12】捕获 IPv4 多播数据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工具并在开始界面选择接口指定捕获过滤器 ip multicast，如图 2.55
所示。

图 2.55

指定捕获过滤器

（2）这里选择了以太网接口，并指定捕获过滤器 ip multicast。然后，单击开始捕获分
组按钮 即可捕获对应的数据包，如图 2.56 所示。

图 2.56

捕获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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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分组列表中的 Destination（目标地址）列可以看到，捕获的所有包地址都为
239.255.255.250（多播地址）。

2.4.4

基于协议过滤

Wireshark 支持基于协议进行过滤。其中，指定协议的格式有协议名、协议链、IPv4
和 IPv6 协议、ether 协议。下面将介绍基于协议的捕获过滤器的语法格式。
1．协议
用户可以直接指定协议过滤器进行过滤。语法格式如下：
proto

Wireshark 支持使用的协议捕获过滤器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协

支持的协议过滤器

议

含

义

ether

以太网协议

fddi

fddi是ether协议的别名

tr

tr是ether协议的别名

wlan

无线协议，也是ether协议的别名

ip

互联网协议IPv4地址

ip6

互联网协议IPv6地址

arp

地址解析协议

rarp

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decnet

由数字设备公司推出并支持的一组协议集合

tcp

传输控制协议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icmp

Internet控制报文协议

当用户使用协议捕获过滤器时，对于一些协议还可以指定传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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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 src ehost：捕获源地址为指定以太网地址的数据包。
ether dst ehost：捕获目标地址为指定以太网地址的数据包。
ether host ehost：捕获指定以太网地址的数据包。
tcp src port port：捕获 TCP 协议源端口为指定端口的数据包。
ether proto protocol：表示捕获以太网协议类型的包。指定的协议可以为协议名或协
议编号。其中，指定的协议名可以是 ip、ip6、arp、rarp、atalk、aarp、decnet、sca、
lat、mopdl、moprc、iso、stp、ipx 或 netbe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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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链
用户还可以使用协议链 protochain 来指定捕获过滤器。使用协议链的语法格式如下：
protochain protocol

以上语法表示捕获指定协议类型为 IPv4 或 IPv6 的包。
3．IPv4和IPv6
IPv4 和 IPv6 是指根据 IP 协议进行过滤。用户可以通过协议名或协议编号来指定捕获
过滤的协议。可使用的捕获过滤器语法格式如下：








ip proto protocol：捕获协议类型为 IPv4 协议的包。其中，指定的协议有 icmp、icmp6、
igmp、igrp、pim、ah、esp、vrrp、udp 或 tcp。当用户使用关键字作为值时，需要
使用反斜杠（\）。例如，ip proto \icmp 与关键字 icmp 相同，表示将捕获 ICMP 协
议的包。
ip6 proto protocol：捕获协议类型为 IPv6 协议的包。
ip6 protochain protocol：捕获 IPv6 协议包。
ip protochain protocol：该捕获过滤器和 ip6 protochain protocol 捕获过滤器是相同的，
但是该捕获过滤器指的是 IPv4。
ip broadcast：捕获 IP 广播包。

4．ether协议
ether proto 表示捕获以太网协议类型的包。其中，可指定的协议名如表 2.3 所示。注
意，当用户使用关键字作为值时，需要使用反斜杠（\）。例如，ether proto \ip 与关键字 ip
相同，表示以 IP 协议作为目标。
表 2.3
协

议

可指定的以太网协议
含

义

ip

网际协议IPv4地址

ip6

网际协议IPv6地址

arp

地址解析协议

rarp

反向地址解析协议

atalk

AppleTalk协议，是由Apple公司创建的一组网络协议的名字，用于Apple系列的
个人计算机

aarp

AppleTalk ARP协议

decnet

由数字公司推出并支持的一组协议集合

sca

版权自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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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协

议

含

lat

局域传输协议

mopdl

MOP协议转存加载

moprc

MOP远程控制台协议

iso

文件传输访问和关联协议

stp

生成树协议

ipx

互联网分组交换协议

netbeui

NetBIOS协议的增强版本

义

5．简写形式
Wireshark 提供了一种简写形式。其中，使用 ehter proto 时，ip、ip6、arp、rarp、atalk、
aarp、decnet、lat、moprc、mopdl、iso、stp、ipx、netbeui 协议可以简写为 p，简写后的捕
获过滤器语法格式为 ether proto p；使用 proto 时，tcp、udp 和 icmp 协议简写为 p，简写后
的捕获过滤器语法格式为 proto p。

2.4.5

基于数据过滤

Wireshark 还支持基于数据过滤，用户可以指定数据长度或内容进行过滤。下面将介
绍基于数据过滤的语法格式。
1．长度过滤
当用户基于数据过滤时，可以使用 less 和 greater 关键字根据数据长度进行过滤。其
中，less 关键字的语法格式如下：
less length

上面的捕获过滤器表示捕获数据包长度小于或等于指定长度 length 的数据包。等同于
以下语法格式：
len <= length

greater 关键字的语法格式如下：
greater length

上面的捕获过滤器表示捕获数据包长度大于或等于指定长度 length 的数据包。等同于
以下语法格式：
len >=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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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内容过滤
用户还可以使用基于内容的捕获过滤器进行过滤。语法格式如下：
proto[expr:size] relop express

以上语法中的参数及含义如下：
proto：支持的协议值。其中，可使用的协议有 ether、fddi、tr、wlan、ppp、slip、
link、ip、arp、rarp、tcp、udp、icmp、ip6 或 radio。
 expr：指定该协议头的偏移地址。
 size：指定数据长度。其中，单位为 bit。
 relop：指定使用的运算符。其中，可指定的关系运算符有>、<、>=、<=、=和!= ；
二进制运算符有+、-、*、/、%、&、|、^、<<和>>。
例如，捕获所有 IPv4 地址包，语法格式如下：


ip[0] & 0xf != 5

2.4.6

使用多个捕获过滤器

当用户捕获数据包时，通过结合逻辑运算符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捕获过滤器。其中，捕
获过滤器支持的逻辑运算符有 not(!)、and(&&)和 or(||)。其中，not(!)表示非，表示捕获匹
配捕获过滤器以外的数据包；and(&&)表示捕获同时匹配指定的多个捕获过滤器数据包；
or(||)表示捕获匹配所有指定捕获过滤器的数据包。例如，捕获主机 192.168.1.100，而且 tcp
端口为 80 的数据包，捕获过滤器语法格式如下：
host 192.168.1.100 and tcp port 80

