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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彩页 

Summit	 X670-G2	系列
高级的、可扩展的万兆汇聚和数据中心交换机，拥有模块化操作系统EXTREMEXOS™ 

优点

业务一致性

•	 X670-G2-48x-4q	—48个1/10Gb	SFP+端口，4
个10/40Gb	QSFP+端口

•	 X670-G2-72x	—72个1/10Gb	SFP+端口，占用
1U的机架空间

运行效率

•	 ExtremeXOS®全功能集，支持交换、路
由、SDN、Data	Center	Bridging、MPLS和
Audio	Video	Bridging。 

•	 支持SummitStack™	，能够与Summit整个可
堆叠产品线进行灵活的堆叠配置  

•	 支持IEEE	1588	PTP（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
密时钟同步协议标准），集成了时序输出端口

•	 所有型号都提供非阻塞的线速性能。

•	 低延迟直通模式

•	 前向后送风或者后向前送风

产品概述
Summit	X670-G2产品家族在一个小巧的1U机架空间中提供了高密度的10Gb以太网和40Gb
以太网交换能力。凭借其多功能的设计，Summit	X670-G2提供了高密度的2/3层万兆低延迟
直通交换和IPv4、IPv6单播及组播路由，方便企业的汇聚和核心骨干网设备部署在交流供电和
直流供电环境。

Summit	X670-G2通过ExtremeXOS模块化操作系统（OS）简化了网络操作，ExtremeXOS被
用于所有极进网络Summit和BlackDiamond系列以太网交换机中。高可用性的ExtremeXOS
操作系统通过在网络中使用同一个OS使操作和运营变得更加的简易。

SummitX670-G2有两种型号：

•	 X670-G2-48x-4q	–48个1/10Gb	SFP+端口，4个10/40Gb	QSFP+端口

•	 X670-G2-72x	–72个1/10Gb	SFP+端口，占用1U的机架空间

Summit	X670-G2-48x-4q支持四个40GbE的QSFP+端口。每个40Gb以太网端口能够被独立
配置为40Gb以太网端口或者4*10Gb以太网端口。

X670-G2-72x型号在一个紧凑的系统中支持72个1Gb/10Gb	SFP+端口，而无需使用分线电缆
来实现高密度的10Gb连接。

高性能堆叠
Summit	X670-G2支持4种不同堆叠方法：SummitStack-V，SummitStack-V80,	
SummitStack-V160,	and	SummitStack-V320.	

SummitStack-V—灵活的10Gb以太网堆叠方式 

ExtremeXOS通过使用交换机前面板的2个10GbE端口作为堆叠端口，支持SummitStack-V
堆叠方式，能够使用用于10GbE	SFP+的标准线缆和光模块技术。SummitStack-V提供长达
40km的长距离堆叠，同时减少了实现堆叠时的线缆复杂度。

SummitStack-V与运行同样版本ExtremeXOS的Summit	X440、X460、X460-G2、X480
、X670、X670V和X770交换机是兼容的。启用了SummitStack-V的10GbE端口必须是物理
上直接连接的。

SummitStack-V80/V160/V320 —灵活的40Gb以太网堆叠方式

Summit	X670-G2-48x-4q同样也支持使用QSFP+端口的高速80Gbps、160Gbps和
320Gbps的堆叠，这对于有大流量通过堆叠链路的应用环境是非常理想的，同时不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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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而减小带宽。SummitStack-V80、-V160和-V320能支持无源铜
缆（最长5m）、有源多模光纤（最长100m）和最长10km的40GbE	
QSFP+光模块。通过SummitStack，Summit	X670-G2-48x-4q能在
数据中心或者网络中心提供灵活的堆叠方案，跨机架创建一个虚拟化
的交换基础架构	

支持智能交换和MPLS/H-VPLS

SummitX670-G2支持复杂智能的二层交换和三层IPv4/IPv6路由，包括策
略路由、Provider	Bridges、双向进出访问控制列表，并能为进出流量提
供8Kbps细粒度的带宽控制。

为了提供用于运营商以太网部署的可扩展网络架构，Summit	X670-G2
支持基于MPLS	LSP的三层转发和为透明LAN服务提供的分层VPLS（H-
VPLS）。使用H-VPLS，透明的三层网络能够通过在透明LAN服务区域间
利用一个VPLS隧道来扩展至三层网络云中，这种透明的LAN服务通常由
Provider	Bridges（IEEE	802.1ad）技术创建。

1588精确时间协议（PTP	）

Summit	X670-G2提供边界时钟（BC）、透明时钟（TC）以及普通时钟
（OC）来同步相位和频率，并且允许网络和连接设备通过以太网连接同步
至毫秒级的精确度。

