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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Safety
是如何工作的？

openSAFETY：
第一阶段
Christian Schlegel

面对面 Anton Meindl
EPSG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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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openSAFETY让
POWERLINK更加开放
随着POWERLINK Safety协议栈开放源
代码的发布，IXXAT将一项安全型数据
传输协议添加到了POWERLINK开源世
界。作为一家著名的数据通信系统服务
提供商以及Ethernet POWERLINK标准
化组织具有领导力的成员，IXXAT将利
用即将到来的SPS/IPC/Drives展会期间
在其网站上推出该协议栈的免费下载。
我们将在本期POWERLINK

FACTS中

为您独家呈现这项POWERLINK Safety
技术。您将对POWERLINK Safety技术
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以及它是如何通过软
件 实 现 的 。 作 为 I X X AT 公 司
CEO，Christian Schlegel会在我们的专
访中告诉您为何他的公司决定这么做。
您还能分享到EPSG首席执行官Anton
Meindl与Till

Jaeger博士的一些观

点。Jaeger博士是开源法律方面的一位
杰出专家，他会探讨在开放源码发布过
程中的一些专门的责任问题以及安全型
产品应当考虑到的分销问题。结尾的文

n
n
n 安全系统的目标

信息传输的完整性。在基于总线

为避免危及人身安全和设备的损

的安全系统中，总线协议必须能

坏，对机器与设备安全敏感区的

够对安全相关的网段及涉及的设

章就安全软件与硬件开发符合IEC

数据进行及时完整的传输是非常

备进行循环检查，这样才能确保

61508标准方面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信息。

重要的。各种原因会引发数据传

系统性能优越。一旦发生通信中

输失败，例如，数据包发送给错

断或数据传输不完整，它就会启

误的接收方或由于通信量超负荷

动机器或设备的安全停车机制。

希望您阅读愉快。如果您对这一话题有
任何进一步的问题，我非常欢迎您在即
将到来的SPS/IPC/Drives展会的EPSG
展台当面提出。

而引起数据传输延时。一些不利
条件也会导致数据包发生传输顺
序错误或者引起不正确的数据插
入。最后，电磁干扰也会威胁到

Rüdiger Eikmeier
EPSG总经理

n
n
n 基于协议的解决方案，无需额
外接线
Safety安全系统一直都是通过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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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Safety – 它是什么
n
n
n POWERLINK Safety
安全型总线协议POWERLINK Sa-

n
n
n 完全独立于现场总线

fety是一个针对机械与工厂自动化

n
n
n 安全响应时间仅100 μs

的实时以太网解决方案，具有微
秒级的循环周期。早在2004
年，POWERLINK

Safety就通过

n
n
n 自动设定安全参数
n
n
n 非常适合模块化机器安全概念

了德国莱茵TÜV测试，且安全敏

n
n
n 唯一100%开放的安全解决方案

感性应用满足IEC 61508 SIL 3（

n
n
n 纯黑色通道满足SIL 3

见第7页）和EN 954-1 CAT 4标
准。因此，POWERLINK

Safety

一般没有任何限制，非常适合如
电厂或交通系统中的安全级别应

线路和另外安装系统。

有人在危险区域，那么相应的编

用。

POWERLINK

的外部接线来实现的。一些新标
准如1998年发布的IEC 61508，
定义了“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
全系统的功能安全”，已经为基
于总线的安全系统扫清了道路，
这些安全系统的显著特征就是拥
有安全型传输协议，它允许将安
全功能转移到控制单元、I/O模块
和驱动器上。这也使安全措施对
日常生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机器人辅助生产的工厂中，只要

