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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NET 100G-01 简介 

——HPEC以太网交换机-16端口 100GbE，第 3层 

 

 

DynaNET 100G-01 是一款高性能汽车交换机，适用于要求极端性能，可靠性和紧凑性

的汽车和坚固型应用。16 端口 100GbE，第 3 层。 

1. 特征 

⚫ 16 端口 100GbE 交换机 -通过 QSFP28 提供 16 个 40/56/100GbE 端口，并具有高达 32x 

50GbE 或 64x 10/25GbE 端口的分支电缆，总吞吐量为 3.2Tb / s 和 2.38Bpps 处理能力和

零丢包 

⚫ 受管理的第 3 层 -在 L2 和 L3 转发中提供平坦的延迟，通过软件定义的网络支持，300ns

的 100GbE 端口到端口延迟 

⚫ 专为汽车应用而设计 -带有 ECE R10，ISO 50498，ISO 16750-3 / LV-142-2（冲击和振动），

VDA320，LV-142（电气测试）认证，可用于传统，电动和自动驾驶车辆   

⚫ 液体冷却 -与车辆液体冷却基础设施和 Eurotech 液体冷却系统的接口，提供最高水平的

能源效率和坚固性  

⚫ 紧凑轻巧 -通过液体冷却节省了宝贵的空间和重量：直接排热不需要笨重的散热器  

⚫ 易于部署和维护 -可以安装在任何凹陷处，不需要气流进行冷却；快速断开可实现与车

辆冷却基础设施的快速安全集成，并可轻松拆卸以进行维护  

⚫ 可自定义-灵活：提供个性化和完全自定义选项，范围从商标（“皮肤”和颜色）到深层

硬件配置  

2. 描述 

DynaNET 100G-01 是一款高性能汽车交换机，适用于要求极端性能，可靠性和紧凑性

的汽车和坚固型应用。 

DynaNET 100G-01 总共具有 16 个 40/56/100GbE QSFP28 端口，是自动驾驶，人工视觉

⚫ 16x 40/56/100GbE 端口 

⚫ 高达 32x50GbE 或 64x10/25GbE 端口 

⚫ 受管理的第三层 

⚫ 汽车级认证 

⚫ 液体冷却 

⚫ 紧凑轻巧 

⚫ 易于部署和维护 

⚫ 可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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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PEC 等高性能应用中高性能骨干网的理想解决方案。当需要大量端口时，也可以使用

分支电缆来连接多达 32 个 50GbE 或 64 个 10/25GbE 端口。 

DynaNET 100G-01 具有 3.2Tb/s 的总吞吐量，2.38Bpps 的处理能力和 300ns 的端口到端

口延迟，可以用作骨干交换机，以实现坚固耐用的骨干交换机架构，在非常低的延迟下数据

流量可预测性方面带来显着的优势。 

第 3 层交换可以很好地控制流量，并可以以更具确定性的方式管理服务和数据流。在所

有需要避免数据匮乏并保留网络确定性行为的应用程序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DynaNET 100G-01 通过了汽车应用认证，可以轻松集成到传统的燃烧，混合动力，电

动和自动驾驶汽车中。它可提供 12VDC 或 48VDC 汽车级电源。 

DynaNET 100G-01 是液体冷却的，没有通风孔，也没有活动部件，从而大大提高了可

靠性。由于不需要任何通风，DynaNET 100G-01 非常紧凑，轻便，可轻松安装在任何凹槽

中。车辆的液体冷却基础设施可用于 DynaNET 100G-01 冷却，从而大大节省了集成成本和

复杂性。经过现场验证的快速断开连接为车辆冷却系统提供了快速，安全的接口，并大大增

强了部署和维护程序。 

 

