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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reshark 

1.1 Wireshark 介绍 

Wireshark 是一个网络封包分析软件。网络封包分析软件的功能是截取网络

封包，并尽可能显示出最为详细的网络封包资料。 

WireShark 主要分为这几个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wireshark 数据包 

 

1）Display Filter(显示过滤器)：用于过滤。 

2）Packet List Pane(封包列表)：显示捕获到的封包， 有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端口号。 

3）Packet Details Pane(封包详细信息)：显示封包中的字段。  

4）Dissector Pane(16 进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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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 wireshark 的 IP 和 TCP 协议分析 

基于 wireshark 的 IP 和 TCP 协议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 2 协议分析 

 

Frame: 物理层的数据帧概况。  

Ethernet II: 数据链路层以太网帧头部信息。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互联网层 IP 包头部信息。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层的数据段头部信息。 

TC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应用层的信息，此处是 HTTP 协议。  

 

1) 如图 3 所示，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协议各字段的含义。 

 

图 3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字段 

 

2) 如图 4 和图 5，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各字段含义： TCP 三次握

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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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CP 三次握手 

 

 

 

 

 

 

 

 

 

 

 

图 5 TCP 数据包 

 

第一次握手：客户端发送一个 TCP，标志位为 SYN，序列号为 0， 代表客

户端请求建立连接，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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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TCP 第一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如图 7，服务器发回确认包, 标志位为 SYN,ACK。将确认序

号(Acknowledgement Number)设置为客户的 ISN 加 1。即 0+1=1。 

 

图 7 TCP 第二次握手 

 

第三次握手：如图 8 ，客户端再次发送确认包(ACK) SYN 标志位为 0，ACK

标志位为 1。并且把服务器发来 ACK 的序号字段+1，放在确定字段中发送给对

方.并且在数据段放写 ISN 的+1。 

 

 

 

 

 

 

 

 

 

 

 

 

 

图 8 TCP 第三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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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ireshark 常用过滤命令 

1.3.1 IP 过滤 

包括来源 IP 或者目标 IP 等于某个 IP ，如图 9。 

ip.src addr== 117.27.245.62 or ip.src addr eq 117.27.245.62  #显示来源 IP 

ip.dst addr==192.168.1.107or ip.dst addr eq 192.168.1.107  #显示目标 IP 

 

图 9 IP 过滤 

1.3.2 端口过滤 

tcp.port eq 80 or tcp.port == 80  #不管 80 端口是来源的还是目标的都过滤出

来，如图 10。 

 

图 10 端口过滤（一） 

tcp.port == 80 or tcp.port eq 63118  #满足两种不同端口之一都显示，如图 11。 

 

图 11 端口过滤（二） 

tcp.dstport == 80 /tcp.srcport == 80  #只显 tcp 的目标端口 80/只显 tcp 的来源

端口 80，如图 12。 

 

如图 12 端口过滤（三） 

tcp.port eq 80 or udp.port ==8000  #TCP 端口为 80 或 udp 端口为 8000 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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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图 13。 

 

图 13 端口过滤（四） 

tcp.dstport >=63094 and tcp.dstport<= 63100  #过滤端口范围，如图 14。 

 

图 14 端口过滤（五） 

1.3.3 协议过滤 

可过滤的协议有 tcp udp arp icmp http smtp ftp dns msnms ip ssl rtmpt 等。 

过滤 RTMP，如图 15。 

 

图 15 过滤 rtmp 

其他协议过滤方式类似，如排除 ssl 包，可以使用“!ssl” 或者“not ssl”。 

1.3.4 针对长度和内容的过滤 

1. 长度的过滤 

长度指定的是数据段的长度。 

如图 16，表达式为：udp.length < 30 http.content_length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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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长度过滤 

注：1） 这里的长度是指 udp本身固定长度 8加上 udp下面那块数据包之和； 

2） tcp.lenth >= 7 指的是 ip 数据包(tcp 下面那块数据)，不包括 tcp 本身； 

3） ip.lenth == 94 除了以太网头固定长度 14，其它都算是 ip.len，即从 ip

本身到最后 frame.len == 119，而整个数据包长度从 eth 开始到最后 frame.len。 

2. 数据包内容的过滤 

基本所有协议后面都可以加上 contains 进行过滤。 

如图 17，表达式为：http contains www.chinanetcenter.com  #匹配 http 协议

中有 www.chinanetcenter.com 字段。 

 

