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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ent CyberFlood

對以應用程序為中心的現代網絡設備和解
決方案進行簡單、準確的測試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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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能、可擴展性和安全
性進行現實檢查

現代應用程序和內容感知基礎設施帶來了無數

好處。 SD-WAN、SASE 等網絡架構可以顯著

提高性能、網絡可用性和安全性，同時簡化整

個環境中的策略管理。

如果您有準確、可靠的測試和驗證，所有這些

功能都可以讓您的企業按需無縫擴展、保護邊

緣設備等等。然而，傳統的測試方法仍然不足。

DevOps、QA 和 IT 團隊仍在努力跟上測試的

步伐，因為應用程序和基礎設施排列的絕對數

量繼續呈螺旋式增長。

CyberFlood 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有效的解決方

案。

CyberFlood 允許用戶在任何現代應用程序設備

和解決方案上快速測試和驗證性能和可擴展性。

CyberFlood 可讓您使用最新的應用程序（持續

更新）對網絡設備進行壓力測試，並將性能和

可擴展性推向極限——這樣您就可以了解哪些

工作有效，哪些可以改進。 使用可選的許可安

全測試解決方案，您還可以驗證當今現代安全

設備和對策的安全功效。

使用真實流量獲得真實、準
確的結果

測試和執行應用程序策略

• 通過對數以萬計的流行應用場景以及下一代

Web 協議（如 HTTP/3）進行測試，驗證應用

檢測引擎和策略的準確性。

• 評估安全策略對應用程序性能和可用性的影響。

• 重新創建應用流量的生產級混合併測試網絡應

用 QoS 策略的有效性。

基準性能和容量

• 通過模擬網絡上的數千（或數十萬）真實用戶，

對可擴展性和網絡容量進行基準測試。

• 運行“假設”場景並衡量架構、安全性和配置

更改對性能的影響。

• 通過測試應用程序流量的真實混合來驗證概念

驗證設計。

內置 NetSecOPEN 測試

利用網絡安全供應商、工具供應商、實驗室和

企業的綜合創新和專業知識，他們合作為現代

內容感知解決方案創建開放和透明的測試標準。

也可以

可選的高級安全測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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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和能力

•混合流量的吞吐量：使用預

配置的流量混合創建和運行

測試以實現高吞吐量

SSL/TLS 加密，或從包含數

万個應用場景的數據庫創建

您自己的混合以驗證負載下

的性能。

•應用程序識別：使用來自

TestCloud 的數萬個應用程

序創建大量最新的移動和雲

應用程序。TestCloud 庫不

斷更新並直接下載，確保您

擁有最流行和最相關的應用

程序來滿足您的測試需求。

•高級混合流量評估：使用用

戶操作列表創建自定義且高

度可配置的測試和評估，這

些用戶操作列表為 HTTP、

HTTP/2、HTTP/3、HTTPS、

SMTP、POP3、IMAP4、

FTP、DNS over TLS 和

HTTPS 和其他協議。

•大規模吞吐量：創建從

1Gbps 到多個 100Gbps 速

率運行的測試，以突破電信

級設備和網絡服務的界限。

• 自動尋找目標：以最少的用

戶交互確定設備的最大功能。

• VPN 評估：驗證 IPSec 和

SSL VPN 容量，包括隧道設

置、最大隧道和加密隧道上

的數據速率，用於遠程訪問

和站點到站點用例。

•項目：創建具有共同目標

的測試組，由多個團隊成

員處理，大大提高測試實

驗室的效率。

•流量重播：重播和縮放捕

獲的流量，從您自己的環

境中重新創建條件。 “按

原樣”重播大文件以保持

原始流量保真度或修改流

量。

•每秒大規模連接數：快速

創建測試以驗證設備或網

絡可以處理的加密和/或非

加密容量。

•可靠性測試：使用

TestCloud 應用程序負載

執行長時間浸泡測試，以

確保解決方案長時間以高

容量工作。

•全局 IP 選擇器：通過在地

圖上選擇全局區域，快速

選擇創建模擬流量的位置。

•自動化：使用 RESTful API 

使 CyberFlood UI 完全自

動化，允許為正在進行的

用例設置大量回歸測試台。

可用在多個平台上

• C1 設備—便攜式台式測

試(10G/1G)

