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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湖南友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计划成立的高科技企业。依托于中科院计算
所、江苏未来网络研究院等顶级研究机构，近百名业内顶尖专家的参与下，公司自主研发的网络安全、智能
运维、智能安全组网以及边缘计算系统等产品均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目前公司合作客户遍布军队、金融、电力、运营商、高校等各大行业，深度参与CENI未来实验床、FAST
专网等国家重大项目。在自主可控的技术背景下，公司一直重视与天融信、华为、安天、曙光等国内网络安
全顶尖厂商的合作，通过OEM/ODM等方式为其提供大数据、性能及安全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深度定制或委
托开发服务。同时还可根据合作伙伴的行业领域提供客制化开发。始终强调用优质的技术服务和成熟的解决
方案来帮助合作伙伴以最小的投入快速获得市场、满足最终客户需求。
      公司目前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9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47项，以及软件企业认定、软件产品安全
销售许可证5项、信通院检验证书3项、3C强制认证、软件产品等级、公安部信息安全产品认定、涉密信息系
统产品检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项证书，并多次获得诸如工信部国家网络安全应用技术示范项
目等重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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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入选国家工信部“国家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与国内网络安全领头厂商华为/天融信/安天达成OEM战略合作
工信部信通院网络攻击溯源能力评测证书
工信部信通院网络空间资产管理能力评测证书
工信部信通院NTA/NDR流量分析能力评测证书
公安部信息安全产品销售许可证产品五项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九项
软件著作权四十余项
参与ITSS智能运维三项国家标准的制定
荣获2021年“信网杯”优秀解决方案二等奖
荣获2021光合组织解决方案大赛开放赛道二等奖
获得长沙市科技进步奖、湖南省双创奖、创新带动就业示范奖等六项
承担国防预研/研制、省市重点研发计划、省市移动互联等项目十余项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自然基金、97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十余项

战略合作伙伴
以OEM/ODM方式为华为、天融信、安天、中电、中电科、浩云等国内外知名合作伙伴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安全运维产品

和能力输出方案，将研发出来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当前市场应用。

部分展示

公司资质及荣誉 合作优势

深度合作伙伴
依托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计划，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两家全国顶尖科研机构达

成深度合作。

技术积累优势

核心团队从200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网络测量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依托国家重大国家科

研项目的支持，在硬件加速、数据包处理、协议识别、内容还原、性能分析、流量溯源、

安全检测、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及专利、软件著作权。

定制开发优势
公司拥有北京、南京、长沙等研发基地，一百多名计算机与网络通信专业的博

士和硕士组成的高素质研发团队，可根据客户需求快速响应、定制开发。

军工品质优势
产品按照JD对技术、质量、精度和可靠性的严苛要求，构建了其他公司无法替代的核心

竞争力；目前在JD、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科技网等也实现了大规模组网部署应用，被

主流安全厂商OEM推广，产品品质得到充分验证。 

长期合作优势
产品体系涵盖各种规模网络及不同类型链路，既可满足军网、电网这类全国超

大型复杂网络的监测需求，也有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产品涵盖流量监测、性能管理、安全检测、溯源分析、态势感知、大数据分析、

行为管控、流量调度、SDN/NFV等方向，可以提供诸多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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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网络安全运维监控系统