Safety允许在一条

n
n
n “智能安全响应”取代停机

程就能对生产路径进行灵活的调

POWERLINK

整。因此，安全型响应只应用于

Safety具备灵活的

线路上对一个系统上的安全数据

风险管理。“智能安全响应”会

和控制数据进行传输，而与使用

指示安全系统对各种情况做出灵

的总线无关。额外的安全硬件如

活且标准的响应。为了确保危险

控制器和I/O模块是必不可少的，

区域中的人员安全，让机器减速

以确保满足安全要求。然而，这

或限定安全扭矩就可以了，而无

些组件构成了一个齐次系统。有

需停机。这一响应可以维持轴同

了这一解决方案就不再需要并行

步，防止卸载、空转和重启。在

在近旁有人员的机电设备。

3

专栏

03/2010

POWERLINK Safe t
POWERLINK

Safety协议主要具

性的安全型架构来实现，它可以

它网络相连，且这两个网关传输

有三个突出特点：它定义了数据

使用到安全传感器、执行机构和

相同的数据，那么就会发生数据

传输，它具有更高级别的配置服

控制器，如一些提供并处理冗余

重复。

务，最为显著的是，它将安全相

数据的装置。

–如果一个网关无法传递数据或将

–最后，在标准数据和安全数据传

其送入错误的网络，那么就会发

输的网络中会发生所谓“错位”，

生数据丢失。

也就是由于数据混乱和插入导致

关的数据封装成一个极其灵活的
报文格式。在所有应用中，无论

以下段落对网络中可能发生的传

是针对有效数据传输，配置亦或

输错误以及POWERLINK

–如果由于数据包长度和传输路径

出 于 时 间 同 步 的 目

机制如何识别这些错误进行了纵

不同导致特定数据段的混乱，从

的，POWERLINK实际上都使用

览。

而造成数据包只能按部分数据包
顺序进行传输，那么就会发生数

了一个统一格式的数据帧。数据
帧的长度是可变的，它视传输数

n
n
n 引发错误…

据量而定。网络上的安全节点自

–如果一个网络通过两个网关与其

输。
–电磁干扰会使数据失真，从而破
坏某些比特位甚至整个信息段。

Safety

据插入错误。

标准数据被安全数据占据。这会
产生严重的问题。

n
n
n …POWERLINK Safety如何
处理

–高负载会导致网关延迟数据传

POWERLINK

Safety最为重要的

动识别内容，也就是说不必配置
数据帧类型和长度。由于POWERLINK Safety只使用OSI模型
中的应用层，因此它在使用中不
受总线协议的约束。然而由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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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是一个

件。POW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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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因此它是这一安全协议
使用的理想基础，但并非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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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高，循环时间短，抖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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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传输协议POWERLINK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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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不受总线约束的协议，
完全兼容基于以太网的，具有实
时 处 理 能 力 的 现 场 总
线。POWERLINK

Safety使用校

验和程序检查传输数据内容 是否
完整，并监测数据传输率。由于
POWERLINK具有极短的循环时
间，因此错误检测几乎没有任何
延迟。由于所有不规则的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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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被识别，所以即使不安全的
网络也具备安全功能。然而，对
于自动化解决方案来说，最高级
别的安全可以通过一个具有一致

图1：此表显示了所有已知的数据传输错误和POWERLINK Safety可应用的错误识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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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y – 它是如何工作的
机制之一就是时间戳，它能防止

这一机制被称为“看门狗”，它

的数据集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如

特殊的情况下，校验码仍然是作

数据重复、混乱和延迟。每个数

是一项基于软件的功能。

果检测到原始数据内容有任何偏

为一个校正物。POWERLINK Sa-

差，那么消息将被忽略。

fety帧的特殊格式，即带有各自校

据包在发送时都会被标上当前时
间的戳。这个戳可以使接收方避

POWERLINK

免双重读取，确定不同数据包的

特点是，它还具有唯一的8位或16

Safety帧的另一大

n
n
n POWERLINK Safety帧结构

位”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而且

时间顺序和延迟。POWERLINK

位识别标签，可以为地址域、所

POWERLINK

不会对错位的标准消息进行错误

Safety不依靠分布式时钟；一个特

含报文类型和帧类型进行编码。

传输的内容，然后将两个数据块

别的程序就能可靠地实现所有微

此标识符能够排除接收端的任何

结合为一个POWERLINK

验码的两个子帧，也会令“错

Safety会复制所需

的处理。

Safety

n
n
n POWERLINK Safety网络
一个POWERLINK

Safety网络可

以包含最多1023个安全域，每个

ᏻ

安全域允许最多1023个节点或设
备。安全域可以延伸到不同网

᳝ᬜ᭄ऎ

络，而且可以将分散的安全节点
集成到一个域中。安全和非安全
的设备可以在一个域中工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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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允许不同安全域之间进行互相
通信。POW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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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可以