提示：当用户通过逻辑运算符使用多个捕获过滤器时，not(!)具有最高的优先级。and(&&)
和 or(||)具有相同的优先级，运算时从左至右进行。例如，捕获过滤器 not tcp port
3128 and tcp port 23 和(not tcp port 3128) and tcp port 23 含义相同；捕获过滤器 not
tcp port 3128 and tcp port 23 和 not (tcp port 3128 and tcp port 23)含义不同。

2.4.7

使用预置表达式

使用预置表达式可以将一个捕获过滤器表达式提前添加到捕获过滤器对话框中。当用
户使用的时候，只需要输入开头的几个字符，就会提示完整的表达式。其中，预置表达式
在一个复杂的捕获过滤器表达式中非常有用。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
| 捕获过滤器”
命令，打开“捕获过滤器”对话框，如图 2.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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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 “捕获过滤器”对话框

在“捕获过滤器”对话框中显示了两列，分别是名称和过滤器表达式。其中，名称可
以任意定义，主要是为了方便表示过滤器的含义。该对话框显示了默认的捕获过滤器表达
式。如果用户想要添加新的捕获过滤器，则单击左下角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按钮

，即可

添加新的捕获过滤器。
【实例 2-13】添加一个名称为 IPv4 address 192.168.1.3 and TCP 80，表达式为 host
192.168.1.3 and tcp port 80 的捕获过滤器。
（1）在“捕获过滤器”对话框中单击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按钮
所示。

图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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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图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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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中可以看到，默认添加了一个名称为“新建捕获过滤器”、语法为 ip host
host.example.com 的捕获过滤器。此时，双击“名称”和“过滤器”文本框，即可修改对
应的值。其中，添加的捕获过滤器如图 2.59 所示。

图 2.59

添加的捕获过滤器

（3）单击 OK 按钮，使配置生效。这样，当用户指定捕获过滤器时，输入一个 host
关键字，将会自动提示可以使用的预置表达式，如图 2.60 所示。

图 2.60

自动提示的表达式

（4）从捕获过滤器中可以看到自动提示可以使用的捕获过滤器表达式。此时，用户直
接选择对应的表达式就可以了，无须再输入一个完整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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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抓包后，Wireshark 工具就可以捕获到相应的数据。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用户
需要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如保存数据、再次打开数据及快速分析等。本章将详细讲解
这几种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3.1

保 存 文 件

Wireshark 工具捕获到数据包后，默认是以临时文件保存的，一旦关闭 Wireshark，数
据就会丢失。所以，为了方便以后对数据包进行分析，用户可以将捕获的包保存到文件中。
用户可以在捕获数据包时，设置自动保存文件，或者在捕获数据包后手动进行保存。本节
将介绍保存文件的方法。

3.1.1

自动保存文件

Wireshark 工具支持自动保存文件，自动将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用户可以使用
自动分卷保存和环形保存两种方法。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项”命令，打开
“捕获接口”对话框，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捕获接口”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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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选择“输出”标签，将显示“输出”选项卡，如图 3.2 所示。

图 3.2 “输出”选项卡

在“输出”选项卡中，可指定保存的捕获文件名、输出格式和保存方式。其中，自动
保存的文件格式包括 pcapng 和 pcap 两种，默认为 pcapng 格式。Wireshark 提供了两种自
动保存文件的方式，分别是自动分卷保存和环形保存。下面依次讲解这两种方式。
1．自动分卷保存
自动分卷保存方式可以将一个文件拆分为多个文件，主要是为了避免数据包文件太
大。如果用户长时间抓包，或者捕获接口的流量非常大时，捕获的数据包就会有很多，将
生成一个非常大的文件。由于 Wireshark 捕获的内容都存放在内存中，如果长时间抓包捕
获的数据包文件过大时，可能会使内存溢出，导致程序出现异常，并且当用户分析数据时，
打开文件会非常慢，后期过滤和查询也比较费时。
在“输出”选项卡中勾选“自动创建新文件，经过…”复选框，如图 3.3 所示。

图 3.3

自动分卷保存
·61·

从实践中学习 Wireshark 数据分析

用户可以使用 3 种方式来设置生成的文件数，这 3 种方式分别为基于数据包数量、数
据包大小和捕获时间。
第一个配置项是基于数据包数量进行分卷，默认设置表示每 100 000 个分组生成一
个文件。
 第二个配置项是基于数据包大小进行分卷，
默认设置表示每个文件到 1 千字节时生
成一个文件。
 第三个配置项是基于捕获时间分卷，默认设置表示每隔 1 秒生成一个文件。
用户通过单击千字节下拉列表，可以修改生成文件的单位。其中，可以设置的文件单


位有千字节、兆字节和千兆字节。单击“秒”下拉列表框，可以修改生成文件的时间。其
中，可以设置的时间有秒、分组和小时。
【实例 3-1】设置每 100 个分组时生成一个文件，并且指定文件名为 test.pcapng。具体
操作步骤如下：
（1）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项”命令，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在该对
话框中选择“以太网”捕获接口。然后选择“输出”标签，将显示“输出”选项卡。
（2）在“文件”文本框中指定保存的文件名为 test.pcapng，并保存在 D 盘。然后勾选
“自动创建新文件，经过…”和“分组”复选框，并设置分组数为 100，如图 3.4 所示。

图 3.4

设置结果

（3）单击“开始”按钮，开始捕获数据包，如图 3.5 所示。
（4）从图 3.5 所示的窗口中可以看到捕获的数据包。当捕获到 100 个分组后，将自动
保存为一个文件。其中，Wireshark 会根据用户指定的文件名自动指定每一段的文件名，
格式为指定的文件名_序号_日期时间.扩展名。例如，打开生成的第一个捕获文件，将显
示如图 3.6 所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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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捕获数据包

