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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深圳市云语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语科技”），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成都

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覆盖全球。云语科技专注于大数据传输加速及网络优化服务，致力于帮助各种机构在

大数据时代实现更加高效的数据同步和信息互动。 

技术优势： 

凭借业内领先的数据传输核心技术—镭速（Raysync）传输引擎，完美解决客户跨国传输、远距离传输、

大文件传输等问题，最大限度提高带宽效能，从 而提高工作效率，获得客户一致好评。 

服务团队： 

拥有行业经验丰富的技术和服务团队，结合镭速（Raysync）传输引擎和传统网络资源，为客户提供高速、

稳定、安全网络优化服务，大幅节省企业 网络资源投入，提高效率，改善网络使用体验。 

2.镭速传输服务器管理手册 

2.1 Windows 服务器部署 

镭速 windows 服务器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7 /windows 8/windows 10 平台的部署 

2.1.1 获取软件包 

在镭速软件官网 https://www.raysync.cn/pricing 下载镭速免费版最新安装包，如果您是非免费版用户，

请联系业务员获取对应版本的安装包 

2.1.2 解压部署 

解压到您的安装目录，比如 D:\Program Files\Raysync，会看到如下文件： 

https://www.raysync.cn/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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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列表说明: 

 

2.1.3

启动

运行 

双击

start.bat即

可启动镭速

传输服务，

启动成功后

按任意键关

闭窗口 

 

文件名 说明 

config 镭速传输服务配置文件 

dist 镭速前端文件 

httpscert https 证书 

log 镭速传输服务日志文件 

proxy 镭速传输加速服务 

tool 离线激活码工具 

user 镭速系统用户存储文件 

raysync-webmon.exe 守护进程 

AdminUnlockTool.exe  镭速后台管理员密码解锁服务 

raysync-web.exe 文件传输服务 

rayfile-s.exe RayFile 传输服务 

start.bat 启动镭速传输服务 

stop.bat 停止镭速传输服务 

status.bat 查看镭速服务运行状态 

AdminInitPwd 管理员默认初始密码文件（启动服务器后产生） 

serviceStart.exe 镭速开机自启动服务 

serviceDel.exe 关闭开机自启动服务 

raysync-update.exe 镭速升级程序 

version.txt 查看版本 

raysync-nodeman 节点机管理服务 

data 节点机详情 

cfg 节点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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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停止服务 

双击 stop.bat 即可停止镭速传输服务，停止成功后按任意键关闭窗口 

 

2.1.5 查看服务运行状态 

双击 status.bat 即可查看镭速传输服务运行状态，查看成功后按任意键关闭窗口 

 

2.1.6 端口映射 

如果服务器上部署在 NAT 网关内，只有内网 IP，就需要在路由器 NAT 上映射下面的端口： 

服务描述 协议类型 端口号 

用户端 http 服务端口 

用户端 https 服务端口 
TCP 

8090 
8091 

管理端 http 服务端口 

管理端 https 服务端口 
TCP 

9090 
9091 

传输非加密服务端口 

传输 TLS 加密服务端口 
TCP 

2442 
2443 

UDP 加速传输服务端口 UDP 32001 

节点机管理服务端口 TCP 32001 

用户面网页直连端口 TCP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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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面网页加密直连端口 TCP 2481 

2.2 Linux 服务器部署 

镭速 linux 服务器支持 ubuntu14.0.x、centos6.5 以上版本部署 

2.2.1 获取软件包 

在镭速软件官网 [https://www.raysync.io/pricing](https://www.raysync.io/pricing) 下载镭速免费版

最新安装包，如果您是非免费版用户，请联系业务员获取对应版本的安装包 

 

2.2.2 解压部署 

解压到您的安装目录，比如安装目录为/opt/Raysync，在目录下执行 tar –zxvf xxxx.tar.gz 解压安装包 

会看到如下文件： 

 

 

文件列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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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安装初始化 

./install   

执行结果为 Successfully installed 即为安装初始化成功并且添加镭速服务到开机自启动中。 

 

2.2.4 启动运行 

首先./install.sh ，然后./start.sh，运行即可启动镭速传输服务 

 