★网络安全集中运维管理平台

★物联网空间安全防护系统

安全监控系列

智
能
运
维
系
列

等
保

合
规
系
列

分布式端到端主动测量

智能边缘网络17WiFi

网络性能管理

入侵防御系统

漏洞扫描

上网行为管理

防病毒网关、防火墙

工控网安全监测溯源

智能安全网关

视频监控网安全审计



网络空间综合监测分析

流量轨迹分析，上网行为分析，

异常流量检测。

流量分析

网络性能分析，业务性能分析，业

务系统可用性分析；设备、链路管

理分析。

性能分析
原始数据报文解码分析，

安全事件数据取证分析，

会话日志回溯分析。

溯源取证

支持网络资产识别与变化感知；支持以资产

为核心实现多维复合分析与管理，以性能、

流量、安全构建三角分析模型，综合评估资

产流量状态与风险等级。

资产安全分析管理

病毒检测、漏洞检测、高级威胁检

测等安全事件分析。

安全检测

产品功能

集中数据关联：支持网络流
量数据与业务性能、安全事
件及资产的集中关联分析，
多角度下钻分析与定位。
集中资产管理：链路、设备
资产、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的
综合分析。
集中态势感知：流量态势、
安全态势、性能态势、资产
态势、威胁态势全局掌控。

深度分析：最细粒度的全流
量、性能、安全检测分析，
全网拓扑管理。
自有技术：实现端到端测量、
数据包处理、硬件加速、精
确业务识别、网络行为建模、
安全事件关联分析。
核心引擎：拥有各类独立的
应用识别特征库、安全规则
数据库、地址库、URL 库、
终端库等。

专业性集中性
本地业务：支持超过 30 种
以上自定义业务识别引擎，
监控单位内部自有业务。
多样环境：支持不同速率的
以太 /PoS/ATM 等网络环
境；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部
署，适应不同规模的云平台、
企事业单位、多分支机构及
全国性大网；开放共享：提
供开放、通用、透明的数据
查询分析接口，和第三方系
统融合。

适应性

 多元化数据来源，主被动联
合监测：镜像流量，主动测
量，snmp 网管，资产发现等，
日志采集等。
虚拟化探针与云端部署，独
立 / 分 布 式 部 署，支 持
SDN/NFV。
支持扩展工控监测、流量控
制、攻击溯源反制、威胁文
件还原等功能。

扩展性

产品优势

方案价值

基于各节点的智能探针数据，实现病毒检测、横向感染分析、外联风险分析、异常连接分析等，实现对勒
索、蠕虫、挖矿等病毒攻击、恶意代码攻击的实时发现与有效分析。

安全检测及病毒防治

基于各节点的智能探针数据，有效分析网络性能状态、链路流量趋势、业务访问的用户感知，为责任
界定、故障定位提供依据，同时通过各节点数据的智能关联分析，能快速、精准的定位网络性能问题
点、瓶颈处，提高运维工作效率。
实现边界流量监控，区分内外网流量界限，解决非法外联、内网非法穿透、数据非法外传等问题。

智能运维管理

多维数据集中关联，基于基线、历史数据模型、异常模型、数据特征异变等复合型数据分析手段。单
系统集中流量、性能、安全、溯源、运维等群体数据画像分析实现。

数据集中分析

集中安全规则引擎、协议识别引擎、病毒检测引擎、漏洞扫描引擎、数据输出引擎，同时支持私有协
议自定义引擎、威胁情报自定义引擎、DGA引擎等。建立多维数据分析资源库，基于大数据算法精准
实现数据资源的价值输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解决问题。

多引擎联动

网络安全管理一体化方案，能有效的应对目前安全防护、网络管理、回溯分析，且部署简单、数据集
中、综合管控。
数据保存多样化，配合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在保证风险事件具有原始数据报文的前提下还保存180天
的会话记录数据，为安全审计、回溯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集中管控   综合分析

以“资产”为抓手

流量性能态势

安全攻击态势

横向威胁态势

外联风险态势

资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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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集中运维管理

打破不同安全厂家设备在建设、管理与数据方面的分散壁垒，规范接口进行设备统一纳管，实现跨厂家 / 内
外部数据关联、AI 智能分析。一旦发现威胁，调度全网设备协同处置，安全策略下发，防止横向扩散，为企业提
供检测、防护、响应于一体的全网联动协同安全服务能力。