 

 

 

 

 

图 17 数据包过滤（一） 

如图 18，表达式为：http.request.uri matches "www.chinanetcenter.com"  #匹

配到请求 URI 中含有 www.chinanetcenter.com 字段的信息。 

 

图 18 数据包过滤（二） 

如图 19，表达式为：http contains “GET”/ http contains “User-Agent: ”/ http 

contains“HTTP/1.1 200 OK”&& http contains “Content-Type: ”    #http 协议中包

含 GET、UA 、协议版本、响应码等。 

http://www.chinanet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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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数据包过滤（三） 

1.3.5 常见运算符列表 

如图 20，是 6 种比较运算符和 4 种逻辑运算符。 

 

图 20 常见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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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atch 

2.1 httpwatch 简介 

HttpWatch 是强大的网页数据分析工具，集成在 Internet Explorer 工具栏。包

括网页摘要、Cookies 管理、缓存管理、消息头发送/接受、字符查询、POST 数

据和目录管理功能、报告输出。HttpWatch 是一款能够收集并显示深层信息的软

件。它不用代理服务器或一些复杂的网络监控工具，就能够在显示网页同时显示

网页请求和回应的日志信息，甚至可以显示浏览器缓存和 IE 之间的交换信息，

集成在 Internet Explorer 工具栏。 

2.2 httpwatch 的下载安装 

软件下载链接可参考：http://www.httpwatch.com/download/。 

2.3 httpwatch 的开启方式 

步骤：如图 21，开启 IE 浏览器工具httpwatch。 

 

图 21 httpwatch 开启 

2.4 httpwatch 抓包过程 

步骤：如图 22，开始点击 Record访问需要抓包的网页点击 Stop完

成。 

 

图 22 httpwatch 抓包 

http://www.httpwatch.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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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ttpwatch 数据包查看 

2.5.1 查看请求头 

如图 23，点击 stream 或者 Headers（左匡是请求头信息），都可以查看对应

请求头信息。 

 

图 23 请求头 

2.5.2 查看响应头 

如图 24，点击 stream 或者 Headers（右匡是响应头信息），都可以查看对应

响应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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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响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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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bwatch 

3.1 webwatch 介绍 

WebWatch 是基调提供的一款工具。通过嵌入 IE 或 Firefox 浏览器对网络通

讯的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WebWatch 能展现 Web 页面的加载过程，查看 HTTP

网络层信息和 DOM 信息，模拟事务流程执行过程，评测流媒体的播放效果。 

3.2 webwatch 监测 

WebWatch 支持 3 种类型的监测：页面监测、事务流程监测和流媒体监测。 

主界面如图 25 所示，大多数普通监测情况下无需更改任何高级选项，直接

点击“开始监测”按钮即可。 

 

图 25 webwatch 界面 

在监测设置中，可以设定超时时间、页面重定向次数、额外等待时间；可以

配置监测前自动清除 Cookie 和缓存；当机器安装了 Chrome/ Firefox 时，用户还

可以选择 Chrome/ Firefox 内核进行测试，如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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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监测设置 

3.3 webwatch 监测分析 

监测结束后，我们可以结束后，我们可以在汇总信息、瀑布图、渲染过程、 

诊断信息、诊断信息、PageSpeed、页面结果中看到统计分析统计的结果，如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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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监测分析 

3.3.1 汇总信息 

汇总信息展示了全页面的关键参数，如总时间、首屏时间、页面对象数等，

如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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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汇总信息 

3.3.2 瀑布图 

WebWatch 拥有比 HttpWatch 更强大的“瀑布图”，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HTTP 头、正文内容、时间图表，还能一目了然获得域名统计、建连统计、内容

类型统计，省去 HttpWatch 导出数据再用 Excel 分析的麻烦。 

如图 29，在“域名统计”中，左侧是各个域名对应的目标 IP、元素数量、

DNS 时间、建连时间、下载字节数等重要参数，右侧是一个饼图，直观地显示

各个域名元素数量占比： 

 

图 29 域名统计 

如图30，在“建连统计”中，可以看到所有TCP连接的统计信息，包含本机的

TCP端口号、连接中包含的HTTP请求数、发送及下载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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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建连统计 