文件名 说明 

config 镭速传输服务配置文件 

dist 镭速前端文件 

httpscert https 证书 

log 镭速传输服务日志文件 

proxy 镭速传输加速服务 

raysync-webmon 守护进程 

AdminUnlockTool 镭速后台管理员密码解锁服务 

raysync-web 文件传输服务 

rayfile-s RayFile 传输服务 

start.sh 启动镭速传输服务 

stop.sh 停止镭速传输服务 

status.sh 查看镭速服务运行状态 

Install 安装脚本，设置镭速服务为开机自启动 

uninstall 取消配置镭速服务开机自启动 

encryption.json 用密码加密保存配置 

version.txt 查看版本 

tools 离线激活码工具 

AdminInitPwd 管理员默认初始密码文件（启动服务器后产生） 

raysync-update 镭速升级程序 

raysync-nodeman 节点机管理服务 

data 节点机详情 

cfg 节点机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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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停止服务 

./stop.sh 即可停止镭速传输服务 

 

2.2.6 查看服务运行状态 

./status.sh 即可查看镭速传输服务运行状态 

 

2.2.7 端口映射 

如果服务器上部署在 NAT 网关内，只有内网 IP，就需要在路由器 NAT 上映射下面五个端口： 

服务描述 协议类型 端口号 

用户面 http 服务端口 

用户面 https 服务端口 

TCP 8090 
8091 

管理面 http 服务端口 

管理面 https 服务端口 

TCP 9090 
9091 

传输非加密服务端口 

传输 TLS 加密服务端口 

TCP 2442 
2443 

UDP 加速传输服务端口 UDP 32001 

节点机管理服务端口 TCP 32001 

用户面网页直连端口 TCP 2480 

用户面网页加密直连端口 TCP 2481 

 

备注，如果服务部署在 AWS、阿里云等公有云上面，除了服务器本身的防火墙需要打开上述需要端口的访

问，服务器所在的安全组也需要开放上述端口的访问。 

2.3 管理员操作指南 

服务器运行成功后，在谷歌浏览器中打开 xx.xx.xx.xx:9090/admin 

例如： 172.16.5.77:9090/admin/ 

http://172.16.5.77:9090/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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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登录后台管理端 

初始管理员账号：admin； 

初始管理员密码： 

Windows 系统，打开解压包中的文件 AdminInitPwd，查看密码 

 

 

Linux 系统，在服务器中 cat AdminInitPwd 查看密码 

 

 

进入后台登录页面，输入正确的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 

 

 

首次登陆必须重置密码 

输入两次相同的且符合格式的新密码，新密码不支持空格，必须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字符中

的三种组合且 8～20 个字符,密码与账号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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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即重置密码成功。 

使用修改后的密码登录即可登陆成功。 

2.3.2 服务器状态展示 

在此界面会展示服务器的配置信息、镭速软件的显示状态、在线用户数、license 激活状态和 CPU 以及相

应网卡的监控信息等。 

 

2.3.2.1 磁盘空间 

 

2.3.2.2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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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license 信息 

 

2.3.2.4 监控信息 

cpu 信息： 

 

 

网卡信息： 

 

2.3.2.5 在线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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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重启服务器  

在后台页面点击【重启服务器】，重启服务器 

 

2.3.4 关闭服务器  

在后台页面点击【关闭服务器】，关闭服务器传输服务器，web 服务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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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启动服务器 

在服务器关闭状态下，点击【启动服务器】，启动服务器 

 

2.3.6 退出后台  

点击后台用户名，展开选项, 点击【退出】 

 

2.4 激活服务器  

镭速服务器需要激活 license 才可体验最大速度，未激活情况下默认为 5Mbps 带宽。 

2.4.1 在线激活 

在服务器能访问外网时，建议使用在线激活的方式 

方法一：点击【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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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正确的激活码，重启服务生效 

 

 

 

 

方法二：后台点击编辑服务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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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正确的 license 激活码 

 

 

重启服务器生效 

 

 

2.4.2 离线激活  

在服务器无法访问外网时，建议使用离线激活 

2.4.2.1 Windows 离线激活 

1）进入到离线激活工具的目录下，如：Raysync_3.0.7.3\tools\license，运行 Raysync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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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授权激活”，弹出“选择操作方式”提示框，点击“产生激活请求文件”按钮。 

 

 

3）请输入您获得的授权码，若没有请向镭速工作人员获取，点击确定。 

 

 

4）将“.req”文件保存在指定路径，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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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激活请求文件保存成功后，请将生成好的“.req”发送给镭速传输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收到后将尽快给

您发送激活文件。 

 

6）在收到激活文件之后，点击“使用激活文件”。 

 

 

7）选择离线激活文件。 

 

 

8）提示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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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正常激活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9）登录服务器后台，参考 2.4.1 在线激活流程，在服务器 license 信息中填入授权码，即可激活。 

