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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thwatch® 默认应用定义
本文档中的表格列出了 Stealthwatch Web应用中 “自定义应用 ”页面上定义的默认 Stealthwatch应用。本文档的目标受众包

括希望更清楚地了解 Stealthwatch监控的默认应用内容的用户。

在下表中，应用名称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唯一标识符 (UID)。

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3com AMP3 3com AMP3 (719) 在 TCP/UDP端口 629上向 IANA注册。

3com TSMUX 3com TSMUX (720) 在 TCP/UDP端口 106上向 IANA注册。

ACAP ACAP (722)

应用配置访问协议 (ACAP) 是一种用于存储

和同步通用配置与首选项数据的协议。它最

初的开发目的是让 IMAP客户端可以轻松访

问中央服务器上的地址簿、用户选项和其他

数据，并且在所有客户端上保持同步。

AccessBuilder AccessBuilder (724)

AccessBuilder( 访问构建器 ) 是一系列为移动

计算机用户和远程办公室工作人员提供对工

作组、部门和企业网络资源的完全访问的拨

入远程访问服务器。远程用户通过模拟或数

字连接拨入到 AccessBuilder 中，以获取直接

透明的以太网和令牌环 LAN 链路，如同其在

本地连接一样。AccessBuilder 产品支持范围

广泛的计算平台、网络操作系统和协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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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而适合各种网络环境。它们为广域客户端到

LAN 连接和对中心站点的远程 LAN 扩展提供

多协议桥接和路由。

ActiveX ActiveX (257)

ActiveX是一个由 Microsoft创建的软件框架，

它针对从网络下载的内容 ( 特别是在万维网

的环境中 ) 调整其早期的组件对象模型

(COM) 和对象链接与嵌入 (OLE) 技术。该框

架于 1996年推出，常用于其 Windows 操作系

统。

Adobe Connect Adobe Connect (265) 适用于网络会议、电子教学和网络研讨会的

网络会议平台。

Adobe EchoSign Adobe EchoSign (713)

EchoSign是一个基于 Web的电子签名和企业

内容管理系统，专门致力于处理文档管理和

验证生命周期。它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文档签

名、跟踪和归档。它支持通过邮件 ( 电子签

名 ) 或通过传真进行签名。

AFS AFS (573) 与 NFS类似的分布式网络文件系统，ID
源：Palo Alto网络、Packetshaper。

Alibaba( 阿里巴

巴 ) Alibaba( 阿里巴巴 ) (746) 适于小型企业的在线企业到企业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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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ALPES ALPES (731)

ALPES是一种在 TCP基础上构建的客户端 /
服务器协议。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在信息服务

器与其客户端之间传输配置文本文件并在其

之上执行程序来保护计算机网络的管理。

AMInet AMInet (733) AMInet协议用于 Alcorn McBride Inc.产品的通

信和控制。

Apple TV更新 Apple TV更新 (735) AppleTV更新是一种为 AppleTV操作系统及其

已安装的组件提供更新的服务。

身份验证

Active Directory (256) Kerberos (47) LDAP (43)
LDAP安全 (185) NTLM (763) 其他身份验证

(408) 其他 Directory Service (582) Palo Alto
(410) PowerBroker (411) RADIUS (72)
SiteMinder (413) TACACS (174)

访问控制技术。

Bitbucket Bitbucket-基本 (714) bitbucket-上传 (715)

Bitbucket是一种为其源代码存储库使用

Mercurial或 Git版本控制系统的项目的基于

Web的托管服务。此应用 ID 控制由 bitbucket
使用 https 协议执行的上传活动。要对

bitbucket实施策略，必须允许相应的存储库。

换句话说，如果 bitbucket与 GIT一起使用，则

必须允许 git-基本。或者，如果与 Mercurial一
起使用，则必须允许使用 mercurial-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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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Blackberry Blackberry (167)

BlackBerry 是一系列无线手持设备和服务。

BlackBerry 可以拍摄视频、拍照、播放音乐和

执行在线功能，例如 Web浏览和发送邮件。

它们还发送和接收推送邮件和即时消息，同

时通过设备上的消息加密保持较高的安全

性，旨在用作个人数字助理。

业务系统

360 Total Security (891) Acronis Snap Deploy
(543) AirBnB (867) Akamai云 (873) Altiris (544)
Amazon Chime (863) Amazon Drive (888) 防病

毒应用 (549) APC PowerChute (499) Apple地

理定位 (878) Apple地图 (877) Apple服务

(864) apt-get (545) Auth0 (880) AutoDesk (594)
Base CRM (595) Bitcoin (895) Cedexis (893)
Check Point CPMI (546) Cloudflare (876)
CommVault (547) Concur (500) Crashlytics
(889) CVS (501) Digicel TopUp (866) distcc
(502) Evernote (553) Facebook 云 (890) Fastly
(875) Fubon E-Broker (752) Git (503) Google广

告 (887) Google分析 (884) Google API (881)
Google日历 (883) Google地球 (862) Google
地图 (861) Hightail (868 ) Jira (504) KACE (548)
在线 LearningHub (886) Limelight云 ( 874)
Livelink (505) LivePerson (506) Lyft (871) 管理

(542) Mapbox (892) Microsoft服务 (865) 中间

业务系统应用帮助企业满足客户对快速且可

靠的服务交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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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件 (588) Mitake (749) Nagios (550) NetBotz
(551) Norton Security (764) Office 365 (741) 办
公程序 (552) 其他业务应用 (498) Perforce
(507) Rackspace云 (882) Reuters (508) SAP
(49) SharePoint (509) SOAP (510) 软件更新

(568) StackPath云 (885) 存储备份 (570)
Stratum Mining (897) Subversion (511)
Symantec (894) Synology (778) TomTom (869)
Tripadvisor (870) Trulia (872) Uber (758) Wish
(879) Zero (896) ZeroMQ (898)

Buzzsaw Buzzsaw (599)

Buzzsaw®是数据管理软件即服务 (SaaS)，有
助于启用建筑信息建模 (BIM) 工作流程。它

包含文档、建模和数据管理工具，并与

Autodesk 的设计和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产品组

合集成。可从桌面、网络或移动设备安全访

问 Buzzsaw。

Callidus Callidus (600) CallidusCloud是基于云的销售、营销和学习解

决方案。

Citrix Citrix (31)

Citrix Systems, Inc.是一家成立于 1989年的美

国跨国软件公司，提供服务器和桌面虚拟

化、网络、软件即服务 (SaaS) 以及云计算技

术，包括 Xen开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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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Clearcase Clearcase (136)

Rational ClearCase产品系列包含多个软件工

具，用于支持源代码和其他软件开发资产的

软件配置管理 (SCM)。它是由 IBM 的 Rational
Software部门开发。ClearCase是许多大中型

企业配置管理的基础，可以处理有数百或数

千个开发人员的项目。

Clearslide Clearslide (601)

现场讲解和屏幕共享。ClearSlide的现场讲解

允许您单击一下即可开始演示。可从中展示

演示文稿、高清视频、实时屏幕共享的自定

义链接。观看者通过在浏览器中键入观看者

的链接来加入。无需下载软件或插件即可查

看演示文稿。

云存储和计算

服务

iCloud (751) Google Drive (744) Amazon云

(769)

