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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U-A7G8 Brick：光纤铜 8 个 GbE 和 Xilinx Artix-7 FPGA 6U 卡 

 

 

MEZU–Brick-A7G8 板卡是 MEZU-Carrier-A7G8 和 MEZU-A7G8 可插拔 SODIMM 模块的组合。 

这款 6U 工业级板卡旨在使定制的工业以太网网络轻松集成到电气、铁路、工业、和航空航天/国防领

域的项目中。 

此外，该解决方案可以用作灵活的开发板。 

1 主要特征： 

1.1 载板： 

·SO-DIMM-200 MEZU 模块的连接器 

·尺寸：6U（233 x 160 毫米） 

·8 个 SFP 笼子 

·8 个 RJ-45 千兆以太网连接器 

·USB 至 UART 桥接器 

·2 个按钮（GP I/O） 

·2 个 LED（GP I/O） 

·2 个 SMA 连接器（GP I/O） 

·RS-485 

·CAN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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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电源监控器 

·I2C IO 扩展器 

·JTAG 连接器 

·风扇接头 

·电池座 

·PMOD 连接器 

·工业级组件 

1.2 载板附加功能（未在 A7G8 版本中安装）： 

·1 个 10G SFP 

·M2 插槽* 

·迷你 PCIe 插槽* 

·3 个 USB 2.0 * 

·1 个 USB3.0 * 

*：复用功能（1 或 2）： 

1、M2（PCIe x1 / x2 o SATA）+ 3xUSB +迷你 PCIe 

2、迷你 PCIe x1 + USB 3.0 

1.3   模块功能： 

·8 个以太网组合 Phyter： 

——铜：10/100/1000Base-T 

——光纤：1000Base-X 和 100Base-FX 

·工业级组件 

·支持的设备：工业级 Xilinx Artix 7 XC7A50T，XC7A75T 和 XC7A100T 

·128/256/512 Mb 四通道 SPI 闪存 

·尺寸：67.75 x 55 毫米 

·集成了独特 MAC 的 EEPROM：可以在每个模块中使用独特的 MAC，以减少客户产品的上市时间 

·4 个 LED 指示灯：1 个加电 LED，1 个 FPGA 完成 LED 和 2 个通用 LED。每个 PHY 还有 2 个 LED

（链接状态和活动） 

·通用 GPIO：多达 26 个 GPIO 可在载板中使用 

·SODIMM 200 针连接器 

 

 MEZU-Brick-A7G8 板卡允许实施具有强大联网功能的定制路由器、交换机或终端设备。客户可以要

求基于 SoC-e IP 内核的预加载了其中一些配置的电路板，或者保存自己创建的定制设计。此替代方法允许

集成和组合以下功能和标准： 

·IEEE 1588 低延迟以太网交换： 网管/非网管以太网交换机（UES/MES）IP 

·零延迟恢复时间以太网（HSR/PRP）：网管冗余交换机 IP（MRS）IP 

·其他高可用性以太网解决方案： MRP，DLR 以太网 IP，RSTP 等。 

·IEEE 1588 和 IRIGb 时间同步解决方案：PreciseTimeBasic IP，1588Tiny IP 等。 

·实时流量的线速加密：SASCrypt IP 

·时间敏感型网络：多端口时间敏感型网络 IP 

·用于 SpaceCraft 标准化网络的 SpaceWire：SpaceWire Vivado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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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ongke Technology Co., Ltd 

www.hkaco.com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 2 号 701 室  邮编 510663 

 

工业通讯事业部 

CAN 卡 

通讯协议开发代码/网关/板卡（CO,ECAT,DP,PN,DN,EIP,Modbus,CC,IO-Link 等） 

TSN 时间敏感网络开发方案及应用方案 

INtime 实时操作系统（提升 windows 实时性） 

  

华南区&华北区 

谢晓锋 

电话/微信：13660244187                                 

QQ：2916592843                                                     

邮箱：xxf@hkaco.com  

 

华东区 

许卫兵 

电话/微信：15900933547                                 

QQ：2029912093                                                     

邮箱：xwb@hkaco.com  

 

联系我们：广州|上海|北京|西安|武汉|深圳|沈阳|成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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