2.4.2.2 Linux 离线激活 

1）进入到离线激活工具的目录下，如：/opt/Raysync/RaySync_3.0.7.3/tools/license 

 
 

查看离线激活工具，如：ls 

 

 

运行 RaySyncLicense 工具： 

 

 

2）按照如下步骤激活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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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出程序 

 
 

4）将 1530328091 Request Code.req 文件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反馈一个新的文件给您 

 

 

5）将获取到的新文件 test.upd 放到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6）查看 license 并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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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登录服务器后台，参考 2.4.1 在线激活流程，在服务器 license 信息中填入授权码，即可激活。 

2.5 编辑服务器信息 

服务器信息包括服务器地址，UDP 加速端口，UDP 报文大小，默认存储路径，出口带宽，传输服务，是

否启用压缩等功能 

 

点击服务器信息中的修改按钮，即可编辑服务器信息 

 



                                                                                                                                                                                            

 
 

23 

 

功能项 描述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地址可以修改为 IP 地址或者对应的域名 

修改服务器地址后，前端和后台管理都需要使用新的服务器地址访问 

UDP 加速端口 
UDP 端口可修改为 1-65535 之间的端口，默认为 32001，需要确保服务器防

火墙已经改 UDP 端口，否则会导致传输失败。修改后需要重启服务器。 

UDP 报文大小 
UDP 报文大小一般情况下保持为默认值即可，默认为 1200（范围为：

600~1442） 

启用压缩 
启用压缩后对可压缩传输的文件会进行压缩传输，减少文件传输对带宽的占

用，提高传输效率 

出口带宽 
服务器出口带宽默认无配置，不限制出口带宽，当设置 0或不填，带宽限制不

生效 

2.6 资源管理 

2.6.1 节点机管理 

节点机管理展示了连接服务器的客户端及所在机器的运行状态，监控机器的 CPU、内存、磁盘利用率， 并

可以对连接节点的所有传输任务一键停止和启动、锁定客户端用户的操作。 

注：服务器需要开放节点机管理服务端口 TCP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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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 节点机监控信息 

管理员在节点机管理信息中可以看到连接成功的节点机 IP、操作系统、节点机状态、节点机监控信息，节

点机开机时间、镭速客户端状态、客户端登录用户名。 

 

 

选择任意节点机，点击监控的钮可以看到该节点机的 CPU、内存、磁盘利用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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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启用客户端任务 

选择需要启动的节点机，点击上方的【开始客户端任务】或操作内的【开始客户端任务】按钮 

 

 

点击确认开始客户端任务，提示操作成功则会启动选中客户端的所有传输任务 

 

2.6.1.3 停止客户端任务 

选择需要停止的节点机，点击上方的【停止客户端任务】或操作内的【停止客户端任务】按钮 

 

 

点击确认停止客户端，提示操作成功，则会停止选中客户端的所有传输任务 

2.6.1.4 删除节点机 

选择需要删除的节点机，点击上方的【删除】或操作内的【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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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删除节点机，提示操作成功，被选中的节点机会列表中删除。（不会删除客户端的传输任务） 

2.6.1.5 锁定/解锁用户 

选择需要锁定的客户端用户，点击【锁定】或【解锁】图标 

 

2.6.1.6 节点机&客户端状态 

节点机状态分为【正常】和【离线】；客户端状态分为【启用中】和【已停用】。 

 
 

节点机状态 正常：当客户端用户登录成功，连接上节点机管理服务时，节点机状态“正常” 

离线：当客户端与节点机管理服务的连接断开时，节点机状态为“离线” 

客户端状态 启用中：当连接的客户端有任务正在传输，客户端状态为“启用中” 

已停用：当连接的客户端所有任务均为停止状态，客户端状态为“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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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 添加备注 

选择节点机，点击【添加备注】 

 

 

输入备注信息，点击确定 

 
 

 

2.6.2 存储配置 

存储配置用于指定所有用户和用户组存储主目录、虚拟目录，支持配置多个存储。 

2.6.2.1 添加存储 

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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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添加的存储方式，输入存储名称、存储信息，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重启服务器即可生效。支持同

时添加阿里云 OSS 存储、亚马逊 S3 存储、S3 接口兼容存储、Azure Blob 多个存储。 

 

2.6.2.1.1 添加本地存储 

选择本地存储 

输入存储名称，输入存储路径，点击保存，服务重启后存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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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2 添加阿里云 OSS 存储 

选择阿里云 OSS 

输入存储名称，填写正确的 oss 存储配置信息，指定 OSS 存储路径（选填，不填写时将默认存储在 Bucket

根目录），点击测试，测试通过即表示配置信息正确，点击保存，服务器重启后生效。 

 

