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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有的实时以太网的比较
1.1

总线概述

现场总线由来已久，几种出现较早、应用较多的现场总线，如 CAN、RS485 等，这些
总线传输速度慢、每帧传输的数据包小。随着工业自动化由低速向高速、由低精度向高精度、
由集中式控制向分布式控制的发展，对现场总线的传输速度和数据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于
是就有很多厂家提出了基于以太网技术来实现现场总线，由此诞生了 POWERLINK、
SERCOS、EtherNet/IP、ModBusTCP、ProfinetSRT、EtherCat、MECHATROLINK 等这些工
业实时以太网的技术。
目前高速实时现场总线种类繁多，很多厂家都在推广自己的总线协议，这些协议从性能
上可分为两类：高实时总线和低实时总线。
低实时性的总线：EtherNet/IP、ModBusTCP、ProfinetSRT
高实时性的总线：POWERLINK、EtherCat、MECHATROLINK、SERCOS。
在这三种总线中 EtherCat 和 MECHATROLINK 需要用专用的 ASIC 才能实现，之所以
采用 ASIC 芯片来实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能够控制市场，使总线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处于有利
地位，以便在将来可以垄断市场，控制竞争对手。众所周知，工业自动化行业的厂家在 2009、
2010 年取得了大丰收，很多公司的业绩翻了一倍。他们不缺客户、不愁订单，但是发愁芯
片，由于很多芯片采购不到，而不得不丢掉很多客户。提供 ASIC 解决方案的公司，目的就
是通过 ASIC 来控制市场、控制竞争对手。
EtherCat 的 ASIC 芯片只提供了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而没有实现应用层。用户买了
ASIC 芯片，还不得不自己来实现应用层（如 CANopen），这需要花费用户很长时间。此外
不同用户实现的应用层往往不同，这就造成同样都是基于 EtherCat 的设备，却相互不能通
信。
POWERLINK 是一个可以在普通以太网上实现的方案，无需 ASIC 芯片，用户可以在各
种平台上实现 POWERLINK，如 FPGA、ARM、x86CPU 等，只要有以太网的地方，就可以
实现 POWERLINK。
POWERLINK 公开了所有的源码，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和使用（就像 Linux）。
POWERLINK 的源码里包含了物理层（标准以太网）
、数据链路层（DLL）、应用层（CANope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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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完整的代码，用户只需将 POWERLINK 的程序在已有的硬件平台上编译运行，就可以
在几分钟内实现 POWERLINK。
POWERLINK 是一个易于实现的、高性能的、不被任何人垄断的、真正的互连互通的
平台。
POWERLINK 定义了一个精简的、实时性极高的数据链路层协议，同时定义了 CANopen
为应用层协议。这样用户在实现了 POWERLINK 的同时，也实现了 CANopen。
在纷繁的总线协议中，POWERLINK 将是实时以太网的未来，原因如下：
1.

POWERLINK 是一项开源技术，开放性好，无需授权，无需购买。

2.

POWERLINK 基于标准的以太网，无需专用的 ASIC 芯片，有以太网的地方，就可
以实现 POWERLINK，硬件平台多种多样（ARM，FPGA，DSP，X86 等），不依
赖于某一个公司。

3.

POWERLINK 速度快，
支持 100M/1000M 的以太网。
以太网技术进步，
POWERLINK
的技术就会跟着进步，因为 POWERLINK 站在标准以太网的肩膀上。

4.

POWERLINK 性能卓越，使用价格低廉的 FPGA（几美元）来实现 POWERLINK，
性能也能达到 100-200us 的循环周期。

5.

POWERLINK 支持标准的网络设备，如交换机、HUB 等。支持所有以太网的拓扑
结构，使得布线更自由、更灵活。

6.