• CF20 設備 — 獨立的

1/10/40/100G 測試

• C100-S3 設備 — 適用

於各種應用的高端性能

和容量

• C200 設備 — 用於運營

商級評估和無與倫比的

加密驗證能力

• CyberFlood Virtual —

基於軟件的應用程序和

安全測試框架，適用於

虛擬和雲環境，包括

ESXi、KVM、AWS、

Azure 和 Googl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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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Flood的優勢

超大規模性能

CyberFlood 是世界上性能最高的 HTTP 

連接速率測試儀，是當前行業標準的 2 

倍以上，讓您能夠將設備和網絡推向極

限。

• 從 1G 到 >100 Gbps 速率的有狀態

流量生成

• > 8.5M HTTP 連接/秒 — 業內最高

• 超逼真的應用程序仿真

• 每個設備超過 1.7 億個持續連接

• 汽車性能目標尋求測試

* 性能僅反映 C100-S3 能力； 其他平台選項

可用。

客觀的、供應商中立
的測試

當您使用 CyberFlood 進行測試和驗證時，您

正在利用符合所有相關行業標準和規範的測

試解決方案，包括：

• MEF

• 來自網絡通信市場各個領域的標準

– High-speed Ethernet

– IPSec

– SD-WAN

– SASE and Zero-Trust

極端寫實派

測試您的網絡、流量和真實情況。

CyberFlood 包括用於訪問數万個應用程序

的 Spirent TestCloud，因此您可以產生具

有真實有效負載的流量，以進行真實的安全

性、負載和功能測試。

• 使用來自 Spirent TestCloud 的最新

應用程序創建測試

• 捕獲並重放您的網絡應用程序流量以

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進行模型測試

• 為獨特的應用程序和協議創建自定義

測試

• 針對充當大規模用戶的目標系統和應

用程序進行測試

• 使用高強度密碼和證書在負載和比例

上測試高級 HTTPS 和 TLS 流量

• 使用網絡捕獲功能導入和重放複雜網

站交互和流量的記錄會話，以驗證性

能和綜合應用程序策略
極致敏捷

現在測試，而不是幾個月後。 無論您的經驗

水平如何，直觀的基於 Web 的 CyberFlood

UI 都可以輕鬆設計測試，因此您可以更高效

地加速測試和完成項目。

• 測試每個部署環境：SD-WAN、SASE、

IPSec等-從基本流量到多個100G速度

• 使用易於使用的測試方法快速入門

• 使用基於瀏覽器的直觀 UI 輕鬆自定義

測試

• 在面向團隊的環境中共享項目、測試

和結果，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您的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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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ENT CYBERFLOOD

選配的高級安全測試功能
通過Spirent CyberFlood安全測試（單獨許
可），您可以：

• 使用數以萬計的最新應用程序、攻擊和惡意軟件場景來測試您的安全設備

和解決方案，以驗證和分析網絡安全。

• 使用規避技術或加密攻擊添加真實的黑客行為，以推動安全解決方案進一

步強調其限制。

• 無需編寫腳本即可為獨特的協議、流量和應用程序快速創建自定義測試。

• 使用加密攻擊挑戰安全解決方案，並輕鬆添加規避技術以創建數以千計的

攻擊變體。

• 利用MITRE ATT&CK™ 框架將安全測試與生產漏洞、建模行業技術保持一

致。

• 利用智能修復工具縮短修復漏洞的時間。

• 驗證安全解決方案檢測和緩解數千種已知攻擊和零日攻擊的能力。

AboutSpirent

思博倫通信（倫敦證券交易所

股票代碼：SPT）是一家全球

領先企業，在測試、保障、分

析和安全方面擁有深厚的專業

知識和數十年的經驗，為開發

商、服務提供商和企業網絡提

供服務。我們幫助澄清日益複

雜的技術和業務挑戰。思博倫

的客戶已向他們的客戶承諾提

供卓越的性能。思博倫保證這

些承諾會兌現。

mailto:sales@terilo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