全网监控采集安全事件和
取证数据，建立异常检测
模型，实现自动化、智能
化的异常事件、未知威胁
的感知分析。

AI安全能力

安全策略统一管理与下发，
全网统一协同联动，实现全
网协防的动态安全防御。

安全智能运维

支持安全访问平台中纳管各组
件（边界防火墙、可信接入代
理、可信 API 代理、可信代理
控制服务、认证服务、权限服
务、环境感知代理、环境感知
服务）上送告警的接收和展示，
包括各使用率超限告警及链路
可靠性告警。

设备纳管

支持设备流量采集、业务采集，并
提供用户定制采集指标能力，对设
备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支持为不同的监控对象设置不同的
通知规则。
支持邮件、短信、钉钉告警通知，
使运维消息更加快捷知会。
支持告警转工单规则配置，通过设
置设备对象类型、群组以及告警等
级，选择工单模型，满足该规则的
告警会自动生成工单并按照选定的
工单模型流转到对应的责任人。

设备告警

支持华为云平台上软件探针镜像管理，包
括镜像制作、管理镜像、启停镜像、安装
镜像、卸载镜像，软探针的数量可以支持
500。
支持流量策略管理，包括新增策略、删除
策略、管理策略、策略对账，策略数量可
以支持 10000 条。
支持流量策略变更提醒，包括比对 VM 状
态、策略变更提醒。

软件探针镜像管理

拓扑图方式显示系统
管理的设备及其之间
链路连接，提供子网、
设备、链路的管理。

网络拓扑

支持自定义大屏展示整体
方案中安全设备的整体运
行情况，对安全访问平台
当前的运行状态和历史的
运行状态进行查看，了解
平台的整体运行情况。

大屏监控可视化

支持安全访问平台场景链路监
测功能，通过链路检测，监控
链路的可用状态，支持业务故
障快速定位。

故障定位

  

后台记录操作日志和系统运行日
志，系统出现异常或故障可依靠
日志做定位分析。

系统日志

访问通道控制
应用安全
安全加密
系统加固

平台自身安全加固

本地部署：安全性较高。
云上部署：跨平台支持多
种云环境部署。快速开
通，可支持管控云上的网
络功能虚拟化节点、虚拟
探针节点。

灵活部署

 

方案设计

平台能力

应用层

云管理平台

数据采集

产品能力

网络安全集中运维管理是一款全面的网络监视运维系统，可为网络管理员提供统一管理运维平台，用于对设
备纳管、告警监控、工单处理、故障定位等管理运维能力。还提供功能强大的可定制概览报表视图，对安全
访问平台当前的运行状态和历史的运行状态进行查看，了解平台的整体运行情况。并支持华为云平台上软件
探针镜像管理，包括镜像制作、管理镜像、启停镜像、安装镜像、卸载镜像，软探针的数量可以支持 500+。

拓扑可视化 智能运维 工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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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集中运维管理平台

威胁情报平台

不
同
厂
家
安
全
设
备

流量镜像通过REST API\SNMP、
SYSLOG等方式对接采集数据

数通设备

数据库

操作系统

中间件

云安全

网络安全

......

网络安全Network Devices

Servers and Hosts



物联网空间安全防护

主动扫描 + 被动发现，获取实时多样
资产数据，可实现资产精准识别。
对前端入网设备的边界进行接入控制，
防非法、非合规设备接入。

资产识别准，边界控得住

设备可视管理、IP 可视管理，
GIS 可视管理。
及时发现、诊断链路拥塞、
网络传输质量等运维问题。
提供多元化准入方案，解决
快速部署上线难题。

34

21

方案部署

解决方案

方案价值

资产测绘 安全异常告警 威胁情报分析

态势平台

安全网关/探针

PC机/服务器 摄像头 烟雾探测器 打印机        RFID门禁

应
用

网
络
接
入

平
台

数
据
采
集

             

   

NVR

           