 

2.6.2.1.3 添加亚马逊 S3 存储 

点击添加-亚马逊 S3 

填写正确的亚马逊 S3 存储配置信息，指定存储路径（选填，不填写默认存储在 Bucket 的根目录），点击

测试，测试通过即表示配置信息正确，点击保存，服务器重启后生效。 

 

 

2.6.2.1.4 添加 S3 接口兼容存储 

目前已经支持的对象存储： 华为云对象存储、腾讯云对象存储、金山云对象存储、Ceph 对象存储、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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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Backblaze B2 Cloud Storage Buckets、Wasabi。 

 

点击添加-S3 接口兼容存储 

填写正确的接口兼容存储配置信息，指定存储路径（选填，不填写默认存储在 Bucket 的根目录），点击

测试，测试通过即表示配置信息正确，点击保存，服务器重启后生效。 

 

2.6.2.1.5 添加 Azure Blob 存储 

点击添加-Azure Blob 

填写正确的 Azure Blob 存储配置信息，指定存储路径（选填，不填写默认存储在容器的根目录），点击

测试，测试通过即表示配置信息正确，点击保存，服务器重启后生效。 

 

 

2.6.2.2 修改存储配置 

单击需要修改的存储，修改存储信息，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需重启服务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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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 默认存储 

支持设置默认存储，当个人和用户组未设置主目录时，以此处配置的默认存储为主目录。 

 

2.6.2.4 删除存储 

选中需要删除的存储，点击【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后，重启服务即可生效。 

默认存储不支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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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传输信息 

传输信息可以查看用户普通传输和点对点传输中正在传输的任务和历史传输任务 

2.7.1 普通传输 

2.7.1.1 正在传输任务 

点击【普通传输】，可以查看用户正在传输的普通任务的用户账号/用户源 IP/文件名文件传输类型/传输任

务的文件名/源 IP 的国家/地区/城市/传输总数/总传输速度 

 

 

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到传输任务的文件名/文件大小/文件传输速度 

 

 

点击【暂停】按钮，可以暂停该传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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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 传输日志 

点击【传输日志】，可以查看用户历史普通传输任务信息 

 

 

点击【查看】在线预览日志信息 

 

 

点击【下载】和【下载所有】，可以将日志下载至本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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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点对点传输 

2.7.2.1 正在传输任务 

点击【点对点传输】 可以查看用户正在直传传输的帐号/IP/任务/接收方 ID/国家/地区/城市/文件数量/传

输速度/操作 

 
 

点击详情， 可以查看到传输任务的文件名/文件大小/文件传输速度 

 
 

 
 

点击暂停按钮，即可以管理员暂停该传输任务。 

 
 

 



                                                                                                                                                                                            

 
 

35 

2.7.2.2 直传日志 

点击【传输日志】可以查看用户历史直传传输的文件信息 

 

 

点击【查看】在线预览日志信息 

 

 

点击【下载】和【下载所有】，可以将直传日志下载至本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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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外链管理 

2.8.1 邀请上传 

2.8.1.1 查看链接详情 

点击外链管理-邀请上传，双击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的用户的链接，会显示链接的分享文件、用户名、分享时

间、失效时间、连接状态。 

 

2.8.1.2 复制链接 

点击外链管理-邀请上传，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复制链接】，即可复制成功。 

 

2.8.1.3 取消分享 

点击外链管理-邀请上传，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取消邀请】 



                                                                                                                                                                                            

 
 

37 

 

 

取消邀请成功后，该链接无法再使用。 

2.8.1.4 删除链接 

点击外链管理-邀请上传，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删除链接】 

 

链接删除成功后，该链接无法再使用。 

2.8.2 分享下载 

2.8.2.1 查看链接详情 

点击外链管理-分享下载，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显示链接的分享文件、用户名、分享时间、失效

时间、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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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 复制链接 

点击外链管理-分享下载，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复制链接】，即可复制成功。 

 

2.8.2.3 取消分享 

点击外链管理-分享下载，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取消分享】 

 

取消邀请成功后，该链接无法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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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 删除链接 

点击外链管理-分享下载，选中任意想要查看用户的链接 

点击【删除链接】 

 

 

链接删除成功后，该链接无法再使用。 

2.8.3 邮箱设置 

用于配置分享下载/邀请上传时发送邮件通知的邮件服务器 

外链管理-邮箱设置进入邮箱设置，按要求配置正确的邮箱服务器，点击【测试】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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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用户管理 