一种云存储应用或平台，可让客户构建和托

管应用和网站、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备份文

件、共享文件、打印照片等。

Cloud9 Cloud9 (726)
Cloud9在云中提供一个开源集成开发环境。

它支持 40多种语言。通过协作编码功能和

Web开发功能与同事协作。

协作

网络会议 (520) Foursquare (560) FriendFeed
(561) Google Docs (745) Google Hangouts (616)
GooglePlus (562) Hi5 (563) Join Me (521) Live

协作软件或群件是旨在帮助参与共同任务的

人实现目标的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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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Meeting (522) LotusLive (419) 其他协作应用

(584) Plaxo (565) SecureMeeting (523) Slack
(753) 社交商务应用 (558) 社交网络 (559)
Tumblr (576) Web发布 (571)

公司电子邮件

Exchange (63) IMAP (34) LotusNotes (218) 其
他电子邮件 (249) OutlookMobile (762) POP3
(35) SMTP (36)

电子邮件，最常称为邮件或电邮，是一种将

作者的数字消息与一个或多个接收者交换的

方法。

CRM 其他 CRM (493)

客户关系管理 (CRM) 是一种用于管理公司与

当前客户和未来客户的交互的模型。CRM 软

件可用于组织客户信息，并提供跟踪从获得

销售机会到销售结束的销售线索的方法。

D2D 数据传输 D2D 数据传输 (602) 磁盘到磁盘数据传输，例如备份操作。

数据库 其他数据库 (586) DB2 (586) 与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 相关的

应用。

解密客户端 解密客户端 (593) 解密客户端

DHCP DHCP (25)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是一种网络协议，

用于配置连接到网络的设备，以便这些设备

可以使用互联网协议 (IP) 在该网络上进行通

信。该协议在客户端 -服务器模型中实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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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中 DHCP客户端从 DHCP服务器请求配置数

据，例如，IP地址、默认路由和一个或多个

DNS服务器地址。

数字分布存储 Windows 应用商店 (755) Google Play (756) 数字分布存储是一个数字分布平台或服务，

可让用户浏览和下载应用。

DNS DNS (26) 多播 DNS (149)

域名系统 (DNS) 是一个用于计算机、服务或

连接到互联网或专用网络的任何资源的分层

分布式命名系统。它将各种信息与分配给每

个参与实体的域名相关联。最重要的是，它

将易于记忆的域名转换为在全球范围内定位

计算机服务和设备所需的数字 IP地址。域名

系统是互联网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

范围内提供基于关键字的分布式重定向服

务。

DNS( 未分类)
(183) 53 (udp) 使用通常与 DNS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Double Take
Availability Double Take Availability (603)

Vision Solutions 的 Double-Take®可用性：实时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具有用于物

理、虚拟或云服务器的选项。

Dropbox Dropbox (232) Dropbox 是 Dropbox 公司运营的一个文件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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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云存储、文件同步和客户端软件。

利用 Dropbox，用户可以在每台计算机上创建

特殊文件夹，然后 Dropbox 会同步此文件夹。

这样，无论使用哪台计算机查看此文件夹，

其都显示为同一文件夹( 具有相同的内容 ) 。
置于此文件夹中的文件也可通过网站和移动

电话应用进行访问。

eBay Zoho (529)
eBay.com 是一个在线拍卖和购物网站，供人

们和企业买卖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

务。

eFolder eFolder (716)

eFolder 备份是一种设计用于 VAR 和 MSP的

商业级云备份服务。该服务支持随时随地将

数据备份到 Windows、Mac 或 Linux 工作站、

笔记本电脑或服务器的 eFolder 存储云。通过

文件版本控制，eFolder 的加密云备份解决方

案可防止文件损坏和意外重复保存。eFolder
的云备份解决方案内置监控和报告功能。

exacqVision exacqVision (606)
视频管理系统 (VMS)：Exacq Technologies 是用

于视频监控的视频管理系统 (VMS) 软件和服

务器的制造商。

Facebook Facebook (196) Facebook 是一种在线社交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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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FCC Speed Test FCC Speed Test (607)

FCC 美国宽带检测项目的移动检测工作计划

从数千名志愿者的智能手机中收集匿名数

据，以评估全国的宽带性能。在手机上记录

与手机的无线电特性有关的数据、关于手机

类型和操作系统版本的信息、每次运行测试

时可从手机获得的 GPS坐标、观察的日期和

时间，以及主动测试的结果。

文件托管

123upload (774) 直接下载链接 (248) edisk
(773) easypaste-org (777) HiDrive (585) NW5
(590) rusfolder (775) 在线共享 (770) SunND
(592) ultrashare (771) WDC (591) 上传文件

(776) yunfile (772)

文件托管是一种专用于托管用户文件的互联

网托管服务。通过此服务，用户可以上传文

件。在同一用户也可能是其他用户提供密码

或其他身份验证之后，就可以使用不同的计

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联网设备，

通过互联网查看这些文件。

文件共享
droplr (605) Box (742) eyvx-com (899) 文件共

享 (577) onedrive (779) 文件共享应用。

filesanywhere filesanywhere (608) 在线文件共享、数据存储、备份服务。

Finch Finch (609)
网页重新格式化工具 Finch只提供可插入到

其地址框中的任何网站的文本，从布局中提

取 Flash、JavaScript、样式表，甚至图像。

Finger Finger (81) 名称 /手指协议是一个针对特定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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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网络站点处的特定人员提供状态报告的名

称和手指程序的接口。由于安全和隐私问

题，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站点不再提供此服

务。

FIX FIX (121)
财务信息交换 (FIX) 协议是一种 1992年发起

的电子通信协议，用于与证券交易和市场有

关的信息的国际实时交换。

Flickr Flickr (200)

Flickr 是一个图像托管和视频托管网站，是

Ludicorp在 2004年创建并在 2005年由雅虎收

购的 Web服务组套件。除了是供用户共享和

嵌入个人照片的热门网站和有效的在线社区

之外，此服务也被照片研究人员和博客使用

者广泛用于托管他们嵌入到博客和社交媒体

中的图像。

Freedome (610) Freedome (610) F-Secure Freedome：安全和隐私 更改您的虚

拟位置 防止广告和站点跟踪并阻止应用。

FTP FTP (28) TFTP (88) SFTP (117)
文件传输协议 (FTP) 是一种用于通过基于

TCP的网络 ( 如互联网 ) 将文件从一个主机传

输到另一个主机的标准网络协议。

FTP( 未分类) 20-21 使用通常与 FT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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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tcp)

赌博 其他赌博应用 (494) 与玩机遇游戏或希望赢钱的赌博的实践相关

的应用。

游戏

战地风云 (103) 皇室战争 (795) 毁灭战士 (98)
EA Games (766) Friendster (487) 战栗时空

(102) Halfbrick Studios (748) 战栗时空 (102) 阿
瓦隆之王 (794) 天堂 II (798) 我的世界 (802)
雷霆天下 (797) 现代战争 (765) MSN-Zone
(104) Nintendo Network (796) 其他游戏 (165)
PlayStation (96) QQ 游戏 (206) 雷神之锤 (97)
第二人生 (140) 模拟城市建造 (799) 星球大

战：银河英雄 (800) TeamSpeak (152) Unity
(801) Unreal (101) 魔兽世界 (95) Wii (107) 功夫

世界 (803) Xbox (94) Zynga (434)

通常与娱乐休闲和享受相关的活动。

GifBoom GifBoom (611)

GifBoom 是一种免费社交网络应用，允许用

户上传无声动画 GIF，并在 GifBoom 以及

Facebook、Twitter 和 Tumblr 上或通过邮件或

MMS分享上传的 GIF。

GitHub GitHub (612) GitHub-基本 (613) GitHub-上传

(614)