使用户在一个网络上建立一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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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隔离区和单独的安全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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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例来说，安装在一个区
域，而生产可以在另外的区域顺
利进行。在每个域中都有一个安

图2：安全帧在标准帧的有效数据区中传输。它由两个同样的子帧组成，每个子帧都携带
一个独立的校验和以确保其完整性。

全配置管理器（SCM，Safety
Conﬁguration Manager）负责对
所有安全节点进行持续不断的监

帧。因此，POWERLINK

Safety

控制器的时钟同步。

数据混乱。CRC程序是识别原始
内容是否改变的最为可靠的方

帧包含两个拥有相同内容的子

实时监控是为了防止因数据丢失

式，它是利用多项式除法得到一

帧，每个子帧都有一个单独的校

或过长延迟引起的错误，这意味

个针对每个数据集的校验码，然

验码作为安全措施。接收者会比

着节点受到持续的监控从而得以

后把校验和与多项式作为一 个位

较这两个子帧的相同内容。在这

正常运行。此外，由于节点会做

序列附加到数据集上。该校验码

两个帧中相同数据被更改或破坏

出快速响应，因此使用者能够识

就成为了数据集的独特编码。接

的概率是相当低的，而且随着帧

别 数 据 连 接 是 否 建

收者采用位序列和密匙计算原始

长度的增加，这种概率就更低

Safety执行的

数据集，然后对接收到的未编码

了。这就是说，即使在这种极端

立。POWERLINK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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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AFETY
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安全型系统
专访ANTON MEINDL，EPSG首席执行官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Meindl先生，一年半之前，EPSG
已经发布了openPOWERLINK，
如今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SPS/
IPC/Drives展会上宣布openSAFETY的发布。那么，发布开源至
今您的亲身体验是如何的呢？
Meindl：我们感觉我们的开源政
策效果非常好。自从openPOWERLINK发布之日起，我们看到了
源码的下载量激增，并且收到了
非常多的咨询。除了德语系国家
外，在意大利、法国特别是亚洲
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在那
里，openPOWERLINK已经出现
了许多新的研发成果。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那么，EPSG发布安全型总线
openSAFETY的开放源码的初衷
是什么呢？

Anton Meindl, EPSG首席执行官
Meindl：它是全开放的，因为我
们打算为自动化行业中的用户提
供POWERLINK网络操作中所需

问是否还有一个针对安全型应用

WERLINK Safety一致，并提供相

为一个安全系统的集成部分来应

要的所有关键软件的开源版本-以

的开放系统。因此，我们非常高

同的功能范围。伴随着这一开放

用，贝加莱对此的反应是怎样的

确保他们获得最好的长期投资保

兴地看到，在这方面的专家IXXAT

源码的发布，制造商可以拥有一

呢？

障。德国思泰电子（SYSTEC

公司已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

个经测试且无开发风险的系统，

electronic）首先在去年四月份发

且即将提供openSAFETY。

布了POWERLINK主站和从站协
议栈的开源版本后，法国服务提
供商Kalycito在一年后跟进，发布
了一款针对POWERLINK网络的
免费配置工具openCONFIGURATOR。在此之后，很多制造商询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与现有的POWERLINK Safety相
比它有什么差别或限制吗？
Meindl：没有，该协议与PO-

他们能够在这一系统上开发自己

Meindl：没错，以前就有人提出

的产品。

过关于POWERLINK的一些类似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莱对于开放安全协议持有一种积

的问题。基于过去的经验，贝加
您不仅是EPSG的首席执行官，还

极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仅需

是贝加莱(B&R)的事业部经理。在

在设备上区别自己即可，因为我

Safety作

们有能力在设备上创造众多独特

贝加莱，POW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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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意味着什么？
POWERLINK