2.9.1 账户信息 

2.9.1.1 新增账户 

在用户管理-账户信息中点击【新增账户】，进入新增账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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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功能描述 

姓名 账户真实名称 

账号 创建成功后，不可修改 

密码 密码可手动编辑，也可自动生成 

强制用户首次登录时修改

密码 
启用后，用户在第一次登录后需要强制修改初始密码 

邮箱 支持邮箱登录 

主目录 用户的个人主目录 

虚拟目录 

添加虚拟目录后，用户可在前台查看到用户的虚拟目录，并对虚拟目录内的文

件进行传输及操作。支持添加多个虚拟目录。 

虚拟目录别名：基于用户主目录下的一个路径。 

虚拟目录路径：基于虚拟存储的有效路径。 

禁止访问路径 

设置该用户禁止访问的路径，前端用户页面无法显示该路径的文件（夹），无

法对禁止访问的文件（夹）进行新建，删除，重命名，复制，移动，上传，下

载操作 

关联用户组 可将该用户添加进用户组里，一个用户可同时添加到多个用户组内 

用户文件管理权限 文件列表、下载文件、删除、重命名、创建文件夹、上传文件、同步文件夹 

上传文件选项 
开启仅允许上传新增文件后，用户只能上传新增加的文件，同名文件上传失

败。 

上传下载速度限制 限制该用户上传下载速度，默认为不限制 

传输文件格式 

传输文件格式分为白名单和黑名单。 

白名单用来配置系统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黑名单用来配置系统不允许上传

的文件格式。 

多种格式时需用“;”隔开，如“txt;iso;mp4” 

传输文件过滤 

1）支持禁止在客户端设置文件过滤条件，用户在个人空间创建的同步任务无

法设置过滤条件。 

2）支持传输时跳过文件名满足某些条件的文件，支持正则表达式，例如传输

时过滤以 test 开头的文件，输入^test.*。 

3）支持传输时跳过文件大小超过设定大小的文件。 

邮箱发送方 

以管理员配置邮箱发送：设置后需要在管理员后台邮箱设置中配置好邮箱方可

使用。分享链接等邮件通知时以管理员配置的邮箱为发送方； 

以用户配置邮箱发送：设置后用户在登录后需在账户设置中配置好邮箱方可使

用。分享链接等邮件通知将以用户配置的邮箱为发送方。 

IP 登陆白名单 

勾选启用后，在输入框输入允许该用户登录的 IP地址。多个 IP地址需用“;”

隔开，如“127.0.0.1;172.16.4.55;192.169.80.12”，支持使用建议通配符[],如

172.16.[0-100].[0-100] 

2.9.1.2 编辑用户 

可对用户的密码/主目录/权限/限速/用户组/禁止访问路径/同步目录功能/文件格式传输限制/上传文件选

项/文件过滤/虚拟目录/IP 登陆白名单/等进行编辑。 

选中任意用户，点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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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账号信息  

 

 

点击【保存】，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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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 锁定用户 

选中任意未被锁定的用户，点击【锁定】 

 

2.9.1.4 解锁用户 

选中任意已锁定的用户，点击【解锁】 

 

2.9.1.5 导入 LDAP/AD 域用户 

点击【导入 LDAP/AD 域用户】能主动导入域服务器已创建的所有域用户账号，前提条件是需要在第三方

鉴权配置【LDAP/AP 域】，才能够支持该功能 

 

2.9.1.8 删除用户账号 

勾选想要删除的用户，点击上方的【删除】。弹出确认删除弹框后点击确定即可删除成功 

也可以直接在想要删除的用户后面点击【删除】。弹出确认删除弹框后点击确定即可删除成功。 

也可以选中全部进行批量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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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 查看用户状态 

点击【账户信息】即可查看用户当前状态，已登录用户为在线状态，未登陆用户为离线状态。 

 

 

点击在线用户的状态 

 

弹出在线统计弹框，可以看到在线数用户的连接数量以及连接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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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用户空间占用统计 

支持统计个人空间的占用情况，用户在前端进行上传、复制、移动、新建、删除文件等操作，后台会实时

统计该用户的空间使用大小。 

 

 

点击用户的空间大小可查看空间占用详情，包括空间使用情况\文件数量\文件夹数量 

 

 

2.9.3 用户操作日志 

用户管理-用户操作日志进入查看用户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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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操作日志可以查看用户的登录、登出，文件操作，支持将日志下载至本地查看，选中任意日志文件，