图 3.6

第一个分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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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自动保存的文件名为 test_00001_20190613184027.pcapng。
从状态栏中可以看到，共捕获了 100 个分组。由此可以说明，成功按照捕获到 100 个分组
后对文件进行了分卷保存。
2．环形保存
环形保存将自动保留最新的多个分卷文件，早期生成的文件将会被覆盖。这样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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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长时间捕获数据，占用太多的磁盘空间。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选择“输出”标签，
将显示“输出”选项卡，如图 3.7 所示。

图 3.7 “输出”选项卡

在“输出”选项卡中勾选“使用一个环形缓冲器”复选框，则表示启用环形保存。“采
用 2 文件”表示保留最新的两个文件。用户可以自己设置，保留多少个文件。另外，使用
环形保存方式时，还需要设置自动分卷保存方式。
【实例 3-2】设置每 50 秒生成一个分卷文件，并使用缓存保存最新的两个文件。
（1）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捕获”|“选项”命令，打开“捕获接口”对话框。在该对
话框中，选择“以太网”捕获接口，然后选择“输出”标签，将打开“输出”选项卡。
（2）在该选项卡中指定捕获文件名为 dump.pcapng，并勾选“自动创建新文件，经过…”
和秒复选框，设置时间为 50 秒。然后，勾选“使用一个环形缓冲器”复选框，使用默认
设置，如图 3.8 所示。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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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开始”按钮，开始捕获数据包。当捕获一段时间后，会停止捕获，显示如
图 3.9 所示。

图 3.9

捕获的数据包

（4）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当前捕获文件序号为 00004，表示捕获到 4 个分卷文件。但
是磁盘中只会保存最新的两个文件，即第三个（序号为 00003）和第四个（序号为 00004）
分卷文件。
3．默认保存格式
在 Wireshark 中，用户可以设置默认捕获文件的保存格式。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编
辑”|“首选项”命令，打开“首选项”对话框，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首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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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对话框的左侧栏中选择 Capture 分支，将显示捕获设置对话框，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捕获设置对话框

可以看到，默认启用了“以 pcapng 格式捕获分组”，表示默认捕获文件的保存格式
为 pcapng。如果用户不想要使用该保存格式的话，去掉“以 pcapng 格式捕获分组”复选
框即可。以后 Wireshark 将会以 pcap 格式保存捕获文件。
4．自动停止模式
为了避免无限制地捕获数据包，Wireshark 提供了自动停止模式选项，可以用来设置
自动停止的条件。在“捕获接口”对话框中选择“选项”标签，将显示“选项”选项卡，
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选项”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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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项”选项卡中包括三部分选项设置，分别是显示选项、解析名称和“自动停止
捕获,在经过…”。其中，第三部分用来设置自动停止捕获的方法。这里可以设置捕获多
少个分组、几个文件、多大文件和多长时间停止捕获。另外，当选择使用文件大小时，单
击千字节下拉列表，可以修改文件单位为兆字节或千兆字节；选择“根据捕获时间停止捕
获”的话，单击“秒”下拉列表框，可以修改时间单位为分钟或小时。
5．分卷临时保存
当设置自动保存文件时，生成的分卷文件会临时保存下来。用户通过查看文件集合，
即可看到生成的分卷文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文件集合”|“列出文件”命
令，将打开文件集合对话框，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文件集合对话框

从图 3.13 中可以看到临时保存的 3 个分卷文件。在该对话框中选择任意一个文件，
将在 Wireshark 的窗口中显示该分卷文件的数据包。例如，查看第 2 个分卷文件，选择文
件名为 test_00002_20190613184056.pcapng 的分卷文件，将显示如图 3.14 所示的界面。

图 3.14

第 2 个分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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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在 Wireshark 窗口中查看的是中间分卷文件的话，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
件”|“文件集合”|“下一文件”或“上一文件”，即可查看下一个或上一个分卷文件。

3.1.2

手动保存文件

当用户捕获数据包后，也可以自己手动保存文件。手动保存可以支持更多的文件格式。
其中，用户可以选择保存全部包或者保存部分包。下面分别介绍手动保存文件的方法。
1．保存全部包
保存全部包表示保存捕获到的所有数据包。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保存”或
“文件”|“另存为”命令，即可保存捕获的文件。当用户单击“保存”或“另存为”命令
后，将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保存文件对话框

在保存文件对话框中可以指定保存文件的位置、文件名和保存类型。在“保存在”下
拉列表框中指定保存的位置；在“文件名”文本框中指定保存的文件名；在“保存类型”
下拉列表框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文件格式。其中，支持保存的类型如表 3.1 所示。另外，用
户在保存时，还可以使用 gzip 压缩。如果希望使用 gzip 压缩的话，勾选 Compress with gzip
复选框。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捕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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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保存类型