Safety已经通过了德国莱茵TÜV的SIL

3认

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SIL是指安全完整性等级，它是
由基于IEC/EN 61508的系统失效概率级别组成。SIL级别从
1至4，失效概率越低，SIL级别就越高。SIL 3对应失效概率
为每小时10 –7至10–8。IEC委员会曾经确定的通则是，安全
系统总线在所有失效中发生的概率不准超过1%。在实际情
况中，POWERLINK

Safety每小时发生的错误不会超过

10 -也就是说，约每11.5万年发生的错误不超过一次。
–9

够的支持。由于IEC 61508标准对

的卖点。如果你将一个协议作为
你的美国专利（USP），同时还

Meindl：这意味着，当openSA-

创建功能安全产品所需要的标准

适用于安全型协议的话，那么这

FETY在BSD授权下发布时，它只

翻译、文档规范和特殊项目管理

就会在你的部分客户处产生负面

能通过IXXAT的网站经注册后才能

技巧等要求很高，因此无疑将为

的印象。开放性的趋势越来越明

下载。

制造商节省大量的时间、金钱和

显-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等同于具有

精力。只要你具有专业知识与必

长期投资可行性。对于标准网络

要的经验且无需外部帮助，就可

技术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未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以获取openSAFETY的免费软件

来的安全协议也一定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要素，无需支付任何授权费用。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Meindl：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对

如果任何人都能修改软件的话，
那么像POWERLINK Safety这样
的安全型产品是否会因用户更改
协议而有可能使安全功能丧失
呢？

安全敏感型产品的特别考虑。只
有这样，IXXAT才能够为那些已经
下载了openSAFETY的人提供软
件相关的重要信息或通知他们版

The Magazin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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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更新或修改。

Meindl：您在这里指出了非常重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要的一点，事实上，这也是我们

您认为“下载者”是否具备将软

与我们的法律部门探讨的问

件安全应用于他们的设备所需要

题。SIL 3系统的TÜV认证只针对

的专业Know-how？

未修改过的原始协议栈有效。应
用程序在实际使用中的每次修改

03/2010

Meindl：这完全取决于 具体情

都需要权威机构做出全新的检查

况，虽然我们为所有用户提供了

或认证。由于在开放安全型软件

一次审查源代码的机会。他们是

方面还没有应用先例，所以我们

否使用、如何使用软件取决于开

在开源领域正在开辟新天地。

发部门使用代码的经验和能力。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开发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无论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何我们建议他们向专家寻求足

如果用户缺乏符合IEC标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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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A F
的基本安全机制有效。

Schlegel：
一般来说，为了符合标准，任何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安全型硬件与软件的开发必须遵

但是，如果用户不能改写协议栈

循IEC

的话，那么他们又如何从开放源

题变得有点复杂。开发过程是由V

码中获益呢？

形开发模式为指导的。有人会

Schlegel：

规划整个安全开发过程；它应用

并非用户不能修改协议栈，在功

了一种循环周期分析、开发、验

能上更改或优化当然是可以的。

证以及广泛文档的结构。除了这

61508要求，这就使问

说，V形模式可以作为规则，用于

IXXAT公司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Schlegel先生就POWERLINK

但是，如果修改过的协议栈想要

些程序外，还必须建立一个功能

Safety协议栈的开源发布以及带开源许可的安全型软件的相关事

用于实际应用，那么它必须接受

安全管理系统(FSM)。对于SIL

宜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复审和新的认证。按照惯例这是

３来说，功能安全评估包括开发

必需的，因为制造商为了使协议

过程和FSM，它应该由一家独立

栈适应他们的硬件就必须创建新

的机构（如TüV）来进行。因此，

的或经过修改的代码，而认证基

制造商在寻求其产品符合IEC

本上是针对具体产品发出的。因

61508功能安全标准方面需要大量

此，我们这项技术发布的初衷是

的方法技巧与足够的资质。为了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Schlegel先生，是什么促使您和

为用户以及其他相关方提供两样

推动这件事的向前发展，我们提

您的公司将POWERLINK Safety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东西：首先，我们将代码开放给