数据吞吐量大，每个节点每个循环周期支持 1500 字节的输入和 1500 字节的输出。

1.2 几种典型总线的原理
1．PROFINET
PROFINET（“过程现场网络”）按照对于确定性的需求而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等级实现：
PROFINET RT 用于软实时或没有实时性要求的应用，而 PROFINET IRT 则是针对硬实时
需求的应用。该技术由 SIEMENS 和 PROFIBUS 用户组织 PNO 的成员公司共同开发，它
是基于以太网的 PROFIBUS DP 的成功应用，PROFINET I / O 指定所有 I / O 控制器之间
的数据传输以及参数化，诊断，和网络的布局。为了覆盖不同的性能等级，PROFINET 使
得各协议和服务可自由采用生产者/消费者原则。高优先级的有效载荷数据通过以太网协议
并以以太网帧 VLAN 的优先次序直接发送，而诊断和配置数据发送使用 UDP/ IP。这使系统
实现循环周期时间约 10 毫秒的 I / O 应用。对于时钟同步周期时间要求低于毫秒及运动控制
应用，则提供 PROFINET IRT，它实现了一个分时复用的硬件同步开关－所谓的动态帧包
装（DFP），为用户提供一个新的 PROFINET 周期时间的优化设计并在 2009 年发布此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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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therNet / IP
EtherNet / IP在标准以太网硬件上运行，并同时使用TCP/ IP和UDP/ IP进行数据传输。
由于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为CIP协议所支持，EtherNet / IP采用不同的通信机制来处理，例如
周期性轮询，时间或事件触发， 多播或仅采用点对点连接方式。“CIP应用协议区分“隐性”I /
O消息和“显性的”请求/应答报文配置和数据采集。当显性信息嵌入到TCP帧，实时应用数据
通过UDP由于发送后者的协议更紧凑的格式和更小的开销。形成一个中心星型拓扑结构网
络，开关设备防止数据碰撞挂钩，通过点至点连接。 EtherNet / IP网络通常实现10ms 左
右的软实时性能， 而CIP Sync和CIP Motion及精确的节点同步则通过在IEEE 1588标准定
义的分布式时钟方法可以达到极低的循环周期和抖动，使得它能够用于伺服电机的控制与驱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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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therCAT
EtherCAT是基于集束帧方法：EtherCAT主站发送包含网络所有从站数据的数据包，
这个帧按照顺序通过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当它到达最后一个帧，帧将被再次返回。因此，
EtherCAT网络拓扑总是构成一个逻辑环。
当数据帧通过节点时，节点会处理帧中的数据，每个节点读出要接收的数据并将相应
要发送的数据插入到帧中。这种处理方式，的确加快了数据的传输速度，降低了通信的循环
周期。不足之处是，这种对数据帧的高速处理，要求很高。每个节点在对数据帧处理时，即
使有一点偏差也会造成整个数据帧的CRC错误，从而使整个数据帧被丢掉。这使得对产品
本身的EMC，以及使用现场的环境，线缆等的要求都很高。为了支持100 Mbit / s的波特率，
必须使用专用的ASIC或基于FPGA的硬件来高速处理数据。
此外由于网络上所有节点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共用同一个数据帧，一个以太网的数据帧
容量有限，这就使得EtherCAT不能被用于大数据量的应用场合。

EtherCAT过程同步
每个从站通过由主站提供的一个类似于IEEE1588的实时时钟进行同步。有处理实时和非实
时的机制。在物理层，EtherCAT协议不仅在以太网上运行，也可以采用LVDS（低压差分信
号）
。EtherCAT采用带有标准以太网接口的PC作为一个主站。EtherCAT没有定义应用层协
议，因此用户需要自己开发应用层，如CANope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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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RCOSIII
这是一个免费提供的面向数字驱动接口的实时通信标准，SERCOSIII不仅有特定的物
理层连接的硬件架构，同时SERCOS接口的协议结构和应用规范的定义也是特定的。
SERCOSIII是SERCOS的第三代，SERCOS是1985年被推向市场，是一个标准的遵循
IEEE802.3的数据传输协议，这个通信系统最初使用在基于运动控制的自动化系统，一个已
注册的协会-SERCOS国际协会,支持这项技术的发展并保持标准的一致性。

SERCOSIII在主站和从站均采用特定的硬件，这些SERCOSIII硬件减轻了主CPU的
通信任务，并确保了快速的实时数据处理和基于硬件的同步，同时，从站需要特殊的硬件，
而主站可以基于软件方案，SERCOS用户组织提供SERCOSIII的IP Core给基于FPGA的
SERCOSIII硬件开发者，SERCOSIII采用集束帧方式来传输，网络节点必须采用菊花链或
封闭的环形来拓扑，由于Ethernet的全双工能力，菊花链实际上可以由一个独立的环构成，
对于一个正确的环形拓扑将提供一个双环，允许冗余数据传输，直接交叉通信能力是由每个
节点上的两个端口来实现，在菊花链网络，实时报文在他们向前和向后时经过每个节点，因
此，他们在每个循环上处理两次，设备具有在同一个通信循环里进行两次通信的能力，无需
经过主站对数据进行路由。
除了实时通道（它也使用时间槽方式去避免数据碰撞），SERCOSIII也提供可选的非
实时通道来传递异步数据。在通信循环的第一个实时报文初期，主站同步报文MST被嵌入
到第一个报文，确保在100nS的高精度时钟同步，基于硬件的过程补偿了实时延迟和由于以
太网硬件造成的偏差，不同的网络片将使用不同的循环时钟直到实现所有的同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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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和 EtherCAT 的比较