点击【下载】，若想一键下载全部日志则点击【下载所有】 

2.9.4 用户组 

管理员可对用户进行分组，并给每个组配置独立的存储空间，同时支持用户组成员的文件操作权限管理和

传输速度控制。 

 

2.9.4.1 新增用户组 

在用户管理-用户组点击新增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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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组名称（必填）、支持配置用户组主目录、虚拟目录、权限设置，上传文件选项设置、速度设置，

传输文件过滤设置 

 

点击【确定】，即可添加用户组成功。（具体功能介绍和用户功能一致，可查看新增用户介绍） 

2.9.4.2 编辑用户组 

点击用户管理-用户组 

选中用户组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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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3 查看用户组成员 

选中想要查看的用户组，点击查看用户，即可查看该用户组内的所有成员。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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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 添加用户组成员 

选择需要添加成员的用户组，点击【查看用户】-【添加用户】 

 

 

点击【添加用户】后即可查看到系统的所有用户。 

 

 

点击想要添加的用户，可同时添加多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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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5 删除用户组成员 

选中用户组，点击查看用户，选中用户，点击删除用户。 

 

2.9.4.6 删除用户组 

点击用户管理-用户组，选中要删除的组进行删除 

 

2.9.4.7 用户组空间占用统计 

支持统计用户组空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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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用户的空间大小可查看空间占用详情，包括空间使用情况\文件数量\文件夹数量 

 

2.9.5 三方登录鉴权 

支持 AD 域用户鉴权、邮箱用户鉴权、linux 系统用户鉴权、外部 http 鉴权方式，与企业内部账户互通，

操作方便。用户在前端登录只需要导入企业的 AD 域账户，或者输入邮箱、linux 系统账号密码或外部 http

鉴权用户账号密码即可登陆镭速系统。 

 

2.9.5.1 LDAP/AD 域鉴权 

点击用户管理-第三方鉴权，选中 LDAP/AD 域 

填写正确的域服务器地址、域名、域管理员账号、域管理员密码，点击测试，测试通过表示信息填写正确。

点击保存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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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2 邮箱鉴权 

点击用户管理-第三方鉴权，选中邮箱 

填写正确的 SMTP 地址、SMTP 端口、使用的加密方法、测试账号和密码，测试通过表示信息填写正确。

点击保存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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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 Unix 系统鉴权 

使用 linux 系统 root 权限或 sudo 权限启动的镭速服务支持配置 linux 系统用户鉴权。 

点击用户管理-第三方鉴权，选中 Unix 系统鉴权，点击保存。提示保存成功及配置成功。 

（普通 linux 系统用户启动的镭速服务，无权限进行该配置。） 

 

2.9.5.4 外部 http 鉴权 

支持调用外部的 http 服务进行鉴权 

点击用户管理-第三方鉴权，选中外部 http 鉴权，输入正确的鉴权服务地址，点击保存。 

 

2.9.5.5 登录鉴权默认权限配置 

配置登录鉴权方式后，可对鉴权用户进行默认权限配置。 

LDAP/AD 域 & 邮箱鉴权：此页面配置仅对这两种鉴权方式新登录的账户生效，已登录的账户可通过账户

信息列表修改配置 

System & 外部 http 鉴权：通过这两种鉴权方式登录的账户，不会在账户信息中生成账户列表，因此若需

要更改账户配置，编辑此页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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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空间统计 

支持配置空间统计周期，如配置为 1 小时，则每间隔 1 小时后台就会自动统计一次用户和用户组的空间占

用情况。 

 

2.9.7 发送通知 

管理员可以选择给指定的账户发送通知，支持网页通知和邮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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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1 创建发送通知 

在发送通知-点击【新增通知】，创建管理员发送给账户的消息通知 

备注：管理员需提前在后台配置邮箱，才能够成功发送通知 

 

 

 

输入通知消息【主题】、【内容】、选择接收账户，以及通知方式 

通知方式包括网页、邮箱，可以同时勾选网页和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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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2 删除发送通知 

选择通知内容，点击【删除】即可。 

 

2.9.7.3 查看接收账户 

点击接收账户的个数 

 

 

显示发送通知接收用户的账号和邮箱信息 

 

2.10 设置 

2.10.1 上传 TLS 证书 

镭速提供加密的证书服务既可以用于 web 的 http 加密，也可以用于文件传输加密。默认使用镭速自带的

加密证书，也可以使用用户自己的证书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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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正确的证书文件和证书私钥，点击【开始上传】，重启服务器生效 

 
 

上传 TLS 证书成功后，能够查看已上传该证书的有效期以及域名信息 

 