供大量的服务，包括亲身介绍

协议栈公之于众的？

这有什么不同呢？

那些正在开发安全产品或计划这

POWERLINK

项开发的制造商，让他们熟悉这

openSAFETY协议栈，创建系统

Safety并实践

Schlegel：

Schlegel：

项技术，把它作为自己方案开发

并配置概念，定制化且符合IEC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持EPSG关于

不同之处在于责任问题。在这方

的基础甚至用于自己的通信协

61508标准的软硬件开发与认证，

创建一个开放的POWERLINK世

面，安全型产品是一个非常敏感

议。其次，开源技术的发布解除

以及一些其它的支持与维护服

界的方针。POWERLINK用户组

的 领 域 。 目 前 只 有

了用户本应支付的许可费。当

务。

织在去年发布了POWERLINK开

POWERLINK

然，我们也会为制造商提供我们

源版本，openCONFIGURATOR

协议栈满足TÜV认证SIL

于今年跟进，虽然开放POWER-

准。它是一个示例认证，因此，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LINK Safety与开放POWERLINK

很显然它只针对未经修改的协议

你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协议栈根本不同，但是我们觉得

栈以及符合POWERLINK

Safety这种形式的
３标

Safety

自己的服务。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如果我对你们的POWERLINK
Safety协议栈感兴趣的话，那么
我可以在哪里获得呢？IXXAT会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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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TY：第一阶段
把它放在Sourceforge.net吗？

随着自动化范围的不断发展与扩

关 于 公司

大，有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用到
Schlegel：

安全数据传输技术，以确保自动

IXXAT是一家为自动化与汽车行业提

不会，由于同样考虑到法律问题

检测传输错误，防止功能失效。

供工业数据通信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主

和用户安全问题，至少我们在第

从最广义上看，我首先想到了医

要供应商。在工业通信系统中，一些

一步中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将在

疗技术和汽车技术。另一个重要

关 键 技 术 是 由 基 于 C A N

IXXAT网站上提供相关协议栈的免

的行业是户外机械，如起重机、

(CANopen、DeviceNet)、Ethernet

费下载，但需要先注册，所以一

挖掘机等等。

IP、ProﬁNet、EtherCAT、 SERCOSIII、Modbus/TCP)以及与

旦协议栈有任何修改我们就能通
过电子邮件告知用户。我们将会
认真考虑采取怎样的形式以及是
否最终会在Sourceforge上发布。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尝

Internet协议和IEEE1588相关的TCP/IP的解决方案所构成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对制造商和IXXAT来说，免费获
取协议栈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试，因此我们会采取循序渐进的
做法。

Schlegel：
对于制造商来说，openSAFETY
是免费实现安全系统及组件的基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础。但是，每一个安全技术制造

POWERLINK Safety协议栈已在

商都会对软件做出一些修改以适

哪里得到过应用？软件运行可靠

应他们的硬件。在此过程中，制

吗？

造商们可以选择自己来完成或寻
求IXXAT提供服务。此外，我们不

Schlegel:

仅是一家软件提供商，我们的服

当然，贝加莱在他们的安全控制

务范围还包括定制化硬件的开发

器和安全I/O中都使用到了相关的

和客户自定义产品的维护。缺乏

协议栈。

安全技术相关经验的制造商也许
会认为委托一家像IXXAT这样的外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部服务提供商进行复杂的开发更

您认为安全技术在哪些领域具有

为经济。安全技术的开源可以为

发展潜力呢？

行业中的制造商提供更大的选择
余地。

Schlegel：

POWERLINK、EtherNet/

的。在汽车应用领域，一些重要的解决方案都是基于CAN（诊
断协议、SAEJ1939）、FlexRay和LIN。该公司的产品包括接
口卡、测试系统、分析工具和协议软件。IXXAT公司的工程服
务为通信系统的引入与操作提供全面的支持：从培训与咨询，
系统方案设计，定制化软件与硬件开发，到客户自定义产品的
供应与维护。此外，IXXAT还拥有按照IEC