音频视频桥接（AVB）

X670-G2系列支持IEEE	802.1音视频桥接协议，确保可靠的、实施的音视
频在以太网中的传输。AVB技术提供了现今高分辨率和时间敏感的多媒体
流所需的服务质量。

为集群计算提供低延迟的交换

Summit	X670-G2可以实现延迟小于300纳秒，并对时延敏感的集群计算
提供直通交换。

绿色设计-通过优化的冷却方式降低能耗

Summit	X670-G2系列被设计为绿色环保产品。通过高能效的硬件设计，
在高负载和空闲两种情况下的系统能耗都非常低。电源配件同样是高效
的，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和不必要的热量产生。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
机能用于直流或者交流供电的环境。

专为云数据中心设计-- VEPA，XNV，DCB，

 

OPENFLOW，OPENSTACK
Summit	X670-G2具备各种各样的特点能满足您数据中心的要求。

直接连接(VEPA)

通过可选功能包，Summit	X670-G2交换机能购支持直接连接(VEPA),从
而消除了虚拟交换机层，简化了网络并提高了性能。取决于数据中心的规
模，直接连接通过将网络层次从4或者5层减少至3或者2层，从而简化了
数据中心部署。

ExtremeXOS网络虚拟化	(XNV)

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营，Summit	X670-G2交换机支持
XNV（ExtremeXOS网络虚拟化），它本身就被ExtremeXOS操作系统所
支持，同时也是Ridgeline的一个可被许可的特性集，Ridgeline是可另外
购买的一个网络和服务管理应用程序。XNV为虚拟化的数据中心提供洞察
力、控制和自动化。

数据中心网桥（DCB）

SummitX670-G2系列为数据中心融合提供数据中心桥接特性，如优先级
流量控制（PFC）、增强传输选择（ETS）和数据中心桥接交换（DCBX）
SummitX670-G2交换机支持基于优先级的流量控制（PFC或
IEEE802.1Qbb），这使得网络流量能够根据服务类别独立控制。	PFC允
许优先转发需要无损吞吐量的网络流量，而对不需要PFC优化的其他数据
流量保持正常转发。

软件定义网络（SDN）	OPENFLOW

ExtremeXOS的OpenFlow	API实现允许一个外部的基于OpenFlow
的SDN控制器来访问和控制ExtremeXOS网络设备的转发平面。基于
ExtremeXOS的交换机通过OpenFlow提供了一个可编程接口，使运行基
于OpenFlow的SDN控制器的许多上层关键业务应用能够实现网络设置的
高度自动化。

OPENSTACK

基于ExtremeXOS的交换机同样允许与OpenStack开源云计算平台整合，
以通过极进网络OpenStack插件实现公有云和私有云部署。这个插件提
供了一个可伸缩、自动化、由丰富API驱动的系统，它以“网络作为一个
服务”的模型管理数据中心和大型的多租户网络。

虚拟路由器

在一个虚拟化的环境中要求支持多租户。为了相互隔离租户，可以在第二
层和第三层上建立逻辑隔离。ExtremeXOS通过虚拟路由器的方式支持多
样的，隔离的三层转发域。

企业核心级可扩展性

SummitX670-G2系列为小型核心的骨干网和传统的三层网络结构提供了
更具成本效应的万兆以太网交换机。SummitX670-G2通过其核心级路由
和交换性能支持10G以太网园区聚合。

统一操作系统

极进网络通过在整个BlackDiamond和Summit产品系列中提供一个统一
的操作系统-ExtremeXOS，简化了网络运营。从100/1000Mbps的交换
机产品例如Summit	X430和SummitX440到多个10/40Gb端口的核心骨干
BlackDiamond模块化机箱式交换机，所有的交换机都能够运行同样版本
的操作系统，这有助于部署、运行和管理您整个网络并且降低运营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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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间断运行设计的模块化操作系统
可加载的软件模块

ExtremeXOS操作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动态地添加或者升级独立的软件
模块，而无需重启系统，从而实现了更高的网络可用性。

抢占式多任务处理和受保护的内存

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机允许多个独立的应用——如OSPF和生成树
协议（STP)——作为独立的操作系统进程来运行，并且各自受到保护而
不受对方的影响。这增加了系统的完整性，并且从本质上防护跨平台的
DoS攻击。

过程监控和重启

ExtremeXOS通过进程监控和重启增加了网络的可用性，每个独立的操作
系统进程进行实时监测。如果一个进程没有响应或停止运行，它可以自
动重启。

Rich	OAM	Suite–CFM，Y.1731，BFD

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机支持用一套丰富的协议集来帮助运行、管理
和维护。连接故障管理（CFM）能够发现、验证并且隔离发生在虚拟桥
接局域网的连接故障。Y.1731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CFM，但它是通过帧
延时和帧延时抖动测量的方式，它同时也支持性能管理。