1.3

经常会被人问及这个问题， 因此在这做一个详细的比较。总的来说，POWERLINK 和
EtherCAT 性能差不多，对于 POWERLINK，一个主站带１０个从站的网络，最小的循环周
期在 200 微秒左右；对于 EtherCAT，一个主站带１０个从站的网络，最小的循环周期在 100
至 400 微秒左右，取决于用户添加的应用层以及主站的性能等；
此外，EtherCAT 当初是根据机器设备的控制需求制定的一个方案；而 POWERLINK 是
当初的设计目标是工业现场总线，除了可以用于机器控制，还可以用于过程控制，DCS 系
统等。

下面我们着重比较一下 POWERLINK 和 EtherCAT：
所涉及的內容如下：
（
‘—’ 代表差， ‘+’代表中等，‘++’代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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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技术的所有者：
POWERLINK 是一项公共且公开的技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无偿用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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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用途。POWERLINK 的实现方案之一 openPOWERLINK，是一套开源的解决方案，它遵
循 BSD license。
EtherCAT 是一项私有技术，它属于 Beckhoff 公司,使用这项技术的人需要向 Beckhoff
公司支付 license 费用，
即使用户根据 EtherCAT 技术标准自己开发的方案，
也需要支出 license
费用。

二: 实现成本
POWERLINK 的主站和从站，都基于标准以太网。可以在 ARM , DSP 等带有以太
网接口的芯片上实现；也可以在 FPGA 上实现，如果采用 FPGA 实现，从站需要 5000Les。
至于实现成本，也就是 ARM , DSP，FPGA 的价格，通常这些芯片的价格在２－５美金。
EtherCAT 的从站可以购买 ASIC，价格在 10 个美金以上；也可以采用 FPGA，如果
采用 FPGA 实现，需要 15000Les 以上，此外还需要花１０万至２０万人民币来购买 IP core。

三:主站的实现
POWERLINK 的主站可以采用 MCU 或者 CPU 来实现，
也可以采用 FPGA 来实现。
从网上可以下载基于不同平台的源代码。基于 FPGA 的主站方案，可以灵活的满足各种需
要，而不用考虑 HOST 采用何种软件平台，何种硬件平台。
EtherCAT 的主站目前只有基于高性能 CPU 的方案。除了高性能 CPU 以外，还需
要实时操作系统。因为如果操作系统不实时，也无法保证 EtherCAT 的实时性。例如，硬件
采用 X86 的 CPU，操作系统选用 Windows，那就无法达到硬实时。然而实时操作系统的选
择，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

四： CANopen 的兼容性
POWERLINK 提供了统一开源的 CANopen 代码，对于 POWERLINK 的使用者由
于采用了统一标准的 CANopen 应用层，这就保证所有 POWERLINK 的设备都能互联互通。
EtherCAT 的 ASIC 芯片只提供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没有提供应用层，因此使用
者需要自己开发应用层协议，
用户可以自己开发 CANopen 做为应用层，
也可以开发 SERCOS
做为应用层。由于每个厂家开发的协议各有千秋，从而导致大家都是 EtherCAT 的设备，但
是却不能互通。这种情况在传统的 CANopen 设备中经常发生，因为每家开发的 CANopen
协议都有所不同。

五 性能：
EtherCAT 采 用 了 集 束 帧 ， 即 网 络 上 所 有 的 节 点 共 用 一 个 以 太 网 数 据 帧 ； 而
POWERLINK 的每个节点使用一个单独的数据帧。因此 EtherCAT 理论的最小循环周期要比
POWERLINK 小。
但是 EtherCAT 实际的最小循环周期不一定比 POWERLINK 小，原因是 EtherCAT 从
站采用 ASIC 来实现，达到了硬实时；但是主站却是基于高性能 CPU 的软解决方案。所以
EtherCAT 的最小循环周期的瓶颈在于主站，如果主站的 CPU 性能不够高， 或者操作系统
实时性不够，就会导致其循环周期很大。
POWERLINK 的主站和从站都可以采用 FPGA 的方案，因此主站和从站都可以达到
硬实时的级别。这使得 POWERLINK 的实际性能高于 EtherCAT。
EtherCAT 网络中所有节点共用一个以太网数据帧，这个数据帧最大为 1500 字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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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网络中所有节点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超过 1500 字节时，需要分 2 个循环周期发送。
在 小 数 据 量 传 输 时 ， EtherCAT 有 可 能 比 POWERLINK 快 ， 但 在 大 多 数 场 合
POWERLINK 比 EtherCAT 快。