 

TLS 证书安全设置 

勾选禁止非 SSL 连接，前台用户页面则无法使用 https://证书域名:80101 进行访问。 

备注：配置安全设置的前提是需要管理员上传有效的 TLS 证书 

 

2.10.2 客户端证书 

镭速客户端证书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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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阿里云 oss 上获取最新证书。默认为在从阿里云存储 OSS 上获取最新的证书。当 oss 证书更新时，

镭速会自动从 oss 存储上把最新的客户端证书下载下来。 

 

 

二是从镭速服务器下载下来。当网络不可访问外网时请将证书位置配置为镭速服务器 

点击上传最新的证书包，证书包由镭速工作人员提供。上传证书后，点击保存。在前端页面重新登录客户

端即可把客户端证书下载下来。 

 

2.10.3 数据库配置 

镭速支持外部的 MySQL 数据库，为管理员提供更灵活的数据库配置方法。 

高级设置-数据库配置进入数据库配置，点击【启用外部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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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正确的外部数据库配置，如地址/端口/数据账号密码，点击【测试连接】，如果测试连接通过，点击

【提交】则启用成功外部数据库，后台的配置信息全都会保存在数据库中 

2.10.4 传输协议配置 

镭速提供四种传输协议配置，使程序能在部署环境中灵活选择传输模式，加快文件传输速率 

高级设置-传输协议配置进入传输协议配置页面。 

 

 

自动选择 UDP/TCP：设置当传输延迟低于 10ms 时自动切换为 TCP 传输。 

只使用 UDP 传输：传输任务仅使用 UDP 模式传输 

只使用 TCP 传输：传输任务仅使用 TCP 模式传输 

选择系统默认：默认优先使用 UDP 传输，当 UDP 连接失败时自动切换为 TCP 传输 

2.10.5 事件通知 

配置事件通知后，完成事件时会执行你所配置的程序。 

 

2.10.5.1 添加事件通知 

添加事件，选择事件，填写事件名称、事件的执行路径、参数以及完成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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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创建一个上传文件后执行 python /home/ log_argv.py 的事件 

可执行路径：/usr/bin 

命令行参数：python /home/log_argv.py 

 
 

点击确定即可保存。保存成功后，点击【测试】即可判断设置是否成功。 

 

2.10.5.2 删除事件通知 

选择事件，点击上方的删除，或者点击右侧的删除，弹出确认删除提示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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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通用设置 

2.11.6.1 传输速度设置 

可设置用户上传和下载的速度，0 为不限制 

 

2.11.6.2 客户端设置 

支持服务器设置客户端强制开启哈希校验、加密传输、自动升级 

 

 

开启哈希校验：启用后客户端会强制开启哈希校验传输 

开启加密传输：启用后客户端会强制开启加密传输 

开启自动升级：启用后客户端会开启静默升级功能。当客户端在设置配置了正确的默认服务器，当服务器

版本高于客户端版本时会自动进行静默升级操作。 

2.11.6.3 日志文件存储位置 

输入需要配置的路径，如在负载均衡下时，可配置日志地址为共享路径，让主备机服务器都能够读取同一

地址的日志文件，重启服务器生效。 

 

2.11.6.4 日志文件保存周期 

可对传输日志和用户操作日志的保存周期进行配置，默认为 30 天。 

配置任意周期的传输日志和操作日志，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点击服务器信息页面的重启，即

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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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5 文件关闭 

开启该功能后，在文件上传完成时，会将关闭文件的操作放到后台执行。 

勾选开启延迟关闭按钮，重启服务器即可生效 

 

2.11.6.6 同步目录功能 

全局同步功能开关 

开启该功能，点击保存，则全局的同步功能开启成功 

注： 全局同步功能开启后，需要在对应用户的用户信息里开启同步功能后该用户才能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2.11.6.7 事件通知 

支持关闭和启动事件通知功能。关闭后，后台不再执行事件通知功能。 

 

2.11.6.8 用户组空间统计 

支持关闭和启动用户组统计功能。关闭后，不再统计用户组空间大小。 

 

2.11.6.9 用户空间统计 

支持关闭和启动用户统计功能。关闭后，不再统计用户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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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10 用户密码设置 

支持管理员配置是否允许用户修改密码 

勾选【允许用户设置密码】，则前台用户可以在前台修改密码，前台展示修改密码按钮 

 

 

2.11.6.11 支持多 IP 地址 

支持多 IP 地址。当服务器拥有多个 ip 地址时，可开启多 ip 配置，则用户可通过该服务器的任意 ip 去访问。 

 