GitHub是一种基于 Web的 Git存储库托管服

务，它提供 Git的所有分布式版本控制和源代

码管理 (SCM) 功能，并增添了自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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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gent GoAgent (615)

GoAgent是一种 GNU GPL开源式跨平台网络

访问软件。它使用 Google App Engine服务器

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代理服务，以获取受阻止

的信息。它通常与网络浏览器一起使用。

Google课堂 Google课堂 (717)

Classroom 是与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教师

共同设计的，可帮助他们节省时间，保持课

堂教学有条不紊并改进与学生的交流。学生

可在线访问 Classroom 任务、通告和资源。任

务创建和分发通过 Google Drive( Google的文

件托管服务 ) 来完成，而 Gmail( Google的网页

邮件 ) 则用于提供课堂交流。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创建的每个班级会在学生可以提

交要由教师评分的工作的相应 Google产品中

创建单独的文件夹。

Gopher Gopher (135)

Gopher 协议是一种旨在通过互联网分发、搜

索和检索文档的 TCP/IP应用层协议。Gopher
协议采用着重面向菜单文档的设计，在早期

阶段提供对万维网的替代方案，但最终 HTTP
成为主要协议。Gopher 生态系统通常被视为

万维网的有效前身。

Hamicloud Hamicloud (617) 中国台湾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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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Level
Seven HL7 (105)

Health Level Seven International (HL7) 成立于

1987年，是一家非营利性、ANSI认证的标准

制定组织，致力于为电子健康信息的交换、

集成、共享和检索提供全面的框架和相关标

准，支持临床实践以及卫生服务的管理、交

付和评估。

HP-iLO HP-iLO (618)

Integrated Lights-Out或 iLO 是由 Hewlett-
Packard开发的专有嵌入式服务器管理技术，

可提供带外管理设施。物理连接是一个以太

网端口，可在 300及以上系列的大多数

Proliant服务器上找到。

HTTP HTTP (29)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是一种应用于分发、

协作、超媒体信息系统的应用协议。HTTP是

万维网的数据通信基础。

HTTP( 未分类)
(168) 80 (tcp) 使用通常与 HTT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HTTPS HTTPS (39)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是一种用于在

计算机网络上安全通信的通信协议，在互联

网上进行了极为广泛的部署。从技术上讲，

该协议本身不是一个协议；相反，它是在

SSL/TLS协议基础之上简单地层叠超文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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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协议 (HTTP)，从而将 SSL/TLS的安全功能

添加到标准 HTTP通信中的结果。

HTTPS( 未分类)
(171)

443
(tcp) 使用通常与 HTTPS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Huawei-dbank Huawei-dbank (619) 华为 Dbank 是一种用于在计算机之间存储和

同步文件的云服务应用。

HULFT HULFT (620)
HULFT是在通过网络彼此连接的平台之间执

行基于 TCP/IP协议的各种功能 ( 包括文件传

输 ) 的中间件。

Hulu Hulu (236)

Hulu是一个网站，是一种机顶盒设备 (OTT)
订用服务，通过 NBC、Fox、ABC、TBS和许多

其他网络公司和影视公司提供电视节目、电

影、网络视频短片和其他新媒体、预告片、剪

辑和幕后花絮影像记录的广告支持的按需流

视频。

IBM-RMC IBM-RMC (621)

RMC 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为所有过程内容

提供通用的管理结构和外观。在 RMC 中管理

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发布到 HTML并部署到

Web服务器，以进行分布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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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solidDB IBM-solidDB (622) BM solidDB：针对极限速度和可用性优化的内

存数据库。

ICMP ICMP (27) Echo (169)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 是互联网协议

套件的核心协议之一。联网计算机的操作系

统使用 ICMP发送错误消息，指示所请求的

服务不可用或者主机或路由器无法访问等。

IGMP IGMP (130)

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IGMP) 是一种通信协议，

供 IP网络上的主机和相邻路由器用于确立

组播组成员关系。IGMP是 IP组播的一个组

成部分。IGMP可用于一对多网络协议，如在

线流视频和游戏，并允许在为这些类型的应

用提供支持时更有效地利用资源。IGMP用于

IPv4网络。

Imgur Imgur (623/624) Imgur 是在线图像托管服务。

行业
AMQP (791) BACNET (793) CoAP (790) DNP3
(792) S7comm (789) 用于自动化和 IoT的软件。

Insightly CRM Insightly CRM (625) 适用于小型企业的基于云的客户关系管理

(CRM) 软件。

Instagram Instagram (743) 一种社交网络应用，允许用户将图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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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开或私密方式分享给预先批准的关注

者。

即时消息

AIM (62) APNS (810) cotap (734) Google Allo
(811) Google FCM (809) GoogleTalk (78) ICQ
(807) iCrypt (806) IMplus (260) iO (805) IRC (42)
IRC 安全 (186) Kakaotalk (580) Jabber (61)
LotusIM (217) Meebo (77) MSN Messenger (60)
其他即时消息 (184) Paltalk (139) QQ (204)
Signal (804) Snapchat (581) Spark (436) spark-
im-基本 (681) Tenor (808) Wire Messenger
(812) Xfire (438) Yahoo IM (73)

即时消息 (IM) 是一种在线聊天，其通过互联

网提供实时文本传输。

互联网实用程

序

Android Market (524) Apache Jserv (525) Atom
(526) 其他互联网实用程序 (527) DCC 反垃

圾邮件 (528) Folding@home (530) MobileMe
(531) traceroute (534) 网络爬虫 (536) Windows
推送 (537)

一般具有实用性 ( 即，实用、有用，功能、敏

感 ) 的应用。

Intersystems
Cache (626) Intersystems Cache (626) InterSystems Caché®是高级数据库管理系统

和快速应用开发环境。

内部网 内部网 (237)
内联网是一个计算机网络，使用互联网协议

技术在组织内部共享信息、操作系统或计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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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X IPX (129)

网际数据包交换 (IPX) 是 IPX/SPX协议栈中的

OSI模型网络层协议。Novell的 NetWare网络

操作系统支持 IPX/SPXM 协议栈。由于

Netware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广为流行，IPX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网

际协议。

爱奇艺 爱奇艺 (627) 爱奇艺是中国的在线视频平台。它是中国第

二大在线视频站点 ( 按视频播放时数 ) 。

ISO-8583 ISO-8583 (628)
ISO 8583金融交易卡发起的消息 - 交换消息

规范是用于交换由使用支付卡的持卡人进行

的电子交易的系统的 ISO 标准。

JDI在线备份存

储
JDI在线备份存储 (629) 在线备份解决方案。

Jenkins Jenkins (630)
Jenkins 为软件开发提供持续的集成服务。它

是在 servlet容器 ( 如 Apache Tomcat) 中运行的

基于服务器的系统。

求职 CareerBuilder.com (241) Monster.com (242) 招聘网站。

Jobvite Jobvite (631) 社交网络的招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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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SM Juniper NSM (632)
网络和安全管理器 (NSM) - 在 Juniper 路由、

交换和安全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内进行管

理。

Kerberos( 未分

类) (189)

88 (tcp)
88 (udp)
10000
( 空 )
100000
(zeh)
1000000
(zeh)

使用通常与 Kerberos 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可汗学院 可汗学院 (633)

