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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ATTO 10/25/40/50/100GbE 以太网网卡
ATTO FastFrame™ 3 PCIe 3.0 智能网卡

               ATTO FastFrame™ 3 智能网卡——ATTO的第三代以太网连接产品。提

供无与伦比的性能、行业最低的延迟且支持最苛刻和最复杂的生态系统所

需的多功能性。支持高达100GbE的线路速度和低至1μs的延迟, FastFrame 3 

智能网卡 可用于整个数据中心——从核心到边缘。

         由于以太网网络在增强以处理大型块存储, 依靠30多年来深受客户信赖

的公司来移动和保护他们的数据. FastFrame 3 适配器适用于媒体和娱乐应用,

例如视频后期制作, 整理, 成像 存档和工作组文件共享, 以及 IT 应用,例如数
据分析, 高性能计算 (HPC) 集群, 超融合服务器和大型数据库分析。

针对数据中心应用进行优化

关于虹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ATTO技术公司在中国的官方合作伙伴。虹科与ATTO将共同关注于为数据密集型计算环境提供网络和存储连接以及基
础架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性能的产品与服务。
         依附于我们十多年的客户积累和方案提供经验，虹科与ATTO共同为数据密集型计算环境提供网络和存储连接以及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涉及到的产品
包括：光纤通道卡、thunderbolt适配器、SAS/SATA适配器、存储设置、智能网卡等等。旨在高效、经济地帮助客户管理、存储和交付他们的数据。我们
的产品利用新的存储架构和传输协议，带来极佳的性能、一键安装和流畅的数据流，满足了市场对追求更高性能产品的要求。

   ATTO FastFrame™ 3 智能网卡完全支持TCP/IP、UDP、iSCSI和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 (RoCE)，能够提供当今数据中心核心所需的带宽。

                ATTO 使用最新的控制器技术来加速数据 I/O 并提供行业领先的性能。

通过产品中内置的端到端服务质量算法，即使是长距离上，网络拥塞也会

大大减少，从而确保结构高效运行，并且不受阻塞可靠性较差网络的大量

存储数据的阻碍。此外，FastFrame 3 智能网卡具有内置的硬件卸载引擎，

包括CPU传输层卸载和NVMe over Fabric 目标卸载，以加速数据并减少服务

器开销。

          FastFrame 3 智能网卡能够协商从通用的25GbE一直到100GbE核心结构

应用的速度 ——只需选择适合您工作的集成QSFP 28的光纤。 无需管理库

存和供应商配置，有了 ATTO FastFrame  3，一张卡确实可以在您的数据中

心工作。

专为4K/8K数字视频设计的性能 

         传输控制协议开销造成的带宽减少使许多竞争性的网卡无法支持8K视
频。相比之下，FastFrame 3 智能网卡利用RoCE来释放整个管道, 为多个原始
8K和4K视频流提供足够的带宽。

技术特点
• 单端口和双端口配置

• 支持高达100Gb/s 的吞吐量

• 高性能x8 或 x16 PCIe 3.0 总线

• 薄型外形尺寸

• 对Windows®、macOS®和Linux® 操作系

统的驱动程序支持

• 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 (RoCE)实
现了业界领先的低延迟并降低了Linux®
和 Windows的CPU利用率

• 端到端服务质量和拥堵控制

• 支持用于 40/50/100GbE 连接的 QSFP28 
连接器

• 支持用于25GbE 连接的SFP28 

• 基于TCP/UDP/IP硬件的无状态卸载

• SR-IOV 技术将适配器资源专用于服务

器内的虚拟机

• 保证带宽和低延迟服务

• 节能以太网可实现市场上 40GbE 网卡的
最低功耗

• 基于硬件的I/O虚拟化

• NVGRE 和 VXLAN 封装流量的硬件卸载

FastFrame N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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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 FastFrame N351 N352

端口 一个 两个

总线特性 x8 PCIe 3.0 x8 PCIe 3.0

连接器 QSFP28 QSFP28

外形规格 薄型 薄型

最大传输速率 50 GB/s 50 GB/s

直接连接 SKU FFRM-N351-DA0 FFRM-N352-DA0

应用

               ATTO FastFrame™ 3 网卡专门为需要低
延迟、高带宽数据传输的应用而打造，包

括HPC集群、云环境、数据中心的机架式
服务器以及高分辨率4K和8K视频。

一般特点

• 通过 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 
(RoCE) Linux® 和 Windows® 支持远程直接

内存访问 (RDMA)

• 端到端服务质量和拥堵控制

• 删减编码卸载

• 高级存储功能,包括 NVMe over Fabric 卸

载

• T10-DIF 签名交接

• NVGRE 和 VXLAN 封装流量的硬件卸载

• 基于硬件的I/O虚拟化

• Tx/TCP 分段卸载
(Large Send Offload—LSO)

• 低延迟中断

• 支持PCI-SIG SR-IOV 

• 中断 INTA, MSI, MSI-X

• 直接缓存访问 (DCA) 可消除高速缓存未
命中并减少 CPU 负载

• 支持即插即用规范

• 高级数据包过滤   

用户利益

• 多重卸载可降低CPU利用率并提高吞吐量 

• 低功耗减少了电力和冷却成本

• 通过单链路的高带宽降低总拥有成本

（TCO）

• 单适配器解决方案是IT和M&E市场众多

应用的理想选择

管理工具

• 使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和远程网

络监控 (RMON) 统计计数器轻松监控系统 

支持的操作系统

• Windows®

• Windows Server®

• Linux®

• macOS®

• illumos

外部连接
• QSFP28 
• 通过适配器提供SFP28

•  每个端口2个LED指示灯 

网络标准
• IEEE 802.3by (25 Gb以太网)

• IEEE 802.3ba (40 Gb以太网) 

• IEEE 802.3cd  (50 Gb以太网)

• IEEEE 802.3z (100 Gb以太网)

• IEEE 802.3az (节能以太网) 

• IEEE 802.1p (优先编码) 

• IEEE 802.3ad (链路聚合) 

• IEEE 802.1qbb (优先流量控制)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
• 温度: 0 - 55° C 

• 所需气流: 100 lf/m 

• 湿度: 10-90% 无冷凝
存储温度

• 温度: -40°-70°C 

• 湿度: 5 -95% 无冷凝

机构审批

• FCC Part 15 Subpart B, Class A

• EN55022: 2010, Class A

• EN55024: 2010 

合规
• EN60950-1

• EN60825-1

• EN60825-2

• RoHS 

保修期

• 3年

FastFrame N352

FastFrame N311

ATTO FastFrame N311 N312

端口 一个 两个

总线特性 x16 PCIe 3.0 x16 PCIe 3.0

连接器 QSFP28 QSFP28

外形规格 薄型 薄型

最大传输速率 100 GB/s 100 GB/s

直接连接  SKU FFRM-N351-DA0 FFRM-N352-DA0

ATTO FastFrame™ N322

端口 两个

总线特性 x8 PCIe 3.0

连接器 SFP28

外形规格 Low Profile

最大传输速率 25 GB/s

直接连接  SKU FFRM-N322-DA0

FastFrame N351 FastFrame N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