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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背景 

随着近几年互联网在国内的进一步普及和上网用户数的不断激增，各种层出不穷的网络

应用和网络流量内容的日趋复杂化问题愈演愈烈，尤其是类似 P2P 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

成为桌面和各种移动端应用的主流（约占当前网络总流量的 80%以上），现行的主流网络应

用中，有很多采用了比较独特的设计理念，具备较强的对抗网络封堵、限制的技术手段，并

且没有任何一种应用是会考虑其他应用的带宽需求问题的。所有的应用为了让用户有畅通无

阻和更快速的体验，能争抢带宽就尽量争抢，能逃避监管就尽量逃避。再加上很多使用随机

端口，让传统的基于端口来区分应用的管控方式失去了作用。既不能误判实行错误的封堵，

也不能漏判让某些应用占用太多带宽而影响到其他应用，从而导致有限的上网带宽和日益增

多的网络应用流量之间的矛盾更显突出，造成的后果就是带宽成本增加和用户体验变差！ 

基于此，市场上对精细化识别和精确化管理网络流量需求的路由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迫切。出于对市场实际的充分调研和一直以来使用我公司产品的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我公司

在成功开发多维缓存加速系统（全国第一个同时实现 HTTP 和 P2P 流量，目前已经支持爱奇

艺客户端、优酷客户端、搜狐客户端）的基础上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历经两年时间独立自

主研发了这款基于应用层流量管理的路由产品—神行者路由，为用户提供高性能、高稳定性、

高性价比的产品和及时、高效的售后服务！ 

 

2 产品概述 

神行者路由依托于当前计算机领域内最为先进的数据包处理技术，开发出强大的

XSPEEDER 引擎。采用深层数据包(DPI)和深层数据流处理技术(DFI)，对流经的数据报文进行

最为精确的识别。整个系统主要由应用特征库、应用识别系统、应用管理系统、应用路由四

大部份组成，并通过系统管理、网络管理、策略管理、监控统计、面板管理五大人机互动管

理功能，对流经的所有应用数据进行实时监控与管理。多种部署方式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网

络环境，满足不同用户的组网需求；PPPOE、DHCP、免拨主机等多种上网方式可以为客户

群体提供最合理的上网方式；智能 QOS 和策略路由等灵活的带宽管理方式,为用户调控网络

带宽资源提供灵活、方便的手段；丰富的图表统计功能可以让管理员对用户的上网行为和各

个应用的流量分布了如指掌；全中文化的 HTTPS 方式的 Web 界面可以让管理员可以随时随

地安全的管理和配置系统；整个系统通过应用路由、应用分流、应用优先、DNS 管控、安全

管理等功能实现各类网络尤其是复杂网络情况下的流量控制目标与网络安全保护。是 ISP 运

营商、小区、企业、高校、酒店等上网场所网络管理员首选的路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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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架构 

    神行者路由从设计之初就从多个层次去考虑产品的架构问题，因为只有合理的架构才能

生产出优秀的路由产品，而神行者路由主要从软件架构、硬件架构、和系统部署三个方面入

手，从根本上保证了产品具有极强的适用性和高效、稳定的性能。 

 

3.1 系统架构 

    神行者路由是一款基于网桥构架而实现的流量控制管理系统，系统架构主要由应用特征

库、应用识别系统、应用管理系统、应用路由四大部分组成，并通过系统管理、网络管理、

策略管理、监控统计、面板管理五大人机互动管理功能对流经的所有应用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与管理。系统架构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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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件架构 

神行者路由从基础硬件架构上，就充分考虑应用层处理的特性，专为处理应用层识别与

控制设计了 XspeederOS，神行者路由使用 Intel x86 硬件平台，相比起同等级用 ASIC、NP

硬件处理的产品，具有成本低、性能高、升级灵活等优势。神行者路由的特色是：专业的协

议特征库，并有先进的更新维护机制，同级硬件的整体性能高，处于国内领先水平，Intel x86

双核性能完全满足千兆线速。使用 Intel 架构硬件系统和 Xseepder 软件引擎，满足单台最高

处理 40Gbit 流量的专业性能，得益于 Intel CPU 和 PCI Express 总线技术发展，为发展高端

产品带来了良好的硬件平台，硬件不再是瓶颈，关键是软件技术。神行者路由高端产品，通

过使用多颗多核 CPU 实现，在成本、性能、产品更新周期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3.3 接入模式 