可汗学院是一个提供在线教育的教育组织。

所有视频 ( 通过 YouTube托管 ) 可通过可汗学

院的网站获取，包括公立学校教师的进度跟

踪、实践练习和工具。可汗学院还提供一个

基于 Web的练习系统。该练习软件根据 MIT
许可证以开放源代码形式提供。

来往 (634/635) 来往 -基本 (634) 来往 -文件传输 (635) 阿里巴巴集团 - 来往，社交网络服务 - 即时消

息 - 文件共享。

Landesk landesk-基本 (636) landesk-清单 (637) LANDESK软件提供系统管理、安全管理、服

务管理、资产管理和流程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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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 未分类)
(183)

379
(tcp)
389
(tcp)
389
(udp)
636
(tcp)
636
(udp)

使用通常与 LDA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Lifesize Lifesize (638)

Lifesize是 Logitech的一个子公司，是美国的

一家视频和音频电信公司，提供高清视频会

议终端和配件、基础设施产品以及基于云的

视频协作平台。

LinkedIn LinkedIn (216) LinkedIn是一个供专业人士使用的社交网站。

实时 Live.com (225)

Windows Live个性化体验 ( 也称为

My.Live.com，以前称为 Live.com) 是一个

Microsoft在 2005年十一月初推出的可定制门

户网站。它是要推出的首批 Windows Live服

务之一。

Livenewschat Livenewschat (639) LiveNewsChat提供 Web界面以查看由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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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内容。LiveNewsChat
无法且不会筛选站点或其内容，然后再将其

包含在从中收集此类自动化搜索的结果中。

Localtunnel Localtunnel (640) 通过 Localtunnel，您可以向公共互联网显示

本地 Web服务器。

LSI Raid管理 LSI Raid管理 (641) LSI是 Avago Technologies 旗下公司 - 存储管

理软件。

Lync Lync (303) DHCP (25)
Lync 是一个 Microsoft的应用，可让您通过即

时消息 (IM)、视频呼叫和在线会议与其他人

建立连接。

医学影像 ACR-NEMA (729)

美国放射学院 (ACR) 和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A) 于 1983年组成联合委员会来制定标

准，从而：促进数字图像信息通信 ( 无论设备

制造商是谁 ) ；促进开发和扩展也可与医院信

息的其他系统进行接口通信的图像存档和通

信系统 (PACS)；允许创建可由各种地理位置

分散的设备查询的诊断信息数据库。

Meetup meetup-基本 (642) meetup-电子邮件 (643)
meetup-论坛 (644)

Meetup是促进离线小组会议的在线社交网络

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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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mendeley-基本 (645) mendeley-上传 (646)

Mendeley 是一个用于管理和共享研究报告，

发现研究数据及在线协作的桌面和 Web程

序。它将 Mendeley Desktop( 一种 PDF和参考

管理应用 ) 与 Mendeley Web( 一个面向研究人

员的在线社交网络 ) 结合在一起。

Mercurial mercurial-基本 (647) mercurial-上传 (648) Mercurial是免费的分布式源控制管理工具。

Mercurial是免费的分布式源控制管理工具。

Microsoft.com x Microsoft.com (649) Microsoft.com 是发布微软公司产品信息、支

持和新闻的主站点。

Minus Minus (649) 提供基于位置的照片共享和聊天的社交媒

体。

mobile
ActiveSync (166) BOLT (262) FunPlus (782)
iMessage (740) MMS (164) OperaMini (261)
WAP (163)

移动设备可以提供电话以及各种其他服务，

如文本消息、MMS、邮件、互联网访问、短距

离无线通信 ( 红外、蓝牙 ) 、业务应用、游戏以

及摄影。可提供这些服务以及更通用的计算

功能的移动电话被称为智能手机。

MS Exchange管

理中心
ms-exchange-管理中心 (650) Exchange管理中心 (EAC) 是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中基于 Web的管理控制台。

MS Hyper-V VM ms-hyper-v-vm-connect (650) 虚拟机连接是一种用于连接到虚拟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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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x
具，以便可以在虚拟机中安装访客操作系统

或与其交互。安装 Hyper-V角色时，将自动安

装 Virtual Machine Connection。

MS-RPC( 未分

类) (183)

135
(tcp)
1025
(tcp)
1026
(tcp)
135
(udp)

使用通常与 MS-RPC 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Mymarket Mymarket (652) mymarket.com 是一家电子采购解决方案提供

商。

MySpace MySpace (201) MySpace是一种着重强调音乐的社交网络服

务。

NetBIOS NetBIOS (48)

NetBIOS是网络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的缩写。

它提供与 OSI模型的会话层相关的服务，允

许单独计算机上的应用通过局域网进行通

信。严格来说，NetBIOS不是网络协议，而是

API。较旧的操作系统 [需要分类]分别使用

NetBIOS Frames (NBF) 和 NetBIOS over

© 2020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24-

Stealthwatch® 默认应用定义



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IPX/SPX (NBX) 协议在 IEEE 802.2和 IPX/SPX
上运行 NetBIOS。在现代网络中，NetBIOS通

常通过 NetBIOS over TCP/IP (NBT) 协议在

TCP/IP上运行。这导致网络中的每个组件都

有一个 IP地址和一个与主机名对应 ( 可能不

同 ) 的 NetBIOS名称。

NetBIOS( 未分

类) (186)

137-139
(tcp)
137-139
(udp)

使用通常与 NetBIOS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NetFlow/sFlow NetFlow/sFlow (91) 6343
(udp)

NetFlow 是一种由思科系统公司开发的用于

收集 IP流量信息的网络协议。NetFlow 已成

为流量监控的行业标准，在各平台上均受支

持。sFlow 是用于监控网络、无线和主机设备

的技术。sFlow 通过采样来实现可扩展性，因

此适用于高速网络 ( 千兆位 /秒速度以上 ) 。

NETS NETS (653) Northern European Transaction Services - Nets
是支付、卡和信息服务的北欧提供商。

网络管理 IPFIX (788) IPMI (787) OpenFlow (786) 允许管理员执行故障分析、性能管理、网络

部署、维护服务质量等服务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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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9pfs (721) ACAS (723) Apple Airport (512)
ARCserve (513) 主机访问 (587) 基础设施

(514) 互联网协议 (539) 非 IP (576) 其他协议

(583) PeerGuardian (517) Proxy (557) RPC
(518) UPnP (519)

网络软件促进将两个或更多台计算设备链接

在一起以用于共享数据的目的。

新闻
CNN (230) FoxNews (231) Google新闻 (229)
MSNBC(233) Yahoo新闻 (228) 通过互联网显示的当前事件的信息。

壹传媒视频 x 壹传媒视频 (653) 中国台湾新闻服务，新闻事件的电脑动画视

频。

NFS AFP (115) CIFS (194) Lockd (156) NFS (57)
SMB (116)

网络文件系统 (NFS) 是一种最初由 Sun
Microsystems 于 1984年开发的分布式文件系

统协议，允许客户端计算机上的用户以类似

于访问本地存储的方式通过网络访问文件。

与许多其他协议一样，NFS建立于开放网络

计算远程过程调用 (ONC RPC) 系统之上。网

络文件系统是 RFC 中定义的开放标准，允许

任何人实施该协议。

Nomadesk Nomadesk (655) Nomadesk 是一家致力于企业文件共享和同

步 (EFSS) 技术的欧洲 SaaS公司。

NTP 白天 (65) NTP (54) 时间服务器 (247) 网络时间协议 (NTP) 是一种网络协议，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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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包交换的可变时延数据网络，在计