3. 订购规格 

订购代码：DYNET-10G-01-XX 

XX -01 -02 

网

络 

性能 吞吐量：3.2Tb/s，处理能力：2.38Bpps，端口到端口延迟：300ns，零丢包 

接口 16 个 40/56/100GbE QSFP28 端口-多达 32 个 50GbE 端口-多达 64 个 10/25GbE

端口 

管

理 

管理端口 1 个 10/100/1000 BASE-T RJ45（带外）-1 个 USB-1 个 RS-232 RJ45 

第

2

层 

流量控制 802.3ad 链路聚合（LAG）和 LACP：16 个端口/通道-每个系统 64 个组，多机箱

LAG（MLAG），支持 STP 的 MLAG 

生成树 802.1W 快速生成树：BPDU 过滤器，根保护，环路保护，BPDU 保护，RSTP，

MSTP 和 PVRST 

链接聚合 802.1AX 链路聚合（每个设备最多 32 个组，每个组 8 个端口） 

VLAN 802.1Q 多 STP，VLAN 802.1Q（4K）-Q-In-Q 

L2 组播 IGMPv2 / v3，监听，查询器 

 其它 LLDP，存储和转发/直通模式，HLL，1/10/25/40/50/56 / 100GbE，超大帧（9216

字节） 

第

三

层 

通用 用户和管理 VRF，IPv4 和 IPv6 路由，包括路由映射，MP-BGP，

OSPFv2-PIM-SSM，PIM-SM，BFD（BGP，OSPF，静态路由），VRRP，DHCPv4 

/ v6 中继-路由器端口，int VLAN，用于路由，ECMP，64 路，IGMPv2 / v3 侦

听查询器的 NULL 接口 

同步 PTP IEEE-1588（SMPTE 配置文件），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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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802.3X 流控制，WRED，快速 ECN 和 PFC，802.1Qbb 优先流控制，802.1Qaz 

ETS-DCBX –应用 TLV 支持，高级 QoS –资格，重写，策略器– 802.1AB –共享

缓冲区管理 

其

他 

管理 ZTP，Ansible，Puppet，FTP / TFTP / SCP-AAA，RADIUS / TACACS + / 

LDAP-JSON 和 CLI，Web UI，SNMP v1,2,3-带内管理，DHCP，SSHv2，Telnet，

SYSLOG 

SDN OpenFlow 1.3：混合，受支持的控制器：ODL，ONOS，FloodLight，RYU 等。 

监控 sFlow，实时队列深度直方图和阈值，端口镜像（SPAN 和 ERSPAN）-增强的链

接和 Phy 监控，BER 降级监控，增强的健康机制-第三方集成（Splunk 等） 

显示 OLED 保护屏 

发光二极

管 

1 个 PSU 电源正常 LED，1 个系统运行状况 LED，1 个开关电源 LED，1 个不

良端口 LED，1 个标识符 LED 

维护 Eurotech 远程保护系统监控，固件升级 

电

源 

输入 48VDC 标准 （20 至 48VDC，最大 13A） 12VDC 标准 （9 至 18VDC，最大 25A） 

保护 集成式浪涌保护和点火钥匙感应 

功率 峰值 210W 

冷

却 

冷却液 流量：75lph，35°C Tinlet，30％v / v Antifrogen L 冷却液-最高入口温度：+ 45°C 

过滤 集成式网格保护过滤器 

保护 Eurotech 防护系统：冷凝检测，系统看门狗，流量，内部温度，入口/出口温度，

湿度，输入电压/电流/能量 

环

境 

工作温度 0 至+ 45°C 

储存温度 -40 至+ 70°C（无冷却剂） 

认

证 

机构 EN 50498 

汽车 ECE ONU Reg.10，ISO 16750-3 / 

LV-124-2（冲击和振动）*，VDA320 

ECE ONU Reg.10，ISO 16750-3 / 

LV-124-2（冲击和振动）*，LV-124（电

气测试） 

环境 RoHS2，REACH 

机

械 

重量 6Kg（包括冷却液） 

外型尺寸 206x380x83mm（WxDxH）-不包括连接器 

 

关于虹科汽车电子 

虹科汽车电子在汽车总线行业经验超过 10 年，与世界知名的 CAN、LIN 总线和数采专

家 PEAK-System、Lipowsky、IHR 等合作 10 年之久，提供领域内顶尖水平的 CAN/LIN 分

析仪和测试方案，高防护等级和高精度的数采系统。虹科自主研发的 EOL 测试软硬件系统

已经在业内完成多次安装和测试，事业部所有成员都受过国内外专业培训，并获得专业资格

认证，五位工程师平均 5 年+技术经验和水平一致赢得客户极好口碑。 

此外，我们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为推广先进技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

全国领域内主机厂以及零部件厂家和供应商等客户已达 2600 多家，虹科成为汽车行业内知

名的技术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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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虹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方经济和

文化中心 - 广州市。我们耕耘的 9 个事业部包括医药与电子技术、软件工程、无线电通信与

监测、网络可视化、测试测量与控制、汽车电子、汽车售后诊断、工业通讯与工业物联网。 

目前我们在广州、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武汉、深圳、南京、杭州设有分支机构，

并在台湾和美国硅谷成立了分公司，合作伙伴和案例覆盖全球。 

十多年来，9 个事业部所有成员都受过专业的国内外培训，并获得专业资格认证，并与

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等全球顶尖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合作，我们积累了

