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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Y-RB：时间感知的 Redbox 开关 

关键系统需要时间感知的高可用性网络。此外，这些场所中现代网络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克服了“网管”

设备的传统概念。 

RELY-RB 是智能设备的新概念，它集成了经过现场验证的先进技术，可实现无丢包冗余以太网，亚微

秒级同步和网络安全。该设备能够将整个 LAN 与冗余网络合并，以通过 QuadBox 操作互连 PRP 和 HSR

网络并扩展 HSR 环。 

RELY-RB 单个设备中将 HSR / PRP 冗余以太网链路与常规以太网链路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解决了

交换 PTP 流量并提供对常规以太网节点或 LAN 的高可用性拓扑的访问的需求。 

RELY-RB 系列基于设备中可用的通信接口的数量和类型，包括三种不同的模型。 

 

RELY-RB RELY-RB+（已停产） RELY-RB+2 

·1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

网铜质端口（控制台/服务/安

全） 

·4 个 SFP 机架，用于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

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纤 

·1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

网铜质端口（控制台/服务/安

全） 

·6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

网铜质端口 

·1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

网铜质端口（控制台/服务/安

全） 

·6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

网铜质端口 

·2 个 SFP 机架，用于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

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纤 

 

1 技术指标 

1.1 通信接口 

• 多个 PTP 三速以太网端口 

• 零丢包冗余模式： 

» IEC 62439-3 v3 第 5 条“高可用性无缝冗余（HSR）” 

模式：H、N、T、U、HSR-SAN、PRP-HSR、HSR-HSR 

» EC 62439-3 v3 第 4 条“并行冗余协议（PRP）” 

模式：重复丢弃、重复接受，透明接收，PRP-HSR 

• 可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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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439-2 第 5 条“媒体冗余协议（MRP）” 

»以太网 IP 的“设备级环（DLR）” 

»RSTP IEEE802.1w 

• VLAN 支持和基于以太网类型或 IEEE 802.1P 流量优先级 

• 直通和存储转发交换能力 

1.2 同步化 

• IEEE 1588-2008 PTPv2。可选 IRIGb 主从桥 

• 模式：透明时钟、普通时钟、边界时钟 

• 配置文件：默认、电源、IEC 61850-9-3、AS 

• 支持 IEEE 1588 无状态透明时钟 P2P 模式 

• IEEE 1588 PRP/HSR 冗余网络合并 

1.3 其他接口（不适用于所有型号） 

• 1 个 RS485 端口 

• 2 个 USB A 型端口 

• 1 个 HDMI 输出 

• 1 个报警输出（无电势继电器 250VACmax.） 

• 1x 脉冲/秒（PPS）SMA 输出 

1.4 处理性能 

• 带有嵌入式双核 ARM9 处理器的 Xilinx Zynq FPGA 

• 1GB DDR3 RAM 内存 

• Linux 操作系统 

1.5 安全性 

• 可选支持 IEC 62351-6 线速加密技术 

• IEC 62351-9 密钥交换设施的安全基础设施 

• 用于软件和固件加密的 AES 256、HMAC 和 RSA 硬件引擎，身份验证和签名 

• 安全引导 

• 系统级审计安全性（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集成防篡改、加速度计和功耗测量传感器，以减轻高级安全攻击 

• 以太网端口与交换基础设施隔离，以实现面向安全的服务（NAT、防火墙、VPN，等） 

• 用于基于端口和基于 MAC 的身份验证的 EEE 802.1X 访问控制，用于登录安全的 MAC 端口绑定

和身份验证 

• 具有深度数据包检查功能的可选内部镜像端口 

• 用于 ID 和 Syslogv5 TLS 的可选集成 SIEM 代理对分布式 SIEM 方法的支持 

1.6 坚固的设备 

• IEC 61850-3/IEEE 1613 

• 无风扇设计和全金属外壳 

• 冗余电源：6VDC 至 30VDC（可选 48VDC 和 125VDC） 

• 工作温度：-40°C 至+70°C 

• 存储温度：-40°C 至+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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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安装：DIN 导轨 

1.7 配置和管理 

• SNMPv3、SSH 

• 基于 Web 的 HTML5-GUI 访问/配置 

• 可通过 HTTP（S）访问 

• 配置文件和固件更新 

• 实时网络监控 

 

2 确保智能电网中的实时流量 

Relyum 平台可用于保护关键系统中的现场总线流量。例如，Relyum 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 IEC 

61850 智能电网和变电站中出现的新安全挑战。 

在这个标准中，定义了一些业界可用的最严格的实时控制消息(GOOSE 和 SMV 消息)。确实，有一个

特定的标准来定义如何保护它们(IEC 62351-6)以及如何处理密钥交换(IEC 62351-9)。Relyum 上嵌入的

beyond Connect 技术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流量。 

具有 IEC 62351-6 的 RELY-RB 时间感知的 Redbox 开关包括基于 FPGA 的线速加密技术，以低延迟的

方式对实时流量进行加密，解密和认证。它包括实现防御，检测和反应功能的不同层的安全功能。它集成

了专门的安全芯片以提供唯一的设备标识。此功能确保了对 IEC 62351-9 操作有价值的稳固的信任链。此

外，其他嵌入式 IC 允许进行物理安全监控，例如实时功耗分析或设备操作。为了进行检测和分析，RELY-

RB 支持链接到嵌入式 SIEM 代理的可定制内部端口镜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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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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