2.11.6.12 服务器进程数量 

支持配置服务器‘raysync-s’进程数。默认进程数为服务器（CPU 核数-2）/2，至少为 1 个。 

 

2.11.6.13 TCP 文件大小 

配置后，用户在前台登录后，小于设置大小的文件可免客户端上传下载。

 

2.11.6.14 账号锁定 

可配置用户密码在 X 分钟内连续输错 X 次后锁定账户，输错次数为 3~30 次。配置后保存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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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15 弱口令设置 

不允许用户设置的密码，多个密码请用;隔开，如 Raysync;raysync。配置后保存即可生效。 

 

2.11.6.16 传输文件格式限制 

传输文件格式分为白名单和黑名单。白名单用来配置系统允许上传的文件格式。黑名单用来配置系统不允

许上传的文件格式。 

 

2.12 修改管理员信息 

支持自定义管理员账号密码 

点击【编辑管理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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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网站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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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自定义 ico，logo，背景图片 

支持自定义浏览器图标、网站 logo、用户端登录背景图片 

 

 

注意：浏览器图标必须是 ICO 格式。上传浏览器图标之后，将会展示在用户端浏览器地址栏左上角 

 

2.13.2 网页关键字配置 

可支持设置公司的中英文名称\全局的产品中英文名称\公司网站地址\配置 url 

 

公司名称：会在后台页面最下角、发送邮件通知署名生效（邮件通知：分享下载、邀请上传、管理员

发送通知）； 

产品名称：会在浏览器标题，前后台用户登录页面、发送邮件通知署名生效； 

公司网站：会在点击后台页面最下角公司名称、访问分享下载、邀请上传页面右上角【关于**】超链接跳

转生效。 

配置 URL：用来使前台用户页面启动镭速传输软件客户端。只有定制客户端版本时才需要修改，正常情况

时请不要修改配置 URL 参数，否则会影响您的正常使用，如需要定制客户端，请您联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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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见问题 Q&A  

3.1 网页端无法连接镭速，提示未启动 

1.检查镭速是否已启动，右下角图标是否已经出现，点击网页上的【启动】； 

2.如果镭速未启动则可能用户注册表被 360/金山毒霸等软件保护无法正常写入，导致无法从网页启动，此

时需要手动运行镭速； 

3.如果镭速已启动，仍然“提示未启动客户端”，则右键镭速图标选择错误检测，查看本地域名解析、系

统时间、系统代理、证书是否均为“正常”状态。如果系统代理显示异常，则可能浏览器已开启代理，需

关闭后再启动镭速客户端；如果证书异常，则需要确认镭速客户端的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证书是否过期； 

3.2 网页提示服务器连接超时 

客户端检查： 

1.右键镭速图标选择【错误检测】查看“服务器域名”及“服务器地址”是否为正确的服务器地址，可以

在 cmd 命令行下 ping 解析出来的地址是否连通； 

服务端检查： 

1.服务器检查是否修改了用户的权限/主目录等信息，需要重启客户端； 

3.3 客户端登录超时 

1.尝试右键客户端修改镭速设置中的 UDP 报文大小，修改为较小的值； 

3.4 上传、下载速度与预期有差距 

客户端检查： 

1.测试外网带宽，推荐使用 speedtest 检测本地的上传下载带宽，检查是否速度已达到速度带宽的限制； 

2.确认客户端的电信运行商是否与服务器的电信运营商一致； 

 

服务端检查： 

1.进入对应服务器后台检查 license 是否已激活，license 信息中的带宽大小是否为预期带宽； 

2.检查服务器中查看当前网络流量，确认是否使用用户较多，被其他用户已经占满服务器的带宽；  

3.检查服务器的磁盘读写速率是否已经达到峰值，确认是否服务器的其他用户正在读写文件，影响其他用

户的文件读写存储； 

3.5 下载路径选择网络路径，在路径下找不到下载的文件 

1.将路径映射成网络盘，删除旧任务，重新下载选择保存路径到网络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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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传/下载文件一直显示“正在读取文件” 

客户端检查： 

1.检查用户正在传输的目录下是否含有大量文件，如果具有大量文件则需要等待客户端读取完成； 

2.右键客户都安设置镭速超时时间，调为 60s 或更长，删除旧任务后重新选择任务进行传输； 

 

服务端检查： 

1.检查服务器下该目录的读取性能，如：进入服务器目录执行 ls 是否很快响应，执行 du  –a |wc  -l 统计

该目录下的总文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