各领域的顶尖技术水平和知识经验，最终将它们应用于所有用户项目和研发中，获得了行业

内用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我们的用户来源于口碑相传。 

虹科每年发布了超过业内平均水平的专利数量，并先后评为科技创新小巨人、高新技术、

守合同重信用等企业。我们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为推广先进技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

献。近几年，虹科高速发展，我们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知名公司，并多次获得行业大奖。 

 

主要产品有： 

http://www.hongkeqic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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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总线工具方面 

a) 德国 PEAK-System 的 CAN/CAN FD 卡，CAN/CAN FD 总线分析软件，CAN/CAN 

FD 路由器，CAN  IO 数采模块等； 

b) 德国 Lipowsky 的 Baby-LIN 系列 LIN 总线仿真分析工具； 

c) 德国益驰的 CAN 总线仿真分析工具； 

d) 英国 Influx 数采模块和数据记录仪。 

2、 测试测量方面 

a) 英国 PicoScope 汽车诊断示波器； 

b) 英国 Pickering Interfaces 的产品：主要是有信号开关与程控电阻，架构形式有 PCI，

PXI，LXI，GPIB；分类有：通用、矩阵、多路复用、射频与微波模块，故障注入

开关，光纤开关等； 

c) 美国 Marvintest solution 基于 PXI/PXIe 的功能模块和系统，主要有：数字 I/O、 

FPGA、万用表、模拟板卡、信号源、电源、机箱、控制器、ATeasy 开发软件，半

导体测试系统等； 

d) 意大利 AT、美国 DS 信号源等。 

3、 工业自动化方面 

a) 德国 SYSTEC 的 CANopen 源代码，PLC Core； 

b) 德国 KUNBUS 的模块化工业网关，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通讯接口嵌入式模块； 

c) 德国 KPA 的 EtherCAT 网络开发、安装和诊断工具，EtherCAT 主站、从站协议栈； 

d) 其它还有 Helmholz（赫姆赫兹），Softing，PROCENTEC 等； 

e) 德国 Microcontrol 的坚固性数采模块。 

4、 数据采集方面 

主要用于测量和/或记录温度、湿度、压力、振动，光照，CO2，4-20mA，0-10V

等的传感器/变送器，数据记录仪，温度记录仪，中央环境监测系统等。 

a) 药品供应链的温度等监测解决方案：主要品牌瑞士 ELPRO，PDF 温度/湿度记录仪，

完全符合 GxP 法规； 

b) 数据记录仪：主要品牌瑞士 MSR（微型记录仪），欧洲 Comet，瑞士 ELPRO； 

c) 工业变送器和传感器：主要品牌欧洲 Comet。输出可选 RS232，RS485，以太网，

PoE，4-20mA，0-10V，继电器； 

d) 中央环境监测系统：主要品牌瑞士 ELPRO，欧洲 Comet。 

5、 无线电通信与监测方面 

a) 拉脱维亚 SAF 的手持式频谱仪； 

b) 加拿大 thinkRF 的模块化频谱仪； 

c) 意大利 Rover 用于卫星通信的射频光纤链路、合路器/分路器、转发器矩阵、冗余

开关等； 

d) 瑞典 PROGIRA 广播网络规划、频谱规划、在线可视化网络覆盖等的软件解决方案； 

e) 德国 Novotronik 用于音频、高频信号切换和分配的开关矩阵、多路耦合器、放大

http://www.hongkeqic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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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定制解决方案。 

6、网络安全与可视化 

a） 网络可视化产品：主要品牌 Cubro，Profitap，Ntop，包括网络数据包代理，分路器，

旁路交换机，云交换机，网络探针，网络设备管理平台，网络流量分析器，多合一

网络分析工具等； 

b） 软件安全：主要品牌 Veracode，包括静态分析 SAST，动态分析 DAST，软件开发组

件分析 SCA，交互测试分析 IAST 等等； 

c） 时间同步：主要品牌 Elproma，提供 NTP PTP/IEEE1588 IRIG 网络时间同步解决方

案。 

 

联系我们：罗伟光  手机/微信号：135 1276 7172；邮箱：lwg@hkaco.com 

广州总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二号 701 室 

 

欢迎关注我们汽车电子公众号，了解更多汽车总线基础知识以及产品应用。 

 

 

 

 

 

 

 

 
汽车电子公众号 罗伟光个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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