资产管理分析中心 集中管理平台

台账系统

核心机房 数据中心

公安视频专网（雪亮工程）

分支B

分支A

业务云

雪亮视频专网

数据中心

办公网汇聚交换机 网络隔离区域

网络隔离区域

安保网汇聚交换机

安保网汇聚交换机

安保网接入交换机

办公网汇聚交换机

安保监控中心

安保网接入交换机办公网接入交换机

安全网关

安全网关安全准入探针 安全准入探针

PC设备  移动终端  多媒体设备  办公设备 视频设备  门禁设备  告警设备  对讲设备 采集设备视频设备  门禁设备  告警设备  对讲设备 采集设备

流量采集探针

防火墙

安全管理中心

数
据
中
心

资产脆弱性感知，如弱口令、漏洞。
支持安全规则库，同时可主动捕捉、
智能研判，发现发现高级威胁。
可告警、阻断 / 隔离，控制风险。

行为看得清，异常阻得断

安全业务融合，提高运维效率

对资产实行准入控制、违规
外联检测等管控手段，并结
合漏洞数据、资产合规性监
测、行为数据构建网络空间
安全态势地图，形成风险评
估与预警。

摸清家底，资产盘点与变化感知

利用主被动融合的网络探测、

流量分析等技术，对网络空间

中各类虚实资源及其属性进行

探测、绘制和分析。

整合用户联网资产报备信息，

精准掌握网络资产分布及状态

等属性。

基于多维数据的 AI 智能建模分析

实现未知威胁检测与安全评估。

形成网络空间资产安全管理地图，

提升城市与企业的安全监控和应

急响应能力，有效预测风险、精准

感知威胁，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全

面提升网络空间安全性。

资产安全全面管控 多维数据关联，AI分析与异常检测

资产安全态势分析，网络性能态
势分析。
全景清晰展示资产、行为、风险
等，数据准确，处置得当。

风险看得见，全景安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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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智能安全网关

满足国家公安82令合规要求。

支持国密加密，支持WAPI认证，软硬

件结合多重加密。

网络安全符合等保2.0，具有入侵检

测、漏洞扫描、恶意代码防护、回溯

分析、病毒/未知威胁检测、安全态势

感知等能力。

安全合规

支持定制化，支持不同互联网场景和垂直场

景需求。

支持软件定义的智能安全网关，按需能力加

载，小设备蕴藏大能力！

软件定义，按需加载

支持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异常检

测与告警，智能预测，让问题发现更加及时

准确。

云端可视化运维管理，丰富可视化模版，简

化运维，清晰洞察资产、业务的健康指标，迅

速实现秒级业务分析和故障定位。

多屏展示，分权分域管理，满足全场景使用

需求。

AI智能运维 低本成，高性价比

软件定义智能安全网关是 17 路由自主研发的一款集防火墙、防
病毒、入侵检测和防御、DPI 流控、行为管理、安全审计、 AI 数据分
析、AP管理、SD-WAN 组网和用户身份认证等多种应用于一体
的多功能综合应用网关产品。

不但能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威胁防护方案，还提供了全面的策
略管理、带宽聚合、智能选路和多线负载均衡，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掌
握网络运营状况，大大降低了设备部署、管理和维护的运营成本。

可向 APT或其他第三方平台吐出不同类型的数据。

17路由云平台

终端

接入

转发/采集

控制/选路

应用

带宽聚合
备份传输

多线负载

MPLS/专线

2/3/4/5G LEO低空轨道卫星 10/100/1000M WiFi

SD-WAN组网

SD-WAN组网

SD-WAN组网

SD-WAN组网

SD-WAN组网

数据剖析

专题分析

机器分析语预测

主被协同 资产发现

安全溯源性能监测

流量透视

对接公安审计平台
第三方数据共享

智能终端        传感器              D2D               M2M            V2X             起重机   电梯

产品优势

依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拥有专业庞大的研发团队，对比

市场同类产品，成本至少低于30%。

集中管控，降低企业分支IT运维支出。

接入管控 + 多重加密 + 安全防护 + 云平台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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