保 存 类 型

包

格

式

Wireshark/…

pcapng（*.ntar.gz;*.ntar;*.pcapng.gz;*.pcapng）

Wireshark/tcpdump/…

pcap（*.dmp.gz;*.dmp;*.cap.gz;*.cap;*.pcap.gz;*.pcap）

Wireshark/tcpdump/…

nanosecond pcap（*.dmp.gz;*.dmp;*.cap.gz;*.cap;*.pcap.gz;*.pcap）

Modified tcpdump

pcap （*.dmp.gz;*.dmp;*.cap.gz;*.cap;*.pcap.gz;*.pcap）

Nokia tcpdump

*.dmp.gz;*.dmp;*.cap.gz;*.cap;*.pcap.gz;*.pcap

RedHat 6.1

*.dmp.gz; *.dmp;*.cap.gz;*.cap;*.pcap.gz;*.pcap

SuSE 6.3

*.dmp.gz;*.dmp;*.cap.gz;*.cap;*.pcap.gz;*.pcap

InfoVista 5View capture

*.5vw.gz;*.5vw

Endace ERF capture

*.erf.gz;*.erf

HP-UX ettl trace

*.trc1.gz;*.trc1;*.trc0.gz;*.trc0

Microsoft NetMon 1.x

*.cap.gz;*.cap

Microsoft NetMon 2.x

*.cap.gz;*.cap

Sniffer （DOS）

*.syc.gz;*.syc;*.fdc.gz;*.fdc;*.trc.gz;*.trc;*.enc.gz;*.enc;*.cap.gz;*.cap

NetXray,Sniffer (Windows) 1.1

*.cap.gz;*.cap

Sniffer (Windows) 2.00x

*.caz.gz;*.caz;*.cap.gz;*.cap

Network Instruments Observer

*.bfr.gz;*.bfr

Novell LANalyzer

*.tr1.gz;*.tr1

Sun snoop

*.cap.gz;*.cap;*.snoop.gz;*.snoop

Visual Networks traffic capture

*.*

K12 text file

*.txt.gz;*.txt

TamoSoft CommView

*.ncf.gz；*.ncf

【实例 3-3】将全部的数据包保存到桌面，并指定文件名为 test，类型为 pcap。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并捕获数据包。然后停止捕获数据包，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
件”|“保存”命令，打开保存文件对话框，如图 3.16 所示。
（2）在保存文件对话框中选择将捕获文件保存到桌面，文件名为 test，保存类型为
pcap，效果如图 3.17 所示。
（3）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捕获的文件保存到 test.pcap 中。
2．保存部分包
保存部分包用来保存特定分组包，其中包括捕获的和显示的包。在菜单栏中，依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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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文件”|“导出特定分组”命令，将打开导出特定分组对话框，如图 3.18 所示。

图 3.16

保存文件对话框

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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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特定分组对话框

从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包括两类分组，分别是 Captured（捕获的）和 Displayed（显
示的）。默认情况下，捕获的包和显示的包数相同。如果用户使用显示过滤器后，显示
的包就和捕获的包数不同了。如果没有使用显示过滤器的话，选择导出捕获（Captured）
和显示（Displayed）的包类型是相同的。如果使用显示过滤器，并且保存显示过滤的数
据包，则需要选择类型为 Displayed。另外，用户还可以指定包范围。其中，可指定的包
范围如下：
All packets：导出所有捕获或显示的包。
Selected packet：导出在分组列表中选择的捕获和显示的包。
 Range：导出指定范围捕获和显示的包。其中，指定的包范围中间使用连字符。如
果用户指定多个包范围的话，使用逗号分隔。例如，保存捕获的 1～10 个数据包，
则输入 1-10；保存捕获的 1～10、20 和 30 分组，则输入 1-10,20,30。
当选择保存的部分包后，指定保存的位置、文件名和保存类型，然后单击“保存”按



钮即可。其中，支持的保存类型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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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3-4】导出捕获的 1 到 10、13 和 15 的数据包，并指定保存到桌面，文件名为
dump，使用默认的保存类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并捕获数据包。然后停止捕获数据包，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
件”|“导出特定分组”命令，将打开导出特定分组对话框。
（2）在该对话框中设置保存位置为桌面，文件名为 dump。然后，单击 Captured 和 Range
单选按钮，并在 Range 文本框中指定要保存的包，效果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设置效果

（3）单击“保存”按钮，即可导出部分数据包。导出的数据包将保存在桌面的
dump.pcapng 文件中。

3.2

打 开 文 件

当用户将捕获的文件保存到一个文件中，并再次进行分析时则需要打开该文件。本节
将介绍打开抓包文件的方法。
·72·

第3章

3.2.1

数据处理

打开抓包文件

当启动 Wireshark 工具后，可以直接打开抓包文件。可以选择想要打开的文件，并且
可以快速打开最近的文件。下面介绍打开抓包文件的方法。
1．手动选择打开抓包文件
如果想要打开一个新的抓包文件时，需要手动选择文件进行打开。在菜单栏中，依次
选择“文件”|“打开”命令，将显示打开捕获文件对话框，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打开捕获文件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的“查找范围”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捕获文件保存的位置，然后在当前查找
范围的文件列表中选择要打开的捕获文件名，单击“打开”按钮即可打开对应的捕获文件。
【实例 3-5】打开前面保存在桌面的抓包文件 dump.pcapng。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 Wireshark 工具，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命令，将显示打开
捕获文件对话框。
（2）在该对话框中，指定查找范围为“桌面”，并在文件列表中选择抓包文件
dump.pcapng，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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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选择打开的抓包文件

（3）当用户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后，“文件名”文本框中将自动显示该文件名。然后单
击“打开”按钮，将打开抓包文件 dump.pcapng，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成功打开抓包文件

（4）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当前打开的捕获文件名为 dump.pcapng。由此可以说明，
成功打开了抓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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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最近打开的抓包文件
最近抓包文件就是前不久刚访问过的文件。如果用户想要打开最近捕获的文件，通过
在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最近”命令，或者在 Wireshark 开始界面即可快速
打开最近的捕获文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最近”命令，将显示最近打
开过的捕获文件列表，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打开最近打开过的文件列表

从列表中可以看到最近访问过的抓包文件。其中，文件名为黑色表示已存在的文件；
文件名为灰色则表示无法找到该文件，其文件可能被删除或者移动到其他位置。此时，用
户选择对应的文件即可打开最近的抓包文件。如果用户想要删除最近的文件列表，选择“清
除菜单”命令即可。
如果用户最近访问过某些捕获文件，当启动 Wireshark 后，在开始界面也可以看到最
近抓包文件列表，如图 3.24 所示。

图 3.24

Wireshark 开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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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窗口的“打开”部分中可以看到最近访问过的所有抓包文件。此时，双击某抓包文
件名，即可打开对应的抓包文件。
【实例 3-6】打开最近打开过的抓包文件 dump.pcapng。
（1）启动 Wireshark，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最近”命令，即可看到最
近的文件列表。
（2）在列表中单击 dump.pcapng 即可打开该捕获文件，如图 3.25 所示。