神行者路由的常用接入模式分为三种：路由模式、桥接模式、镜像模式。不同的接入模

式适用于不同的网络架构和管理要求，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综合考虑。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

种接入模式进行说明。 

3.3.1 路由模式 

路由模式下的 Xspeeder 位于网络出口防火墙和核心交换机之间，其发挥的作用就是为

下面的客户机提供上网功能和应用流量管理功能。这也是大部分小区和网吧所采用的接入模

式。符合以下情况（包含一种或以上）的用户建议选择使用此模式： 

1）局域网内部网段间缺少路由设备互联； 

2）局域网内缺少统一拨号接入功能的设备； 

3）解决公用 IP 地址不足问题，提供 IP 地址复用功能； 

4）出于安全原因，需要将服务器（或者服务器群）做好隐藏和安全防御工作；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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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网桥模式 

网桥模式下的神行者路由处于网络内部的位置是灵活多变的，其存在并不改变用户原有的网

络架构，在下层的用户看来神行者路由是“透明”的，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对数据流量的监控、

分流、过滤、分析等管理工作，此接口模式适合以下情况的用户使用： 

1）已有成熟的网络架构，但是缺少对用户和流量统一管理的设备； 

2）想要对当前用户上网行为进行精确的监控和了解； 

3）想要对用户流量数据进行过滤、分析等工作； 

如图：  

 
 

3.3.3 镜像模式 

 

    相比路由模式和网桥模式，镜像模式下的神行者路由所扮演的角色是将流经路由的指定

数据报文，通过镜像功能复制一份到指定目标设备，以供其进行数据监控或者安全分析，比

如将 LAN 口下的用户上行请求中的 HTTP80 端口和 UDP17788 端口的数据镜像到神行者缓

存加速系统。镜像模式的部署依托于路由模式和网桥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做数据镜像时应

将相对应的物理接口的模式更改为镜像模式即可。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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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色功能  

4.1 主要技术特色 

1) 精确的流量识别技术 

2) 高效的数据包处理技术 

3) 独特的策略处理流程 

4) 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  

5) 灵活的接入方式 

6) 灵活的带宽管理方式  

7) 内网 IP 统计功能 

8) 全中文化安全的 Web 管理 

9) 绿色节能的设计理念  

下面分别详细介绍上述模块： 

 

4.1.1 精确的流量识别技术 

神行者路由强大的协议识别引擎不但可以识别各种明文的协议，如 Bittorrent，eDonkey，

而且其独有的“加密协议深度识别”技术可以识别经过加密的 P2P 协议，如 Skype 和 eMule 

0.47c。到目前为止，神行者路由已经支持如下协议：  

 1)传统协议：HTTP、HTTPS、FTP、Telnet、SSH、DNS、SMTP、POP3、NetBIOS、ICMP、

DHCP、NTP、NFS、NNTP、SNMP、TFTP、BGP、HTTP 分块传输、Microsoft-DS、 sync 等。 

 2)流媒体协议：RTSP、RTMP、RTMFP 等。 

 3)P2P 下载：BitTorrent、eMule、Gnutella、Kazaa、iMesh、DC、AppleJuice、Mute、

Poco、酷狗、迅雷、百宝、百度下吧、Vagaa、脱兔、PPGou 等。 

 4)即时通信：微信、 QQ、QQ 视频、网易 POPO、淘宝旺旺、新浪 UC 等。 

 5)网络电话：Skype、阿里通等。 

 6)网络电视：PPStream、PPWeb、QQLive、CIBNTV 等。 

 7)网络游戏：穿越火线、地下城与勇士、QQ 飞车、逆战、战舰世界、DOTA2、炉石传

说、魔兽世界、剑灵、英雄联盟、使命召唤 OL、街头篮球、天龙八部 3、剑网 3、魔域、怪

物猎人 OL、神之浩劫、梦三国、王者荣耀（手）、镇魔曲(手)、轩辕剑三(手)等。 

 8)股票证券：大智慧、钱龙、华泰证券(同花顺)、南京证券(国泰君安)、东方财富、通信

达、平安证券等 

 