如图31，在瀑布图的内容类型统计中，不同内容类型的比例、是否建议压缩

等信息都清晰展现，当某种元素类型被选中时，上方URL列表中对应类型的URL

会被高亮显示： 

 

图 31 内容类型统计 

3.3 PageSpeed 

PageSpeed可以用来分析Web页面结构的优化空间，点击“PageSpeed”标签

页内的“计算网页评分”，如图32。 

 

图 32 计算网页评分 

 

3.4 webwatch 进阶功能 

WebWatch还可以实现一些进阶的功能，如：仅允许的URL和排除的URL（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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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则）、自定义HTTP头（例如Range: bytes=0-200000）、自定义hosts（支持

CNAME），如图33： 

 

图 33 进阶功能 

如果要监控对移动端做过优化的网站，WebWatch可以模拟手机浏览器发起

访问，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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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模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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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机连接电脑 wifi 抓包 

4.1 电脑虚拟 wifi 共享设置 

工具：带无线网卡笔记本一台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即cmd。 

如图35，开始输入cmd等待出现cmd.exe 

 

图 35 cmd（一） 

在出现的cmd.exe 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图36，这个必须是管理员

身份。 

 

图 36 cmd（二） 

如图37，出现的cmd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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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cmd（三） 

将下面命令复制到cmd窗口后回车运行。-----中间是复制的命令 

-----------------------------------------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MyWifi8 key=12345678 

----------------------------------------- 

ssid是wifi的名称，key是密码，这里的密码至少要8位以上。 

MyWifi8 一会需要搜索信号的名称。 

12345678 链接的密码，这个需要记住，自己设置时设置复杂的。 

注意：粘贴到cmd窗口时右键粘贴 

成功界面如图38： 

 

图 38 cmd（四） 

如果没有wifi请重启计算机。打开网络链接观察虚拟Wifi。 

打开步骤，如图39-41： 

1) 在桌面的网络上面右键，打开网络共享中心； 

2) 点击左侧的更改适配器设置，打开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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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打开 wifi（一） 

 

图 40 打开 wifi（二） 

 

图 41 打开 wifi（三） 

 

下面开始连接Internet。 

如图41，在“网络连接”中，右键单击已经连接到Internet的网络连接，依

次选择“属性”→ “共享" → ”允许其他„„连接(N)" → “MyWiFi”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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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你点击“确定”之后，那个提供共享的网卡图标旁会出现“共享”的字样。 

提示： 

执行过程中出现错误请在命令提示框中运行： 

net start MpsSvc 或开启防火墙 

 图 42 连接 Internet 

如图43，在命令窗口中运行：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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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运行命令 

至此设置完成。找台笔记本或手机连接即可。 

注意: 

信号名称：MyWifi8 

密码为:12345678 

4.2 设置 host 文件 

注：若无需绑定节点可以略过此步骤。 

如图44，打开电脑的系统盘（一般默认为C盘）：C盘 Windows 

System32 drives  etc hosts文件。 

 

图 44 打开 hosts 文件 

如图45，配置host文件并保存，开启cmd命令，ping域名查看是否绑定成功。 

 
图 45 hosts 设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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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过 wireshark 抓包 

如图46，手机连接wifi后，开启wireshark，wireshark抓包方法参考第1章节。 

 

图 46 开启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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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ddler 代理移动端抓包 

5.1 设置 Fiddler 

网上下载Fiddler安装包： 

开启Fiddler的远程连接，Fiddler 主菜单 ToolsFiddler Option 

Connections页签，选中Allowremote computers to connect。开启8888端口提供给移

动端设备连接，如图47。 

 

 

图 47 开启 fiddler 

5.2 设置移动端 

移动端接入电脑释放的wifi，查看网关，如图48的192.168.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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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查看网关 

手动修改下该wifi的代理设置，服务器填网关地址192.168.191.1，端口填8888，

如图49。 

 
图 49 设置端口和网关 

5.3 添加 https 抓包 

如果需要抓https的包话，需要添加下列设置，如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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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https 抓包设置 

最后，启动移动端设备中的浏览器，访问要抓包域名的网页或客户端，在

fiddler中可以看到完成的请求和响应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