图 3.25

成功打开抓包文件

（3）从标题栏中可以看到，当前打开的捕获文件名为 dump.pcapng。由此可以说明，
成功打开了最近打开过的抓包文件 dump.pcapng。

3.2.2

文件属性

当打开一个抓包文件后，即可查看该文件的属性，以了解数据的捕获请求，如时间、
接口和过滤器等。另外，还可以为抓包文件添加注释信息，用来更好地标记该文件。在
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捕获文件属性”命令，打开“捕获文件属性”对话框，
如图 3.26 所示。
“捕获文件属性”对话框包括细节和捕获文件描述两部分。其中，细节部分显示了文
件的属性，包括文件、时间、捕获、接口和统计 5 部分信息。每部分可以获取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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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了解抓包文件的各种属性，如抓包文件的名称、路径和文件所含数据包的规
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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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获取抓包的开始、结束和持续时间。
捕获：获取抓包文件由哪块网卡生成，以及操作系统版本、Wireshark 版本等信息。
接口：获取抓包使用的接口、丢包情况及使用的捕获过滤器等。
统计：数据包的汇总统计信息，如数据包的总数、数量及占比情况、网速等。

图 3.26

“捕获文件属性”对话框

捕获文件描述部分用来为捕获文件添加注释。如果用户想要为捕获文件添加注释的
话，可以在“捕获文件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注释信息，并单击“保存注释”按钮保存注释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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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介绍，用户可以对抓包文件的属性进行分析了。通过查看 dump.pcapng 捕获
文件属性可知，该捕获文件使用的接口为“以太网”；包格式为 Wireshark/…-pcapng；文
件长度为 2301 字节；捕获包的总时间为 4 秒；使用的硬件为 Intel(R) Core(TM) i7-2600
CPU @ 3.40GHz (with SSE4.2)；操作系统类型为 Windows 10，64 位架构；应用程序为
Wireshark 3.0.2；没有使用捕获过滤器等。例如，这里将为该文件添加一个注释，效果如
图 3.27 所示。

图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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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保存注释”按钮，即可在细节文本框中增加一个“文件注释”信息，如图 3.28
所示。

图 3.28

3.2.3

成功添加文件注释

合并抓包文件

Wireshark 还支持将多个抓包文件进行合并。当用户使用自动分卷保存捕获文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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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分析的包保存在两个分卷文件中的话，为了方便分析，可以将两个分卷文件合并
为一个文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合并”命令，将打开合并捕获文件对话框，
如图 3.29 所示。

图 3.29

合并捕获文件对话框

在合并捕获文件对话框中，查找并选择要合并的捕获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即可合并两个抓包文件。在合并捕获文件之前，用户还可以设置合并的方法。其中，可设
置的方法包括 Prepend packets to existing file（追加包到已存在文件包的前面）、Merge
packets chronologically（按照时间顺序合并数据包）和 Append packets exitsing file（追加
包到已存在文件包的后面）。默认选择 Merge packets chronologically 方法，即按照时间
顺序合并数据包。如果用户想要使用其他方式合并数据包的话，则选择对应选项的单选
按钮即可。
【实例 3-7】将 test.pcapng 捕获文件合并到 dump.pcapng 捕获文件中。具体操作步骤
如下：
（1）打开捕获文件 dump.pcapng，如图 3.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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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文件 dump.pcapng

（2）从状态栏中可以看到，当前捕获文件中有 12 个分组。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
件”|“合并”命令，打开合并捕获文件对话框，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合并捕获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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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该对话框中选择捕获文件 test.pcapng，并单击“打开”按钮，即可将两个捕获
文件中的数据包合并，如图 3.32 所示。

图 3.32

成功合并捕获文件

（4）从状态栏中可以看到，分组数由 12 变为 1179。由此可以说明，成功合并了捕获
文件 test.pcapng 和 dump.pcapng。接下来还需要对合并后的文件进行保存。在菜单栏中依
次选择“文件”|“保存”命令，即可保存合并后的捕获文件。

3.2.4

导入转储文件

在 Wireshark 中，用户还可以从 Hex 转储文件中导入数据包。其中，Wireshark 支持
读取 ASCII hex 格式的转储文件，并写入一个临时的 Libpcap 捕获文件，而且还可以生成
虚拟以太网、IP、UDP、TCP 或 SCTP 头。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从 Hex 转储导
入”命令，打开“从 Hex 转储文件导入”对话框，如图 3.33 所示。
在该对话框中包括“导入来源”和“封装”两部分。导入来源部分用来设置导入的文
件、偏移量和时间戳格式等。每个参数及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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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用来指定导入的文本文件。单击“浏览”按钮，即可选择导入的文件。
偏移量：指定导入的文本文件偏移量。用户可以设置为十六进制、十进制、八进制
和无。默认为十六进制。
时间戳格式：用来指定一个时间戳格式，来解析导入文本文件的时间戳。这里可以
使用简单的时间戳格式语法，如%H（时）、%M（分）、%S（秒）等；或者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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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H:MM:SS 格式。
方向指示：如果导入的文本文件有方向，则勾选“方向指示”对话框。
封装类型：指定导入文件的封装类型。其中，支持的封装类型如表 3.2 所示。
无虚头部：不添加虚拟头。
以太网：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头。
IPv4：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及 IPv4 头部。
UDP：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IPv4 及 UDP 头部。
TCP：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IPv4 及 TCP 头部。
SCTP：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IPv4 及 SCTP 头。
SCTP(Data)：在每一帧前添加以太网、IPv4 及 SCTP（Data）头部。
最大帧长度：导入指定最大帧长度的数据包。

图 3.33

“从 Hex 转储文件导入”对话框
表 3.2

支持的封装类型

封 装 类 型

封 装 类 型

ARCNET

LAPD

AX.25 with KISS header

Linux ARCNET

Amateur Radio AX.25

Linux ATM CLIP

Apple IP-over-IEEE 1394

Linux Ne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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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封 装 类 型

封 装 类 型

Apple PKTAP

Linux cooded-mode capture

BACnet MS/TP

Linux vsock

Bluetooth BR/EDR Baseband RF

LoRaTap

Bluetooth H4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Bluetooth Low Energy Link Layer