61508开发与安全

有关的软件与硬件的经验。

nnnnnnnnnnnnnnnnnnnnnnn
那么，你们从中获益了吗？

并非教条式地对待这一问题，我们
还提供针对其它基于工业以太网的
通信系统的广泛服务，我们确实认

Schlegel：
当然，我们将从中获益，并且作为

为POWERLINK及其在高可用性网
络与安全方面的应用潜力是对

一家安全技术方面值得信赖的合作

CANopen的完美补充。此

伙伴将获得更多的曝光率。一段时

外，POWERLINK Safety也适用于

间以来，我们在CANOpen上面也

CAN网络。

有相似的经历。显而易见，我们已
经在CAN世界中获得了成长，而且
我们感觉开放标准对所有人都有
利，它会推动市场向前发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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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 Jaeger博士是柏林JBB Rechtsanwälte的合伙人，这家法律事务所专为IT业提
供知识产权保护及企业级客户咨询服务。在2000年，他共同创立了自由及开源
软件法律问题协会（ifrOSS），该协会是从学术视角对开源软件及其知识产权立
法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Till

Jaeger是知识产权法及媒体法方面公认的专

家，同时他还合著了标准作品“开源软件-自由软件中的法律问题”。

安全开源
存在责任问题吗？
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自动化

西作为补偿时都会对其故意和疏

有满足安全相关的预期时，那么

别情况如安全相关性和 软件价

行业中使用开源软件已经变得习

忽的行为负责。值得注意的是，

就会出现软件缺陷的责任承担问

格，以及技术方面的知识。这些

以为常。一方面，全面授权的确

这不受开源许可中常见的法律责

题。在这种情况下，卖家必须对

信息要求涉及到一些客户投诉的

让用户获益，另一方面，只要软

任与保证条款的影响，这至少在

满足安全级别的故意或疏忽行为

集合与审查-因此软件制造商们无

件制造商在开源许可证如GNU通

德国是与适用法律所涉及的一般

引起的损失进行补偿，与此同

法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所以，

用公共许可证（GPL）授权下进

条款及细则相矛盾的。

时，如果损失是由重大疏忽引起

一项下载服务不仅应该提供开源

的话，免费软件许可的授予者只

软件，而且还应该启用错误报

需要为有意曲解产生的直接损失

告，与软件获取者建立一种有效

行开发，那么他们就会面对责任
范围问题。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提

然而，当软件通过诸如免费下载

供专有的安全标准，比如他们可

这样的方式分发时，责任情况就

以及其它受法律保护的相关利益

的联系方式，及时将相关信息告

以提供合适的安全证书，那么是

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在法理学

损失负责。

知他们。但是，想要补救已发生

否会出现额外的责任呢？

角度适用于法律捐赠。正如一句
格言所说“馈赠之物切莫挑剔”