算机系统之间实现时钟同步。

NTP( 未分类)
(185)

123
(udp) 使用通常与 NT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Office 365 Office 365 (741)

Office 365是 Microsoft提供的一系列订用服

务，是 Microsoft Office产品线的一部分。拥有

活动订用时，您将始终拥有最新版本的 Office
应用，例如 Word、Excel、PowerPoint和其他应

用。

在线存储 在线存储 (301) 安全的在线文件存储、文件同步、版本控制

和备份服务。

OpenMeetings OpenMeetings (656)

OpenMeetings 是用于演示、在线培训、网络会

议、协作式白板绘画和文档编辑以及用户桌

面共享的软件。该产品基于 OpenLaszlo RIA
框架和 Red5媒体服务器，后两者又相应地基

于大量开源组件。

OpenText
Enterprise
Connect

OpenText Enterprise Connect (657) OpenText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软
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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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kut Orkut (203)

Orkut是一个 Google拥有和运营的社交网站。

此服务旨在帮助用户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

友并维持现有关系。尽管 Orkut在美国不像

竞争对手 Facebook 和 Google+ 那样受欢迎，

但在印度和巴西，它却是访问最多的网站之

一。

P2P文件

ANtsP2P (768) Ares (108) AppleJuice (109)
BitTorrent (30) DirectConnect (50) eDonkey (32)
Filetopia (80) Gnutella (79) iMesh (131) Kazaa
(33) Kontiki (198) Local Peer Discovery (785)
Manolito (93) Mute (92) OFF (784) 其他 P2P文

件 (175) Pando (171) Soulseek (145) spark-im-
文件传输 (682) 迅雷 (161) Winny (162) WinMX
(125)

在对等 (P2P) 网络中向终端用户提供文件共

享服务的应用。

P2P流
其他 P2P流 (210) PPLive (113) PPStream
(138) QQLive (205) TVANTS (193)

在对等 (P2P) 网络中向终端用户提供流传输

多媒体内容的应用。

Palo Alto Traps Palo Alto Traps (727)

Palo Alto Networks® Traps 提供用于防止复杂

漏洞隐患和未知恶意软件驱动攻击的高级终

端防护。Traps 通过高度可扩展的轻量级代理

实现此目的，该代理使用创新性的新方法抵

御攻击，而无需事先知悉威胁本身。通过这

种方式，Traps 为组织提供强大的工具，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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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
协议

护端点免受几乎所有目标攻击的侵害。

PayPal PayPal (761)
PayPal运营全球在线支付系统，该系统支持

在线转账，是传统纸质方法 ( 如支票和邮政汇

票 ) 的电子替代方式。

照片视频 照片视频 (578) 相片视频应用。

Pinterest pinterest-基本 (658) pinterest-发布 (659) Pinterest是一家提供视觉发现、收集、共享和

存储工具的 Web和移动应用公司。

Plex Plex (660)
Plex 是一个集中式家庭媒体播放系统，具有

强大的中央服务器 ( Plex 媒体服务器 ) ，可以

将其媒体流传输到许多 Plex 播放器应用。

PPPoE PPOoE (124) 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PPPoE) 是一种用于在以

太网帧内封装 PPP帧的网络协议。

打印机 打印机 (81) 打印机是在物理介质 ( 例如纸或透明胶片 ) 上
生成电子文档的表示的外围设备。

ProxyLocal ProxyLocal (661)

ProxyLocal可能会代理您的本地 Web服务器

并使其在互联网上为公共所用。此软件拆分

为客户端和服务器部分。服务器部分在

proxylocal.com 服务器上运行。客户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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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编写并作为 Gem 进行分发，其源代码

为开放式并在 github上可用。

Quantum Edge
TMS Quantum Edge TMS (663) 基于云的物流软件。

QUIC QUIC (664)

QUIC( 快速 UDP互联网连接 ) (Google) 是一种

在 UDP而不是 TCP之上通过新的传输层安

全 (TLS) 风格运行流多路复用协议的早期网

络协议。

r-命令 r-命令 (211)

BSD r-命令 BSD r-命令 (211) 为 BSD UNIX开

发的一组命令，用于方便地远程访问 ( 不使用

密码访问 ) TCP/IP网络上的操作功能。所有 “r”
命令都以字母 “r”开头。

Rally Rally Sofware (598) Rally 基于云的敏捷软件管理平台。

Reddit reddit(760) reddit-基本 (665) reddit-发布 (666)
Reddit是一个注册的社区成员可以提交文本

帖子或直接链接等内容的娱乐、社交网络服

务和新闻网站。

远程桌面

Adobe (462) Apple (464) Avocent (465)
CitrixGoTo (251) DameWare Mini Remote (467)
Jump Desktop (469) LogMeIn (470) Netviewer

远程桌面是一种软件或操作系统功能，允许

个人计算机的桌面环境在一个系统 ( 通常为

PC，但该概念同样适用于服务器 ) 上远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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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其他远程桌面 (463) PcANYWHERE (85)
PocketCloud (473) qq-rdp (662) R-Services
(480) Radmin (474) RDM+ (475) RDP (70)
RemoteCall (476) RemoteView (477)
TeamViewer (243) Timbuktu (255) VNC (56)
XDMCP (126) XWindows (127)

行，同时在单独的客户端设备上显示。

RIPng RIPng (667)

RIP下一代 (RIPng) 是 IPv4版 RIP-2的扩展。

大多数 RIP概念在 RIPng中都适用。IPv6版

RIPng对 RIP进行了以下更改：l UDP端口

号：RIPng使用 UDP端口 521发送和接收路由

信息。

路由
BGP (46) RIP (69) EGP (114) EIGRP (120) ISIS
(485) LDP (300) OSPF (87) 其他路由 (484)

路由是一个在网络中选择沿其发送网络流量

的路径的过程。路由过程通常根据保存到各

种网络目标的路由的记录的路由表来确定转

发方向。

RPC CORBA (137) ONC RPC (192)

远程过程调用 (RPC) 是一种进程间通信，允

许计算机程序使子例程或过程在另一地址空

间 ( 通常在共享网络上的另一计算机上 ) 中执

行，而程序员不对此远程交互的详细信息进

行明确编码。即，无论子例程是执行程序的

本地程序还是远程程序，程序员编写的代码

本质上都相同。当所述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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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时，RPC 被称为远程调用或远程方法调

用。

RSVP RSVP (68)

资源预留协议 (RSVP) 是一种传输层协议，旨

在为综合服务互联网保留整个网络的资源。

RSVP可以由主机或路由器用于请求或传送

应用数据流或流量的特定级别的服务质量

(QoS)。RSVP定义应用如何预订，以及在不

需要时如何放弃预留的资源。

rsync rsync (572) 用于 Unix 系统的文件传输应用。

ID 源：Palo Alto网络、Packetshaper。
用于 Unix 系统的文件传输应用。ID 源：Palo
Alto网络、Packetshaper。

Salesforce Salesforce (219)
Salesforce是一个用于 CRM 营销和管理的信

息系统，有助于实现某些销售和销售队伍管

理功能自动化。

SaltStack SaltStack (668)
SaltStack 是一种基于 Python的开源配置管理

和远程执行应用。支持 “基础设施即代码 ”方
法以用于部署和云管理。

Samsung更新 Samsung更新 (669) Samsung设备的软件更新。

屏幕录制 屏幕录制 (670) TechSmith用于共享的媒体托管解决方案。

© 2020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32-

Stealthwatch® 默认应用定义



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ScreenConnect ScreenConnect (671)