Localtalk

Bluetooth Low Energy Link Layer RF

MUX27010

Cisco HDLC

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

Cisco IOS internal

NFLOG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2.0B

Nordic BLE Sniffer

D-Bus

OpenBSD PF Firewall logs

DOCSIS with Execntis XRA pseudo-header

OpenBSD enc(4) encapsulating interface

DVB-CI (Comon Interface)

OpenBSD loopback

Data Over Cable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PPP

DisplayPort AUX channel with Unigraf pseudo-header

PPP-over-Ethernet session

Elektrobit High Speed Capture and Reply

Per-Packet Information header

Ethernet

RFC 1483 ATM

Ethernet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RFC 2625 IP-over-Fibre Channel

FDDI

RTAC serial-Line

FDDI with bit-swapped MAC address

Raw IP

FDDI with nettl headers

Raw IPv4

Fibre Channel FC-2

Raw IPv6

Fibre Channel FC-2 With Frame Delimiter

Redback SmartEdge

FlexRay

SCTP

Frame Relay

SDLC

Frame Relay with Directional Info

SLIP

GCOM Serial

SS7 MTP2

GCOM TIE1

SS7 MTP3

GPRS LLC

SS7 SCCP

HiPath HDLC

STANAG 5066 Data Transfer Sublayer PDUs
（D_PUD）

Hilscher netANALYZER

SocketCAN

Hilscher netANALYZER-Transparent

Solaris IPNET

IEEE 802.11 Wireless LAN

Symantec Enterprise Firewall

IEEE 802.11 Wireless LAN with radio information

Tazmen sniffer protocol

IEEE 802.11 plus AVS radio header

Token Ring

IEEE 802.11 plus Prism II monitor mode radio header

USB packets with Darwin (macOS,etc.)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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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封 装 类 型

封 装 类 型

IEEE 802.11plus radiotap radio header

USB packets with FreeBSD header

IEEE 802.15.4 Wireless PAN

USB packets with Linux header

IEEE 802.15.4 Wireless PAN non-ASK PHY

USB packets with Linux header and padding

IEEE 802.15.4 Wireless PAN with FCS not present

USB packets with USBPcap header

IEEE 802.15.4 Wireless with TAP pseudo-header

USER 0

IEEE 802.16 MAC Common Part Sublayer

USER 1

IEEE 802.3br mPackets

USER 10

IP over IB

USER 11

ISO/IEC 13818-1 MPEG2-TS

USER 12

ITU-T G.7041/Y.1303 Generic Framing Procedure
Frame-mapped mode

USER 13

ITU-T G.7041/Y.1303 Generic Framing Procedure
Tramsparent mode

USER 14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Bus

USER 15

Juniper ATM1

USER 2

Juniper ATM2

USER 3

Juniper C-HDLC

USER 4

Juniper Ethernet

USER 5

Juniper Fram-Relay

USER 6

Juniper GGSN

USER 7

Juniper NLFR

USER 8

Juniper MLPPP

USER 9

Juniper PPP

Vector Packet Processing graph dispatch trace

Juniper PPPoE

Wireshark Upper PDU export

Juniper Secure Tunnel Information

X2E Xoraya

Juniper Services

X2E serial Line capture

Juniper VN

Xerox 3MB Ethernet

Juniper Voice PIC

【实例 3-8】从 Hex 转储文件 test.txt 中导入数据到 Wireshark。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本例中转储文件 test.txt 中的输入如下：
000000
000008
000010
000018
000020
000028
000030

00
5a
03
ee
03
16
01

e0
a0
68
33
80
a2
01

1e
b9
00
0f
94
0a
0f

a7
12
00
19
04
00
19

05
08
00
08
00
03
03

6f
00
00
7f
00
50
80

00
46
0a
0f
10
00
11

10
00
2e
19
01
0c
0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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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文件”|“从 Hex 转储导入”命令，打开“从 Hex 转储文
件导入”对话框。
（3）在该对话框中指定导入的 Hex 文件为 test.txt，并指定该文件的偏移量为十进制，
封装类型为 Ethernet，无虚头部，然后单击“导入”按钮，即可成功将该文件导入 Wireshark，
如图 3.34 所示。

图 3.34

导入的数据包

（4）从分组列表中可以看到，成功从转储文件 test.txt 中导入了一个数据包。

3.3

快 速 分 析

当用户成功打开一个捕获文件后，即可对该捕获文件中的数据包进行分析。本节将介
绍对数据包进行快速分析，以获取关联的地址、协议构成和数据包长度等相关内容。

3.3.1

关联地址

这里的关联地址是指网络在一些信息上的对应关系，如 IP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端口
对应的服务名；MAC 地址对应的生产厂商等。Wireshark 提供了一个功能，可以快速分析
捕获文件中的关联地址信息。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已解析的地址”命令，打
开“解析后的地址”对话框，如图 3.35 所示。
在“解析后的地址”对话框中显示了所有解析后的关联地址信息。由于该图片较大，
因此无法截取到所有内容。在该对话框中可以看到解析的主机条目和服务条目。其中，解
析后的主机条目有 26 个，如 IP 地址 61.135.169.121 对应的主机名为 www.a.shi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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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04.20.35 对应的主机名为 opencdnglobal.jomodns.com；解析后的服务条目有 6073 个，
如 eapsp 对应 TCP/UDP 端口 2291，apani5 对应 TCP/UDP 端口 9164；解析后的以太网地
址簿有 146 个条目，如 01:11:1e:00:00:01 对应的设备类型为 EPLv2_SoC；解析后的以太网
制造商共 26436 个条目，如 34:0a:22 对应的厂商为 Top-Access Electronics Co Ltd，00:08:f3
对应的生产厂商为 Wany。

图 3.35 “解析后的地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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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协议构成

协议构成显示了捕获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协议。通过分析协议构成，可以知道是否有自
己预期的协议。另外，用户还可以通过分析协议构成，判断出捕获到哪些程序包。一些程
序使用固定的协议在传输数据，例如，腾讯 QQ 使用的协议为 OICQ，FTP 服务器使用的
协议为 FTP，邮件服务器服务使用 SMTP 协议等。因此，用户可以根据这些特定协议，推
测出目标主机运行的程序。
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协议分级”命令，打开“协议分级统计”对话框，
如图 3.36 所示。