流量识别效果如下图： 

最近 1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1 周、最近 30 天应用流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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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0 分钟和累计应用流量饼状图： 

 

实时/累计应用流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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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高效的数据包处理技术 

不同于其他同类产品采用的传统的数据包处理技术，神行者路由采用当前计算机领域内最先

进的数据包处理技术，针对数据包可以实现当前同类产品在同等硬件配置下数据包最高效率

的转发。根据测试数据反映： 

 

吞吐量（最大） 100Gbps 

并发连接数 45,000,000 

用户数 1,500,000 

新建连接数 2,500,000/秒 

包转发速率 60,000,000PPS 

PPPOE 账户数 50,000 

负载均衡链路数 409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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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独特的策略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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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 

神行者路由采用当前最新的 linux3.10 内核，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稳定、安全的

XspeederOS，为程序提供了稳定的运行平台。 

 

4.1.5 灵活的接入方式  

神行者路由提供三种模式：路由模式、网桥模式、镜像模式。可适用多种不同的网络架

构，满足不同用户的多种需求。 

 

4.1.6 灵活的带宽管理方式   

神行者路由的带宽管理灵活性在具体使用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数据通道：定义带宽管理和调度方式。与类似产品单纯通过对 P2P 及其他特定流量进

行带宽控制来变相“保障”正常应用的方式不同，神行者路由同时提供基于应用或基于 IP

的“带宽控制”、“带宽预留”、“带宽保证”三种机制，为用户灵活调控网络带宽资源提供更

方便的功能。 

a) 带宽限制：根据策略对特定 IP/IP 组、应用协议进行带宽限制，避免这些 IP/IP 组、应

用协议过度使用带宽而影响他人和整个网络。 

b) 带宽预留：预留出一定的带宽给特定的 IP/IP 组或应用协议使用。比如：假设 网络出

口的总带宽为 100M，如果为某些 IP、IP 段、应用协议预留了 10M 带 宽，那么其他

所有 IP、应用协议可使用的总带宽即为 90M。预留出的 10M 带 宽始终属于规定的 

IP、IP 网段、应用协议所有，其他任何 IP、应用协议无论如何都不会占用。 

c) 带宽保证：带宽保证与带宽预留类似。所不同的是，带宽保证在其保证的带宽不 能满

足要求的时候，会从剩余的总带宽里借用所需带宽。以上面 b 中提到例子为 例，如果

做一条带宽保证策略，分配 10M 带宽给某 IP 组，那么当某个时刻该 IP 组所需要的

带宽大于 10M，比如 15M，那么神行者路由就会从其余的 90M 带宽中借出 5M 给该 

IP 组以满足其使用。 

2) 策略：策略是用来将流量进行分类的机制，神行者路由里定义的每一条策略可以 包含

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流向（上行/下行）、应用协议等因素。当匹配这些 因素后，就

会执行某个动作，如阻断、放行或将其注入某个数据通道。通过将符合这 些条件的数

据注入通道，实际上就已经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数据包实施了流量管理。 

 

4.1.7 内网 IP 统计功能 

用户可在【监控中心】->【用户排名】中查看当前在线用户流量的使用情况。支持在线时长、

连接数、累计流出流量、累计流入流量、流出速率、流入速率等字段的排序。用户可以看到

单个 IP 的应用流量、连接数，上行流量、下行流量、上行包数、下行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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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全中文化的安全的 web 页面 

在神行者路由中，所有的配置管理都是通过 HTTPS 方式的 Web 界面进行，管理员可以

随时随地安全的管理和配置系统，不必担心数据信息的泄漏。 

4.1.9 绿色节能的产品设计理念 

采用智能降频技术，灵活控制设备能耗，节约使用成本； 

 