ScreenConnect是一种具有远程支持、远程访

问和远程会议功能的自托管远程桌面软件应

用。ScreenConnect由 Elsinore Technologies 开

发。

SCTP SCTP (90)

流控制传输协议 (SCTP) 是一种传输层协议

( 协议号 132) ，其作用与传输控制协议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等流行协议相似。

流控制传输协议提供的一些服务功能与上述

两种协议提供的相同：它像 UDP一样面向消

息，并像 TCP一样通过拥塞控制确保消息可

靠且按序传输。

搜索

Baidu.com (227) Bing.com (222) Booking-com
(767) Google.com (224) Loop Trade Classifieds
(780) Wikipedia (754) Yahoo.com (223) Yahoo
图像 (238)

用于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的搜索引擎和网

站。

Silent Circle Silent Circle (672) Silent Circle是一家为移动设备、桌面和邮件

提供多平台安全通信服务的加密通信公司。

适用于 ILS的

SIP2 适用于 ILS的 SIP2 (673)

标准交换协议是一种库计算机系统与自助服

务传播终端之间通信的专有标准。协议的 2.0
版，称为 “SIP2”。适用于 ILS( 集成库系统 ) 的
SIP2，用于客户和访客无线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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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Skype (55)

Skype允许用户通过语音 ( 使用麦克风 ) 、视
频 ( 使用网络摄像头 ) 以及即时消息 ( 通过互

联网 ) 与对等方进行通信。与其他大多数

VoIP服务不同，Skype是混合点对点和客户

端 -服务器系统。

SMB( 未分类)
(184)

445
(tcp)
445
(udp)

使用通常与 SMB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SMS SMS (250)

短信服务 (SMS) 是一个电话、网络或移动通

信系统的文本消息服务组件，使用允许在固

定线路或移动电话设备之间交换短文本消息

的标准化通信协议。

SMTP( 未分类)
(172) 25 (tcp) 使用通常与 SMT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SNMP agentX (730) SNMP (40)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是一种 “用于管理

IP网络上的设备的互联网标准协议 ”。通常支

持 SNMP的设备包括路由器、交换机、服务

器、工作站、打印机、调制解调器机架等。它

主要用于网络管理系统，以监控网络连接设

备，获得需要管理人员注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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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未分类)
(183)

161
(tcp)
161
(udp)

使用通常与 SNM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SNMP陷阱 ( 未
分类) (182)

162
(tcp)
162
(udp)

使用通常与 SNMP-Tra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

应用。

社交

Azar (813) Badoo (819) Dubsmash (818) Easy
Taxi (820) Giphy (814) Grindr (822) Houseparty
(825) Imgur (815) Life Church (821) Meetic
Group (823) Sarahah (824) Shazam (817) Smule
(826) tinder (691) Waze (816)

允许用户创建和共享内容或参与社交网络的

网站和应用。

SOCKS SOCKS (172)
安全套接字 (SOCKS) 是一种互联网协议，通

过代理服务器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路由网

络数据包。

SolveQuotes SolveQuotes (675)

SolveQuotes 可解析传入消息、公司邮件和附

件，宣布资产有待出售或正在清算证券列

表。该程序提供有关竞购、优惠、价格谈判、

贸易、涉及面等等的即时更新，从而在购买、

销售或逐日结算证券时进行无可比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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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访问。SolveQuotes 可以部署在客户端，

以便专有信息绝不会离开公司的防火墙，并

且可以与专有系统和分析进行集成。

SOTI
MobiControle soti-mobicontrol (718)

SOTI MobiControl是用于增强企业移动性并实

现 BYOD 计划的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

案。MobiControl使组织能够集中管理、支持、

保护和跟踪企业和员工负责的移动设备，包

括各种设备类型、移动平台和设备位置。

SoundCloud soundcloud-基本 (676) soundcloud-上传 (677)

SoundCloud是一个允许用户协作、推广和分

发音频录音的在线音频分发平台。

SoundCloud是一个支持其用户上传、录制、

推广和共享其原创声音的在线音频分发平

台。通过 SoundCloud上传，用户可以利用独

特的 URL控制上传音乐的操作。

SourceForge sourceforge-基本 (678) sourceforge-文件传输

(679)

SourceForge是一个基于 Web的源代码存储

库。它充当一个软件开发者控制和管理免费

及开源软件开发的集中位置。SourceForge.net
提供文件管理器，以作为项目让其用户下载

文件的手段。除基于 Web的文件管理器外，

SourceForge还提供一种用于管理文件的交

互式外壳服务。Sourceforge文件传输捕获不

同的方法来操纵 /上传和下载通过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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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外壳服务可访问的文件和文件夹。

SPAMfighter SPAMfighter (680)

SPAMfighter 是一种 Outlook、Windows Mail、
Windows Live Mail、Outlook Express 和

Thunderbird邮件客户端的垃圾邮件过滤器。

它致力于保护 PC 上的所有邮件帐户免受网

络钓鱼、身份盗窃和其他邮件欺诈的攻击。

Speedtest Speedtest (683)

Speedtest是一种可供用户根据世界各地数百

台地理位置分散的服务器来测试其互联网连

接速度的应用。在每个测试结束时，该应用

将为用户呈现其下载 ( 从服务器到其计算机

的数据速度 ) 和上传 ( 将数据从用户计算机发

送到服务器的速度 ) 带宽速度。

Spotify Spotify (259) Spotify 是一种数字音乐服务，供您收听数百

万首歌。

SQL
Informix (415) MySQL (158) Oracle (160)
PostgreSQL (159) SQL Server (157) Sybase
(417)

SQL是一种旨在管理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 中保存的数据的专用编程语言。

SQL服务器 ( 未
分类) (181)

1433
(tcp)
1434

使用通常与 SQL Server 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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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Srvdir Srvdir (684)

Srvdir 可将任何文件夹公开为安全的 HTTP文

件服务器，用于提供此文件夹中的文件。用

户可以通过提供的公共 IP从任何位置共享、

下载或上传文件。Srvdir 可用于测试对

webhook 的静态响应。

SSDP SSDP (141)

简单服务发现协议 (SSDP) 是一种基于互联

网协议套件的网络协议，用于通告和发现网

络服务和存在状态信息。它在没有基于服务

器的配置机制 ( 例如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或域名系统 [DNS]) 的帮助下，并且在

没有网络主机的特殊静态配置的情况下做到

这一点。

SSH SSH (44)

安全外壳 (SSH) 是一种用于安全数据通信、

远程命令行登录、远程命令执行以及两台联

网计算机之间的其他安全网络服务的加密网

络协议。

SSH/SCP( 未分

类) (175) 22 (tcp) 使用通常与 SSH 和 SC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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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音频 /视频

(596)