图 3.36 “协议分级统计”对话框

从“协议分级统计”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共包括 9 列，分别为协议、按分组百分比、分
组、按字节百分比、字节、比特/秒、“结束 分组”、“结束 字节”和“结束 位/秒”。
每列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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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数据包所归属的协议名称。
按分组百分比：抓包文件中所含数据包个数在每一种协议类型中的占比情况。
分组：每一种协议类型数据包的个数。
按字节百分比：抓包文件中所含数据包字节数在每一种协议类型中的占比情况。
字节：每一种协议类型数据包的字节数。
比特/秒：某种协议类型的数据包在抓包时段内的传输速率。
结束 分组：隶属于该协议类型的数据包的纯粹数量。例如，TCP 纯粹指的是 TCP
头部，之后没有高层协议头部，如 HTTP 头等。
结束 字节：隶属于该协议类型的数据包的纯粹字节数。
结束 位/秒：隶属于该协议类型的数据包在抓包时段内的纯粹传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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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了解“协议分级统计”对话框中每列的含义后，即可对捕获文件中的协议进行
分析。在图 3.36 中，当前捕获文件中的协议有 Frame（帧）、Ethernet（以太网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IPv4 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 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 协议）、Data（数据）和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ARP 协议）。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在 UDP 协议中包括有 Simple 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SSDP 协议）
和 OICQ-IM software,popular in China（OICQ 协议）。由此可以说明，捕获的目标主机中
运行了腾讯 QQ。从“按分组百分比”列可以看到，Frame 和 Ethernet 协议的数据包最多，
占百分之百。由此可以说明，所有数据包中都包括 Frame 和 Ethernet 协议。从“分组”列
可以看到，这两种协议总共的包数为 1167，即捕获文件中共有 1167 个分组。

3.3.3

数据包长度

在网络中每个传输的数据包大小都不同。在 Wireshark 中，用户可以快速分析数据包
长度，以了解哪些包比较大。其中，长度最大的数据包中，则可能传输了比较重要的数据。
所以，通过分析数据包长度，可知哪些包中传输了数据，哪些是空包。
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分组长度”命令，将打开分组长度对话框，如图 3.37
所示。

图 3.37

分组长度对话框

在分组长度对话框中共包括 9 列信息，分别是 Topic/Item（标题/项目）、Count（分
组数）、Average（平均分组数）、Min val（最小分组长度）、Max val（最大分组长度）、
Rate(ms)（速率）、Percent（分组数所占百分比）、Burst rate（突发速率）和 Burst start
（突发启动时间）。每列的含义如下：


Topic/Item：显示所有的包长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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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显示该包长度范围对应的分组数。
 Average：显示该范围内包长度平均值。
 Min val：显示该范围内包长度最小值。
 Max val：显示该范围内包长度最大值。
 Rate(ms)：显示该长度范围内数据包传输速率。
 Percent：显示该长度范围内数据包所占百分比。
 Burst rate：显示该长度范围内每毫秒发送的最大数据包数。
 Burst start：显示该长度范围发送最大数据包的时间。
通过对该捕获文件中的数据包长度进行分析可知，在 40～97 长度范围内的包最多，


共包括 475 个分组。最小的数据包长度为 42，最大的数据包长度为 1506。

3.3.4

数据流量

在 Wireshark 中，用户通过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I/O 图表”命令，即可快
速分析数据流量，以找出哪个时间段发送的数据流量较大。通过设置不同的显示过滤器，
可以构建不同的图表，以了解数据流量情况。当用户需要排查网络延迟问题时，使用这种
方式非常有用。
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I/O 图表”命令，打开“IO 图表”对话框，如图 3.38
所示。

图 3.38 “IO 图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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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图表”对话框中共包括 3 部分：第 1 部分以图表形式显示了数量流量情况；第 2
部分用来设置分组的显示方式；第 3 部分可以设置添加、删除图表及修改时间间隔等。在
第 1 部分，默认 X 轴为时间，时间间隔是 1 秒，Y 轴为每一时间间隔的报文数。第 2 部分
共包括 8 列，分别为 Enabled（启用）、Graph Name（图表名称）、Display Filter（显示过
滤器）、Color（颜色）、Style（样式）、Y Axis（Y 轴）、Y Field（Y 轴字段）和 SMA Period
（平滑速率）。每列的具体含义如下：
Enabled：是否显示该图表。默认所有图表都将显示。如果用户不希望显示某图表，
则去掉复选框中的对勾即可。
 Graph Name：指定创建的图表名称。
 Display Filter：使用显示过滤器匹配图表中的数据包。关于 Wireshark 中的显示过滤
器将在后面章节中介绍。
 Color：显示图表的颜色。
 Style：
显示图表的样式。其中，在下拉列表中可以设置的样式有 Line（线）、Impulse
（脉冲）、Bar（条形）、Stacked Bar（分段条形）、Dot（点）、Square（正方形）
和 Diamond（菱形）。
 Y Axis：设置 Y 轴速率单位。其中，在下拉列表中可以设置的单位如表 3.3 所示。
 Y Field：用于设置一个字段。
 SMA Period：指定数据包的平滑速率，默认为 None（无）。其中，在下拉列表中
可以设置的速率有 10 interval SMA、20 interval SMA、50 interval SMA、100 interval
SMA、200 interval SMA、500 interval SMA 和 1000 interval SMA。


表 3.3

Y轴速率单位

值

含

义

Packets

每秒传输的数据包数

Bytes

每秒传输的数据包字节数

Bits

每秒传输的数据包位数

SUM(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实际传输IP数据包的总字
节数并生成图像

COUNT FRAMES(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匹配发生该条件的次数并
生成图像

COUNT FIELDS(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数据包中该字段出现的次
数并生成图像