4.2 具体功能支持 

 支持静态 IP、ADSL、DHCP 等多种接入方式 

 支持多 WAN 口、多 LAN 口 

 支持网卡链路聚合 

 支持桥模式下的应用分流 

 支持“一号多拨”（需要上级运营商支持） 

 支持外网线路定时重拨 

 支持外网线路最多三个 IP 地址的线路健康状态检测 

 支持 WAN、LAN 口的 VLAN 网络环境 

 支持 WAN、LAN 口的 QINQ 网络环境 

 支持多种线路群组负载（源 IP、源端口、目的 IP、目的端口、协议、TX、RX） 

 支持单线路对应多个线路群组 

 支持自定义协议（可以指定的 IP、端口、域名，是否通过 DNS 或 HOST 域检测） 

 支持自定义协议组（可以将多个协议自定义组名，方便策略调用） 

 支持策略路由、带宽叠加 

 支持按照时间分组来调度策略 

 支持高度智能化的 一键流控 

 支持带宽通道的丢弃动作 

 支持多 LAN 口的 DHCP 服务 

 支持 DNS 管控（DNS 分流） 

 支持 DNS 重定向（将所有或者指定的 DNS 请求重定向到线路的 DNS） 

 支持端口映射（支持外网多个端口） 

 支持内网 LAN to LAN 映射 

 支持 DMZ 主机 

 支持指定数据报文镜像、牵引至指定 IP、端口 

 支持 DDNS 服务（花生壳、公云、每步） 

 支持 Flood 攻击防范 

 支持针对协议的连接数控制 

 支持针对 IP 的连接数控制 



 16 / 19 

 

 支持伪 IP 防护（可以指定合法的内网 IP） 

 支持 MAC 地址的黑名单、白名单 

 支持 URL、QQ、微信 ID、游戏的日志记录 

 支持消息推送（不会展示路由的地址） 

 支持 HTTP 管控（针对指定 URL 或 URL 群组重定向或者丢弃） 

 支持 DNS 代理，防止被运营商共享检测机制发现 

 支持 PPTP 客户端 

 支持 WEB 方式认证上网 

 支持多个 PPPOE 服务 

 支持不同 PPPOE 服务不同 VLAN 

 支持免拨号主机 

 支持代理拨号（可以对接本地认证和 RADIUS 计费） 

 支持 PPPOE 拨号账户批量创建和导入 

 支持本地认证、RADIUS 计费认证、先本地再 RADIUS 认证、免认证 

 支持本地账户的 IP 和 MAC 地址绑定 

 支持本地账户的行为管控（不可登录、可登录不能上网、可登录可上网） 

 支持账户到到期前、到期后提醒，可以自定义图片 

 支持拨号账户到期后指定 IP 或域名放行 

 支持外网线路、内网线路的 PING 工具 

 

5 产品参数 

5.1 软件安装要求 

    在安装前准备一套能正常运行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软件运行平台，对于 1000 以下的用户

建议系统硬件最低配置为： 

CPU：Intel 系列，至少 2 核四线程 

内存：至少 2G 或以上 

硬盘：至少 2GB 以上硬盘 

网卡：INTEL 82540，82545，82546，82571-82574，82583，82575，82576，I210， I211，

I350，I354，82598，82599，X540，X550，X710，XL710 系列的网卡至少三张(一张用来做

管理口，另外两张分别用来做 WAN 口和 LAN 口)。 

安装介质：1GB 或以上 U 盘或 CD-ROM 光盘 

ISO 下载：www.xspeeder.com 或者联系神行者路由技术人员。 

 

    更高的硬件配置，可以更好地发挥系统的网络处理能力，用户在具体配置时，应根据网

络实际需求而定。详情可咨询神行者路由官方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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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硬件产品规格 

不同规模用户的适用不同型号的设备，具体如下： 

 

参数 XS-500 X1 X5 X10 X20 

最大带机

量 

100-500IP 左右 1000-2000IP 左右 2000-5000IP 左右 5000-1W IP 左右 1W-5W IP 左右 

CPU  主频：1.8GHZ  

2核 4线程 

主频：2.0 GHZ  

2核 4线程 

主频：2.2 GHZ 

8核 16线程 

主频：2.2GHZ 

8核 16 线程 *2 

主频：3.0GHZ 

14 核 28线程 

内存 2G 4G 8G 16G 32G 

系统盘 大小：4G 或以上 大小：4G 或以上 大小：4G 或以上 大小：4G或以上 大小：4G或以上 

网卡 INTEL 千兆电口*6 INTEL 千兆电口*6 

INTEL 千兆光口*2 

INTEL 千兆光口*6 

INTEL 万兆光口*2 

INTEL 千兆电口*2 

INTEL 万兆光口*4 

INTEL 千兆电口*2 

INTEL 万兆光口*8 

 