错误的时候就不可能应用一般义
虽然有一些责任是属于免费提供

务了。

为了理解使用开源软件的法律责

，如果一个产品引起了产品以外

开源软件的开发者的，但是那也

任，我们必须知道责任范围并非

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损害，比如

仅限于一些未经修改的程序。如

除了对自己的产品具有监督上的

与许可模式类型有关，而是与实

与软件相关的机器故障引起人员

果对开源程序进行过修改的任何

合同责任和义务外，还有严谨的

际的分发模式有关。作为一项规

伤害时，软件提供者只承担故意

人能够证明所引起的具体损失在

法定产品责任，即无论是否有过

则，不论是所谓的专属软件还是

行为，包括有意曲解、沉默、重

不修改软件的情况下依然会发

错都具有的责任。然而，它仅适

一个开源程序都涉及到软件的责

大疏忽等过失。

生，那么他或她只承担许可授予

用于个人消费者遭受的身体伤害

者的责任。由于在实际情况中这

和财产损失。这种保护消费者的

样的证据通常是很难获取的，因

方式不仅会影响制造商也会影响

任问题。任何人在出售由开源软
件开发的产品时都需要对这些产

因此，制造商或者开源软件许可

品的买家和专属软件的用户负

的授予者相比分销产品中程序的

此发布开源的软件制造商对责任

分销商。每一个软件供应商都必

责；客户为整个产品买单，因此

分发者来说所承担的责任要小很

风险的关注度在许多情况下或许

须承担这一基本的责任，这种责

他们就希望系统与所包含软件的

多。这同样适用于带安全证书而

很小。

任不涉及一般经济损失，但实际

具体许可无关。因此，重要的不

获得用户信任的开源软件。安全

很少与此有关。

是软件所能提供的用户权限范围

证书并不会导致归责扩大，即是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无论是分销

大小，而是软件需要付费还是免

否需要为疏忽行为或仅仅针对故

商还是制造商，在提供免费软件

费。作为产品分销的一部分，开

意曲解而承担责任，而主要会对

时都有义务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监

源软件的提供也可以被视为与受

软件缺陷的认定产生影响。如果

督。一般义务包括已知软件相关

益价值相等的回报。

一般来说，任何人在提供某些东

一家软件购买者因为卖家的公开

缺陷的信息要求以及应该采取的

声明或指定的证书而预期它具有

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取决于危险

特别的安全特性， 然而软件并没

性的规模和范围，一些其它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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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制造商
需要考虑什么呢？
电子设备制造商寻求开发符合功能安全IEC

61508标准的产品

相比开发一些仅仅拥有专门技术的产品具有更高的要求。安全
设备的开发是一项管理任务，这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采用各
种先进的方法技能。

而且随着项目的进行还需时刻对

形图。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与工具

其进行评估，以免事后补救的费

取决于所要达到的SIL等级，这需

用太高。无经验的开发人员常常

要合格的开发人员采用大量先进

希望审核员提供准确的补救说明-

的方法技能。很显然，功能安全

但这没有用，因为审核员只会检

开发对整体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

查系统是否符合标准。以设计为

求。缺乏这些经验的制造商最好

导向的管理计划是解决任何故障

向专业服务提供商需求咨询。额

的唯一方式，它系统地定义了每

外的花费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免费

个开发阶段的方法与措施，并且

使用openSAFETY和openPOW-

考虑到了整个安全生命周期。

ERLINK协议中获取补偿，它可以
为制造商分担一部分针对数据通

n
n
n 避免系统故障，控制意外故障
项目所涉及的大量文档并不是花
费巨大精力的唯一原因。还包括
风险分析、开发步骤的调整与确
认分析，从而排除任何系统故
鉴于IEC 61508拥有广泛的与文档

新产品的开发。因此，开发部门

相关的义务以及大量的分析与验

必须定义并建立经IEC 61508标准

意外故障，而是需要借助一些系

证证明，它构成了影响公司的一

授权的程序来遵循。首先，必须

统诊断工具对故障的可能性做分

项管理挑战。安全完整性等级

根据规划的安全功能来对现有的

析。一位安全经理必须为基于安

（SIL）经常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设

设备软硬件进行分析。通常对硬

全计划的所有活动承担相应的监

备规范。实际上，IEC 61508标准

件做出一些小修改就行了，有时

督责任。

适用于产品的整个安全生命周期-

候也可以保留一些现有的软件部

从概念设计到规划并开发，到生

分。对复杂的标准以及审查与认

n
n
n 软件开发模式:V模型

产、运行、诊断、维护、维修，

证程序缺乏很好的理解往往会使

为了在项目中按照标准尽快确定

直至最后报废。它甚至延伸到了

目标很难达成。工作进程不够系

故障，整个项目开发顺序应该参

具体安全设备与系统的拆除。一

统加上程序定义不充分也会增加

照V模型。这一项目管理模式整合

些制造商很快就被IEC标准文档的

其复杂性。当一开始必须对每个

了所有的项目开发阶段，如需求

复杂性难倒了。

组件定义安全要求时，经常会犯

分析、设计、实现、软件与硬件

障。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消除

的错 误是，与安全相关的和与安

测试以及整体系统验证，根据时

n
n
n 功能安全管理

全无关的系统分开开发。同样，

间与细节针对离散步骤创建一个V

“使用中验证”批准并不适用于

整个过程还必须得到持续审查，

信解决方案开发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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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TOP TEN

TOP 6: 300%的保护

100 % safe with POWERLINK Safety
100 % secure due to separate domains
100 % reliable due to High Availability services

实时域与非实时域的清晰隔离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机器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POWERLINK就是这样完美的保护着
您的设备和投资。
www.ethernet-powerlink.cn

FR&P

6

POWERLINK的安全性通过了从TüV SIL3的安全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