双向转发检测（BFD）是一个hello协议，它提供了对转发路径故障的快速
检测，并且协助将控制平面连接性与转发平面连接性进行隔离。通过使多
个控制平面协议例如OSPF或者MPLS依赖于BFD来检测转发平面连接性故
障，网络操作人员能够从更简单的网络设置和规划以及一致的、可预测的
重新收敛时间中受益。

MPLS
可以通过可选的特性包的方式，在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机上启
用MPLS。MPLS可以实施流量工程和提供多服务网络以及提高网络弹
性。MPLS协议套件能够基于L2VPNS（VPLS/VPWS）、基于BGP的	
L3VPNS来部署服务；支持基于LDP、RSVP-TE或静态设置建立LSP；支持
融合的OAM工具，诸如VCCV、BFD和CFM；提供MPLS快速重路由以在
网络故障时实现快速的本地收敛。

高可用性的网络协议
以太网链路自动保护协议	(EAPS)

EAPS允许IP网络向用户提供传统语音网络级的恢复能力和正常运行时
间。EAPS比生成树和快速生成树协议更具适应性，并且在极进网络推荐
的配置下，不论VLAN、网络节点数量或者网络拓扑，都能够达到毫秒级
的恢复能力，提供一致的故障恢复能力。EAPS功能提升了网络恢复能力，
极大地减少了IP电话掉线率，并且使数字视频性能有了很大地提升。

生成树/	快速生成树协议

Summit	X670-G2在二层恢复中支持生成树（802.1D），每个VLAN生成
树		(PVST+),快速生成树（802.1w）以及多实例生成树	(802.1s)	协议。.

软件增强的可用性

即使网络基础结构一部分宕机，软件增强的可用性使用户仍然保持网络的
连接。	Summit	X670-G2使用高级三层协议例如OSPF、VRRP和Extreme	
Standby	Router	Protocol（ESRP，支持于二层或者三层）不断检测上连
链路的故障，并且动态地使数据流量绕过故障所在。

等价多路径

等价多路径(ECMP)路由允许对上连链路进行负载均衡，以实现性能提升
并且节约成本，同时能够支持冗余的故障恢复。如果一个上连链路失效，
流量将自动被路由至余下的上连链路，从而保持连接畅通。

链路聚合(802.3AD)

链路聚合允许一个单一逻辑连接中包括32个链路，实现每一个逻辑连接
的冗余带宽高达320Gbps。

多交换机链路聚合(M-LAG)

M-LAG通过将数据流量绕过网络瓶颈，减少单点故障的风险以及跨多台
交换机实现负载均衡，可以消除带宽限制并且提升网络恢复能力。

硬件冗余

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机支持双冗余交流/直流电源以提高可用性。
当电源出现故障时，可以进行热拔插和更换。Summit	X670-G2支持标准
化的N+1冗余热拔插风扇单元。

强健的IP和MAC安全框架
MAC锁定

MAC安全允许将一个端口锁定到一个给定的MAC地址，并且限制一个
端口的MAC地址数量。这个功能可以将端口指定为特定主机或者设备所
用，例如VoIP电话或者打印机，并且避免端口的滥用——尤其在酒店中
特别适用。另外，可以为MAC锁定设置一个老化时间计时器，保护网络
不受MAC地址攻击（通常快速地变换MAC地址）的影响。

IP安全

ExtremeXOS	IP安全框架帮助保护网络基础架构、诸如DHCP和DNS
之类的网络服务以及主机，使它们避免遭受欺骗和中间人攻击。它同
样保护网络不受静态配置的和/或者虚假的IP地址影响，建立一个外部
可信的MAC/IP/端口绑定关系数据库，以进行及时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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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

身份管理器允许网络管理员跟踪访问其网络的用户。用户身份
基于NetLogin认证、LLDP发现和Kerberos探听来捕获用户身
份。ExtremeXOS使用这些信息来报告用户的MAC、VLAN、计算机
名和端口位置。此外，身份管理器能够创建角色和策略，然后将两者
绑定到一起，根据组织架构或者其他逻辑分组来创建基于角色的配置
文件，并且将它们应用于多个用户以允许对网络资源的恰当访问。另
外，超越了将典型的源/目地址和MAC地址作为身份标准的访问机制，
对广泛字段访问控制列表的支持能够提供更多的过滤功能。