ADNstream (556) Amazon (407) Amazon Prime
Video (842) Apple Music (757) AVI (180)
Channel One (846) CUSeeMe (199) DAZN (853)
Digicel Music (851) Digicel PlayGo (850) ESPN
(235) Flash (74) Flixster (486) Fox Sports (857)
HBO (441) HiNet (747) IcFlix (849) iFlix (847)
IPTV (155) iTunes (738) ITV (402) Ivi-Ru (845)
Justin.TV (443) KanKan (843) LeTV (860)
Limelight (444) Livestream (445) Macdome (859)
Megavideo (446) Metacafe (447) MPEG (86)
Napster (176) NetFlix (234) Nickelodeon Play
(854) OGG (170) 其他流 (208) Pandora (76)
Photobucket (449) PPFilm (848) Qik (450)
QuickTime (119) Real (75) Redbox (451)
Rhapsody (400) RTP (51) RTSP (52) Shoutcast
(168) Shutterfly (452) Silverlight (401) Simfy
(759) Sky Go (844) Slingbox (143) Sling TV (856)
Streambox (455) Streampix (456) StreamWorks
(191) Streaming Audio (596) TuneIn Radio (852)
Turner (858) TVUPlayer (147) vevo (700) Vimeo
(459) Vudu (460) WindowsMedia (148) Xing
Ustream (457) 优酷 (461) 优酷 -基本 (708) 优
酷土豆 (855) 优酷 -上传 (709)

由运营商传送时，由终端用户不断接收并呈

现给终端用户的多媒体内容。

Streetchat Streetchat (685) Streetchat( 以前称为 Gaggle) 是一种利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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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和照片消息进行通信的匿名 “本地留

言板 ”应用。它使用一个地理半径来匹配个

人，允许一定半径内的用户查看相同的照片

或文本帖子。此外，还有用户可以投票支持

或反对帖子质量的 “顶 ”和 “踩 ”系统。在高中生

和大学生之间很流行，可以匿名发帖。

STUN STUN (182)

STUN 是一种轻量级客户端 -服务器网络协

议。此协议的目的是允许在主机上运行的应

用确定其是否位于正在执行网络地址转换的

网络设备之后。

SWIPE SWIPE (589) IP安全协议。

Symantec AV( 未
分类) (180)

2967
(tcp)
38293
(tcp)
2967
(udp)
38293
(udp)

使用通常与 Symantec-AV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

应用。

© 2020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40-

Stealthwatch® 默认应用定义



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Synology DSM Synology DSM (686)

Synology 的 DiskStation Manager (DSM) 是一个

基于 Linux 的软件包，用作 DiskStation和

RackStation产品的操作系统。Synology DSM
是 DiskStation的基础，集成了文件共享、集中

备份、RAID 存储、多媒体流、虚拟存储以及

使用 DiskStation作为网络视频录像机的基本

功能。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 (53)

系统日志是计算机数据记录的标准。它将生

成消息的软件与存储消息的系统以及报告和

分析消息的软件分开。系统日志可用于计算

机系统管理和安全审核，以及通用的信息、

分析和调试消息。许多设备 ( 如打印机和路由

器 ) 和多个平台上的接收器都支持系统日志。

因此，系统日志可用于将来自许多不同类型

系统的日志数据集成到中央存储库中。

系统日志 ( 未分

类) (176)

514
(tcp)

514
(udp)

使用通常与系统日志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Tableau Tableau (687)
Tableau Software生产一系列专注于商业智能

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产品。用户可以连接到

任何类型的结构化数据，虚拟分析并生成高

© 2020Cisco Systems, Inc. 和 /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 41-

Stealthwatch® 默认应用定义



名称

应用条件

说明

Stealthwatch 分类
端口 /
协议

度交互的图形、控制面板和报告。此应用 ID
覆盖 Tableau Desktop、Tableau Server 和
Tableau Online( Tableau Server 的托管版本 ) 。

TACACS( 未分

类) (179)

49 (tcp)
65 (tcp)
49 (udp)
65 (udp)

使用通常与 TACACS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

用。

Telegram Telegram (688)

Telegram 是一种用户可以交换已加密和自毁

消息、照片、视频和文档 ( 支持所有文件类型 )
的新消息应用。它是客户端为开源的跨平台

Messenger。Telegram 正式可用于 Android和

iOS( 包括平板电脑和无 WiFi设备 ) 。

网真 网真 (245)

网真是一种由思科系统公司开发的产品，提

供高清 1080p视频、空间音频以及一种具有

以下功能的设置：可链接两个物理上分离的

房间，使它们就像一个会议室，无论位置在

哪里都可实现。

Telnet Telnet (37) 反向 Telnet (188) Telnet安全 (38)

Telnet是一种在互联网或局域网上使用的网

络协议，通过使用虚拟终端连接提供面向文

本的双向交互式通信设施。系统通过传输控

制协议 (TCP) 以 8位字节为导向的数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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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内散布用户数据和 Telnet控制信息。

Telnet( 未分类)
(173) 23 (tcp) 使用通常与 Telnet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Teredo Teredo (258)

Teredo是一种过渡技术，为支持 IPv6的主机

提供完整 IPv6连接，这些主机位于 IPv4互联

网上，但是没有直接与 IPv6网络进行本地连

接。

Tesla汽车应用 Tesla汽车应用 (689)

Tesla Motors 应用使 Model S所有者可以随时

随地与其汽车直接通信。通过此应用，车主

可以远程执行各种功能，例如实时检查充电

进度以及开始或停止充电；远处锁车或解锁

等。

TFTP( 未分类)
(177) 69 (udp) 使用通常与 TFT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Threema Threema (690)

Threema是一种适用于 iOS和 Android的加密

即时消息应用。它可用于以非对称方式发送

和接收端到端加密即时消息、多媒体文件和

语音消息。

Torch浏览器 Torch-浏览器 -基本 (692) Torch-浏览器 -游戏 Torch Browser 是一种由 Torch Media开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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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Torch-浏览器 -音乐 (693)

于 Chromium 的网络浏览器免费软件和互联

网套件。该浏览器可处理常见的互联网相关

任务，例如显示网站、通过社交网络共享网

站、下载 torrent、加速下载和获取在线媒体，

所有任务都是直接从浏览器进行操作。

TrueShare TrueShare (695)

TrueShare是一个用于安全上传、共享、存

储、备份和分发文件的在线文件系统。服务

包括在线文件存储、在线文件共享和远程文

件备份。TrueShare能够处理大文件且文件类

型无限制。它可与先进的操作系统 ( 例如

Mac、Windows 和 Linux) 以及主要的网络浏览

器配合使用。

隧道

Epic 浏览器代理 (833) GRE (122) GTP (179)
HTTPTunnel (403) IP-in-IP (83) IPVanish (831)
其他隧道 (246) Private Internet Access (830)
Psiphon (828) SWIPE (589) TOR (177)
TVUPlayer (147) TunnelBear (832) VPN-X (827)
Zenmate VPN (829)

隧道是网络协议 ( 传送协议 ) 封装其他负载协

议时使用的协议。通过使用隧道，用户可以

( 例如 ) 在不兼容的传送网络上携带负载，或

者通过不可信网络提供安全路径。

Twitch Twitch (696)

Twitch( 也称为 Twitch.tv) 是一个实时流视频平

台。该站点主要专注于视频游戏，包括用户

的视频游戏通关以及电子体育竞技的广播。

用户可以实时查看站点上的内容，也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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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查看。

Twitter Twitter (197)
Twitter 是一种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和微博服

务，让用户能够发送和读取多达 140个字符

的基于文本的消息 ( 称为 “推文 ”) 。

Ultrahook Ultrahook (697)