 

 

 

 

 

产品图片 

 
 

6 案例应用 

6.1 宽带网络运营商 

1)告别普遍困扰各级 ISP 的两大难题：少数用户 P2P 滥用导致其他用户针对网速缓慢的频 

繁投诉、游戏用户对于网游速度得不到保证的频繁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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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用户满意度：通过合理调控高峰期 P2P 类应用的带宽滥用，提升常规应用的网络体

验，减少用户投诉，更加有利于市场竞争； 

3)提高带宽利用率：通过区分应用协议的精细化带宽管理，提升当前链路的用户承载能力，

提高链路的收益能力； 

4)网络运营从此“可视”和“可控”：实时掌握网络运行状态，随时根据网络变化情况在 最短时

间内实施有效的技术应对策略； 

5)解决用户共享上网，即俗称的“一拖 N”检测问题：神行者路由基于应用协议的检测手段，

能应对所有的共享、代理行为，精确度大大高于传统设备基于 IP、ID 的检测机制，为宽带

运营商的合法收益提供技术保障； 

6.2 企业网和校园网 

1)网络可视化管理能力提升：通过实时详尽的监控功能，掌控员工的网络应用情况，并具备

行之有效的策略管理机制； 

2)规范员工网络应用，提升企业生产力：上班时间与工作无关的应用如开心农场、QQ、股

票、土豆网、迅雷等通通不再是困扰企业管理者的问题； 

3)必要的安全防范机制：利用自身强大的性能优势，实时监控网络运行，识别阻断网络攻击，

根据并 发连接个数可以确定并阻断 DDOS 攻击等异常行为,为企业提供专门应对伪 IP 类

木马攻击、IP 碎片攻击等检测和防护机制保护网络设备安全； 

4）优化网络运行管理：通过检测分析带宽使用状况，合理分配带宽资源； 

5）强化网络行为管理：根据各种应用业务的流量，制定相关策略限制非主流业务(例如可以

对即时通讯、P2P 下载、网络游戏、网络电视等)在峰值时段进行限速、阻断，进一步 规范

员工上网行为，为人性化科学化管理提供基础保障； 

6）保障关键网络应用：根据企业需求保障关键应用(例如 ERP、CRM、视频会议等)，限制 

非主流业务占用过多的带宽，监测、阻断异常流量； 

6.2 高校 

1）网络可视化管理能力提升：通过实时详尽的统监控统计，掌控校园网的网络应用情况，

并具备行之有效的策略管理机制； 

2)保障教学、科研、招生和远程教育等关键的网络应用，合理管控 P2P 类应用； 

3）提高学生宿舍使用校园网的管理水平。 

 

6.3 网吧 

 

1）评估与制定带宽方案：通过监控整个网络的应用情况，精确识别各类应用类型，确定主

要应用与次要应用，评估带宽利用效率，掌控带宽资源的整体应用情况，明确流控目标是要

增加带宽还是在现有基础上合理或是减少不必要的带宽支出成本。 

2）理解流控技术思路：根据评估结果，合理划分应用类型，合理分配带宽资源，确保主要

应用的资源分配实时性，确保次要应用所占用资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明确网吧用户 的上

网习惯和消费习惯，有针对性的制定符合本网吧特点的策略。 

3）调试策略施工成功：确保整个网络应用的掌控目标的技术实现，精细化设置与调整 每条

策略的运行情况，跟踪实际运行状况，改进策略，最终达成综合运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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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酒店 

   高峰期采取“通道和单 IP 限速结合的策略模式，既满足客人 P2P 下载应用的适度需要， 

也避免少数人的下载导致其他客人无法正常发送 e-mail 或浏览网页的商务需求；非高峰 

期采取针对应用协议做级别差异化的优先级调度策略模式，完美解决了有限的出口带宽下 

两类客户不同应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显著降低酒店关于网络的投诉率； 

 

7 售后服务 

用户在测试和使用神行者路由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我们。 

电话：4000-481-488 

QQ：  4000-481-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