威胁检测和响应
CLEAR-FLOW安全规则引擎

CLEAR-Flow安全规则引擎提供了第一层的威胁检测和缓解，并且将流
量镜像到安全设备的对网络中的可疑流量进一步分析。

SFLOW流量监控

SummitX670-G2系列支持基于硬件的sFlow采样，它能够同时对所有
端口进行应用级的流量采样。

端口镜像

为了允许威胁检测和防护，Summit	X670-G2支持多到一和一到多的
端口镜像。这允许将流量镜像到一个外部网络设备，例如一个入侵检
测设备，以作趋势分析，或者给网络管理员做诊断用途。端口镜像也
能够用于堆叠中的交换机。

线速的入方向和出方向ACLS	

ACL是用于控制网络资源利用和保护网络的最强大组件之一。基于2
、3、4层头部信息例如MAC或者IP源/目的地址，Summit	X670-G2系
列支持每个系统多达4096个进项ACL和1024个出项ACL。ACL用于
过滤流量，对流量分类以控制带宽、优先级、镜像以及基于策略的路
由/交换。

拒绝服务保护

Summit	X670-G2系列能有效地处理拒绝服务攻击。如果交换机在
CPU的输入队列中检测到不同寻常的大量数据包，它将组合ACLs以自
动阻止这些数据包到达CPU。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ACLs会被移除，如
果攻击继续的话，又将重新启用。基于ASIC的LPM路由无需控制平面
软件去学习新的流，从而使网络对DoS攻击有更好的防御能力。

安全且全面的网络管理

随着网络成为企业应用的一个基础，网络管理成为解决方案中重要
的一个部分。Summit	X670-G2支持通过命令行接口CLI、SNMPv1

、v2c、v3以及嵌入ExtremeXOS	ScreenPlay的基于XML的Web用户
界面来进行全面的网络管理。通过极进网络模块化和可堆叠交换机的
多种管理选项和一致性，Summit	X670-G2系列交换机为苛刻的融合
应用提供了管理的简易性。

支持的协议和标准
可在极进网络网站中查看支持的协议和标准清单：

http://www.extremenetworks.com/go/xos



WWW.EXTREMENETWORKS.COM

http://www.extremenetworks.com/contact        Phone +86-10-65393900

©2014 Extreme Networ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treme Networks and the Extreme Networks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xtreme Networks,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name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Extreme Networks Trademarks 
please see http://www.extremenetworks.com/company/legal/trademarks/. Specification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8882-1014

X670 G2 – Data Sheet 5

规格

性能和可扩展性

Summit	X670-G2-48x-4q	-	1280Gbps交换带宽，	952Mpps	转发速率

Summit	X670-G2-72x	-	1440Gbps交换带宽，	1071Mpps	转发速率

9216	字节	的最大数据包大小（巨帧型）

支持存储转发和直通交换

小于300纳秒的延迟

128组链路聚合，每组最多32个端口

4096个VLAN（端口，协议，IEEE，802.1Q）

每台交换机4096个入项和1024个出项ACL条目
转发表

2层/MAC地址：288K

IPV4主机地址：136K

IPV4	LPM项：16K

IPV6主机地址：48K

IPV6	LPM项：8K
CPU，内存

1GHz	64位	CPU

2GB	DDR3	ECC	SDRAM

4GB	eMMC	闪存
QOS,速率限制

4096个入项带宽计量器和1024个出项带宽计量器

针对每个流/ACL的进出带宽策略/速率限制

每个端口8个QoS出队列

每个队列和端口的出方向流量整形

限速细粒度：8Kbps-1Mbps
LED指示灯

每端口状态指示灯：包括通电状态

系统状态指示灯：管理，风扇和电源
外部端口–X670-G2-48X-4Q

48个10GBASE-X	SFP+端口（1	Gb/10	Gb	双速率）

4	个40GBASE-X	QSFP+端口（10G/40G双速率）

一个RJ-45	RS-232c串行端口（控制端口）

一个10/100/1000	BASE-T带外管理端口
外部端口–X670-G2-72X

72个10GBASE-X	SFP+	端口（1Gb/10Gb	双工速率）

一个RJ-45	RS-232c串行端口（控制端口）

一个10/100/1000	BASE-T带外管理端口
POWER SUPPLY SUPPORT

Summit	550W	AC	PSU	-	Front-Back	and	Back-Front	airflow	options

Summit	550W	DC	PSU	-	Front-Back	and	Back-Front	airflow	options

功耗

交换机型号

Summit	X670-G2-48x-4q

Summit	X670-G2-72x
最小散热

325	BTU/hr

325	BTU/hr
最小功耗

95	W

95	W
最大散热

768	BTU/hr

939	BTU/hr
最大功耗

225	W

275	W

质保

•	 关于保修细节，请访问http://www.extremenetworks.com/go/
warra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