Webhook 是在服务中触发某些事件时由服务

通过 Web发出的 HTTP请求。许多常见服务

( GitHub、Stripe、ActiveCampaign、Papertrail等
等 ) 都通过 webhook 支持更新。但是，由于这

些 webhook 请求是通过公共 Web发出，因此

在从防火墙后测试时难以接收这些请求。

Ultrahook 提供一个公共终端向其他服务和隧

道发出对计算机上专用终端的请求。

未分类 未分类 (183) 无法对该应用分类。

未定义的 TCP 未定义的 TCP (405) 1-65535
(tcp) 使用通常与 TC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未定义的 UDP 未定义的 UDP (406) 1-65535
(UDP) 使用通常与 UDP关联的端口 /协议的应用。

uniFLOW uniFLOW (698) uniFLOW是一个用于打印、扫描和设备管理

的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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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未知 (71) 无法识别该应用。

Usenet NetNews NNTP (106) NNTPS (187)
Usenet是一组用于生成、存储和检索新闻 “文
章 ”( 类似于互联网邮件 ) 并在潜在广泛分布的

读者之间交流文章的协议。

Vagrant Vagrant (699)

Vagrant提供在行业标准技术基础上构建并

受单一一致工作流程控制的易配置、可再生

且可移植的工作环境，以帮助将您及您团队

的工作效率与灵活性最大化。机器基于

VirtualBox、VMware、AWS或任何其他提供商

进行调配。而且，行业标准调配工具 ( 例如外

壳脚本、Chef或 Puppet) 可用于在机器上自动

安装和配置软件。

VoIP

AOL Messenger 音频 (736) Chatroulette (488)
思科电话 (244) FaceTime (739) Fring (153)
Google Duo (783) H323 (82) IAX (128) Iskoot
(150) ooVoo (151) 其他 VoIP (207) SIP
(110)Skinny (111) MGCP (123) RTCP (67)
sipviaheader-nat (774) Truphone (154) Ventrilo
(266) Voip视频 (579)

IP语音 ( 基于互联网协议的语音，VoIP) 是用

于通过互联网协议 (IP) 网络 ( 如互联网 ) 传送

语音通信和多媒体会话的方法和技术组。

VPN
CheckPoint VPN (597) DroidVPN (604) IPSec
(41) ISAKMP (134) kerio-vpn (725) L2TP (59)

虚拟专用网络 (VPN) 通过公共网络 ( 如互联

网 ) 扩展专用网络。它使计算机能够在共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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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VPN (84) 其他 VPN (178) PPTP (89)
SoftEthernet (142) SSTP (264)

公共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据 ( 就好像已直接

连接到专用网络 ) ，同时可从专用网络的功

能、安全和管理策略中受益。

观看 ABC 观看 ABC (701)

Watch ABC 是重新打造的一款 ABC 播放器，

观众可以通过该播放器从应用内访问本地

ABC 附属公司的实时流，从而使 ABC 成为第

一个提供此功能的美国广播网络。

Web

Amazon服务 (838) Google共享服务 (834)
Google应用引擎 (841) Here (837) Kinopoisk
(835) Loop Caribbean Local News (839) Loop
Pacific Local News (840) My Digicel (836) Vudu
(460)

提供内容和交互式媒体服务的网站。

WebDAV WebDAV (302)

Web分布式编写和版本控制 (WebDAV) 是一

种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的扩展，在用户编

辑和管理万维网服务器上存储的文档和文件

时，可促进用户之间的协作。

WebEx WebEx (202) Webex 提供按需协作、在线会议、网络会议

和视频会议。

网页邮件
Gmail (213) Hotmail (226) Mail-Ru (781) Yahoo
邮箱 (214)

Webmail( 或基于 Web的邮件 ) 是一个实现为

经由网络浏览器访问的 Web应用的任何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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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WHOIS WHOIS (189)

WHOIS是一种查询和响应协议，不仅广泛用

于查询存储互联网资源 ( 如域名、IP地址块或

自主系统 ) 的注册用户或受托人的数据库，而

且还更广泛地用于其他信息。协议以可读格

式存储和传送数据库内容。

Wickr Wickr (702)

Wickr 是一种提供自毁加密消息的免费应用。

文本、照片、视频和音频在离开设备之前加

密成无法解密的代码。因此，随着代码通过

电波和电线传播到 Wickr 的计算机服务器并

最终到达其他人员的设备，该代码得到安全

保护。同时，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计时器来销

毁消息。

Winbox Winbox (703)
Winbox 是一个小程序，用户可通过它使用快

速简单的图形用户界面控制和监控 Mikrotik
RouterOS。

Windows 更新 Windows 更新 (220) 位 (252)
Windows Update是一种 Microsoft提供的服

务，提供对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及其

安装组件 ( 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的更新。

Wink Wink (704) Wink 是一种受欢迎的照片共享应用，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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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它与附近的朋友共享照片。通过 Wink，
用户可以从任何应用 ( 例如 Instagram) 选择应

用。

WINS WINS (574) Windows Internet命名服务 ID 源：Palo Alto网

络、Packetshaper。

Wiredrive Wiredrive (705)

Wiredrive是一种用于工作过程、资产管理和

富媒体演示的云内容管理和协作解决方案。

Wiredrive已成为广告、电视和电影行业中需

要上传、管理和演示其数字媒体的创意人员

的首选应用。

X.400 X.400 (706)

X.400是一个定义消息处理系统 (MHS)( 更通

常称为 “邮件 ”) 的数据通信网络标准的 ITU-T
建议套件。X.400曾被期望是邮件的主导形

式，但此角色已被基于 SMTP的互联网邮件

承担。尽管如此，它仍然在组织内广泛使用，

并且直至 2006年都一直是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核心部分；变体在军事和航空环境

中仍然非常重要。

Yik Yak Yik Yak (707)
Yik Yak 通过显示您周围其他用户的最新帖

子，充当您所在区域的本地公告板。它允许

任何人与不必知悉这些内容的其他人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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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享信息。

YouTube YouTube (118)

YouTube是一个视频共享网站，用户可以在

其中上传、查看和共享视频。它使用 Adobe
Flash Video和 HTML5技术显示各种用户生成

的视频内容，包括影片剪辑、电视剪辑和音

乐视频，以及业余内容 ( 例如视频博客、简短

的原创频和教育视频 ) 。

云盘 云盘 (710)

云盘是百度公司提供的一种云服务。它提供

云存储服务、客户端软件、文件管理、资源共

享和第三方集成。在一个客户端终端上进行

创建云盘后，文件即可自动在其他互联网连

接的客户端终端上同步。云盘已于 2012年 9
月 3日重新命名为百度云。

ZAS
Communicator ZAS Communicator (711)

ZAS Communicator 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进行安

全语音通信、文本聊天和文件传输的无服务

器开源 P2P系统。通信从链路的一端到另一

端受到强加密保护。

Zello Zello (728)

Zello是一种允许成员私下或通过可以支持成

千上万用户的开放通道与个人自由通信的直

接消息服务。Zello应用是消费者和企业的一

键通 (PTT) 步话机，并且可用于 Androi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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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erry、Windows Phone、Windows PC、坚

固型移动设备和双向无线电。它允许人们在

世界各地像使用步话机一样使用手机和计算

机。

ZenMate ZenMate (712)

ZenMate是一个浏览器的 VPN 插件，旨在从

全球任何位置为互联网浏览器提供对任何网

站的安全加密访问。用户可以在易于使用并

可轻便安装浏览器插件的浏览器中利用完整

且全面的加密。

联系支持人员
如果您需要技术支持，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通话

l 当地的思科合作伙伴

l 思科 Stealthwatch支持

o ( 美国 ) 1-800-553-2447
o 全球支持电话：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web/tsd-cisco-worldwide-contacts.html

创建支持案例

l 通过 Web：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index.html
l 通过邮件：tac@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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