MAX(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数据包中相关参数的最高
值并生成图像

MIN(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数据包相关参数的最低值
并生成图像

AVG(Y Field)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相关参数的平均值并生成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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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值
LOAD(Y Field)

含

义

在Y Field中输入条件，统计每个计时单位内，生成与响应时间有关的
图形

这里默认显示了两个图形，其名称分别为“所有分组”和“TCP 错误”，样式类型为
Line 和 Bar。对应分析一些特定数据包，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显示过滤器构建不同的图形。
在第 3 部分，单击添加按钮 、删除按钮 、复制按钮 ，或清除所有图形按钮 ，即可
添加新图形、删除图形、复制图形或清除所有图形。用户还可以通过选择“拖拽”“缩放”
单选按钮，设置鼠标移动图形的方式为拖拽或缩放。用户还可以设置 X 轴时间间隔、一天
时钟或使用对数刻度显示数据。其中，默认时间间隔为 1 秒。单击下拉列表即可设置为 1
毫秒、10 毫秒、100 毫秒、10 秒、1 分钟和 10 分钟。勾选“一天时钟”复选框，将会在
X 轴中按一天当中的具体时刻来显示。勾选“对数刻度”复选框，将以对数刻度方式显示
图形数据。在图形中对于一些较小的数值可能显示不是很明显，此时可以使用“对数刻度”
来显示图形数据。单击添加按钮 ，将会在第 2 部分添加新的图形信息，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添加图形

从图 3.39 所示的对话框中可以看到，默认添加了一个名称为“所有分组”的图形。
通过双击文本框即可修改图形信息。另外，还需要勾选 Enabled 列的复选框才可以在图表
中显示该图形。如果想要删除或复制某图形，则选择该图形信息并单击删除按钮 或复制
按钮 ，即可删除或复制其图形。如果想要清除图表中的所有图形，则单击清除所有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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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即可。

提示：当清除所有图形后，重新打开 IO 图表仍然会显示默认的两个图形。
【实例 3-9】使用 I/O 图表快速分析，捕获文件中主机（192.168.1.4）发送和接收 TCP
数据包的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分析的捕获文件，并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I/O 图表”命令，打开
“IO 图表”对话框，如图 3.40 所示。

图 3.40 “IO 图表”对话框

（2）从“IO 图表”对话框中可以看到默认显示的图表情况。可以看到，在 33 秒数据
包达到最高峰值；在 40～160 秒之间，传输的数据流量最大；在开始的前 30 秒内，传输
的数据流量较小。这里将添加两个图形，分别用来显示主机 192.168.1.4 发送和接收的数
据包。单击添加按钮 ，添加一个用来显示主机 192.168.1.4 发送数据包的图形。其中，设
置该图形名称为“TCP 源”，显示过滤器为“ip.src==192.168.1.4”，颜色为“红色”，样
式为 Stacked Bar，Y 轴单元为 Bytes，Y Field 为 tcp.len，SMA Period 为 None，如图 3.41
所示。
（3）以上添加的图形表示显示主机 192.168.1.4 发送的数据包。接下来，使用同样的
方式再添加一个图形，用来表示主机 192.168.1.4 接收的数据包。其中，接收数据包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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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结果如图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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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发送数据包图形

图 3.42

接收数据包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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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用来显示主机发送和接收数据包的图形就创建好了。默认这两个图形还没有
显示在图表中，因此勾选这两个图形 Enabled 列的复选框。为了不受其他图形对数据分析
的影响，取消默认的“所有分组”和“TCP 错误”图形在图表中的显示，即去掉 Enabled
列的复选框，效果如图 3.43 所示。

图 3.43

新图形显示效果

（5）在图表中，绿色为发送到客户端的数据量；红色表示接收客户端的数据量。
从图 3.43 中可以看到，主机接收的数据量（ip.dst==192.168.1.4 过滤条件）比发送的数据
量高。这是由于客户端在访问服务器时，客户端只向服务器发送了请求文件，并且在收到
数据后发送确认数据，但是服务器需要发送大文件，所以接收的数据量就大。

提示：在绘制图形时，需要注意图形的顺序。因为后面添加的图形将会显示在前面，如
果前面的图形数据较低，则可能会覆盖前面图形的数据。

3.3.5

发包统计

在 Wireshark 中，还可以快速分析每个主机的发包数。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
|IPv4 Statistics|All Addresses 命令，查看发包统计数，以找出某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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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栏中依次选择“统计”|IPv4 Statistics|All Addresses 命令，打开所有地址对话框，
如图 3.44 所示。

图 3.44

所有地址对话框

在“所在地址”对话框中共包括 9 列，分别是 Topic/Item（标题/项目）、Count（分
组数）、Average（平均分组数）、Min val（最小值）、Max val（最大值）、Rate(ms)（速
率）、Percent（分组数所占百分比）、Burst rate（突发速率）和 Burst start（突发启动时
间）。每列的含义如下：
Topic/Item：显示了捕获文件中所有的主机地址，如 61.240.155.208、61.135.169.125
和 61.135.169.121 等。
 Count：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数。
 Average：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平均值。
 Min val：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最小值。
 Max val：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最大值。
 Rate(ms)：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速率。
 Percent：显示每个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所占百分比。
 Burst rate：显示每个主机每毫秒发送的突发数据包数。
 Burst start：显示每个主机突发数据包的启动时间。
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即可获取到每个主机的发包统计信息。例如，主机地址


61.135.169.125 总共发送的包数为 54；发包速率为每毫秒 0.0023；发包数占总包数的百分
比为 4.68%；突发包速率为 0.1700；图发数据包时间为 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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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地址对话框中，默认是按照所有 IP 地址显示的统计信息。为了方便用户进行
分析，通过单击相应的标题列即可按照相应的列进行排序。例如，用户想要快速找出发送
数据包最多的主机，则可以按照分组列进行排序，此时单击两下 Count 列，即可按照分组
数列进行排序，如图 3.45 所示。

图 3.45

按照分组进行排序

从图 3.45 所示的 Count 列可以看到，成功按照分组数进行了排序。从显示的结果可以
看到，主机 192.168.1.3 发送的数据包最多，共 1153 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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