六：技术开放性：
POWERLINK 的标准化组织 EPSG 已经宣布 POWERLINK 是一项开放，不许任何
License 的 技 术 。 POWERLINK 的 实 现 方 案 之 一 , 由 德 国 的 SYSTEC 公 司 开 发 的
openPOWERLINK, 是一个免费，开源遵循 BSD license 的方案。无论主站还是从站都是
免费且开源地。这项技术不受任何公司约束。
EtherCAT 这项技术属于 Beckhoff 公司，对于从站，用户可以从 Beckhoff 购买 ASIC
芯片，或者自己在 FPGA 上开发。如果用户自己开发 EtherCAT，需要向 Beckhoff 公司交纳
license 费用。 因为 EtherCAT 是私有技术，受到专利和法律的保护。

七 ： 冗余
冗余对于过程控制，工厂自动化，DCS 系统很重要。因为这些场合，对网络的可靠性
要求高。而机器控制往往不需要冗余。
POWERLINK 支持各种冗余，包括环形冗余，双网冗余，双环网冗余，多主冗余。而
且只需在 FPGA 加入少量代码，就可以实现这些冗余。这些冗余的方案，可以从网上下载。
EtherCAT 只支持环形冗余，不能做双网冗余，不支持多主冗余。

八：网络设备
POWERLINK 的物理层采用标准以太网，
因此网络拓扑时可以采用通用的 HUB, switch
等，价格便宜，采购方便，组网灵活。
EtherCAT 不能采用 HUB, switch 等标准以太网设备来组网。
注意：如果使用交换机来组建网络，需要使得网络中的每个 POWERLINK 设备的 MAC
地址是唯一的。

九 ：拓扑结构和热插拔
POWERLINK 支持各种拓扑结构： 菊花链，星形，树形等或者任意的组合。系統的逻
辑和物理拓扑结构无关。
EtherCAT 支持菊花链拓扑，很难支持其他的拓扑。
热插拔：
由于 POWERLINK 系統的逻辑和物理拓扑结构无关，且支持任意拓扑，当物理上某个
节点从网络中脱离时，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不会受到影响,所以 POWERLINK 能很好的支持热
插拔。
由于 EtherCAT 只支持菊花链拓扑，当链中的某个节点从网络中脱离，会造成跟随其后
的其他几点也从网络中脱离，这就使得系统无法工作。因此对于 EtherCAT 如果要支持热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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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则必须实现环形冗余。但是由于 EtherCAT 的数据帧传输和拓扑结构紧密相关，数据帧
先遍历网络中节点的顺序是事先设定的。当某个节点从网络中脱离，这意味着数据帧的遍历
节点的顺序需要改变。这种改变会造成网络通信的震荡。在震荡一段时间之后，系统可以达
到新的稳态。

十：EMC 稳定性
POWERLINK 的每个节点的输入和输出，采用单独的数据帧传输，如果数据帧出现问
题，只会影响到本节点，不会影响到其他节点。
EtherCAT 所有节点共用一个数据帧，当该数据帧出错时，意味着所有节点的数据都被
丢弃，这会影响网络上的所有节点。此外 EtherCAT 在从数据帧中接收数据时，几乎同时将
要发送的数据也写入了数据帧，这缩短了通信时间，但这种机制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很低。因
为数据帧每经过一个节点，都会被该节点高速处理，数据帧的内容被快速改变，这样稍微有
一点干扰，或者从站内部的时钟漂移等，都会造成数据传输的错误。从而使整个数据帧的
CRC 错误，最终导致整个数据帧被 MAC 丢掉。

下面是来自欧洲一家工业杂志的测试报告 Industrial Ethernet Book Issue 57 /
39 ：
该报告显示，随着节点数的增加， EtherCAT 的出错率呈指数级增加，远远高于
POWERLINK 和 Prof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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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ndustrial Ethernet Book Issue 57 / 39

十一：组网配置工具
POWERLINK 提供开放源码，免费使用的组网工具，可以很方便的组建 POWERLINK
网络。
EtherCAT 需要客户自己编写网络的配置工具

十二： 开发成本和开发周期
POWERLINK 提供了现成的源代码，用户基本不需要做开发工作，只需学习如何使
用 POWERLINK 以及相应的组网工具。网上可以下载到基于多种不同平台的 POWERLINK
源码，POWERLINK 软件集成往往只需几个小时的工作。因此 POWERLINK 的开发周期很
短，而且没有开发风险，100%成功。
EtherCAT 需要用户投入很多时间来研究，而且很难获得技术支持和技术资料。需要
客户自己编写应用层协议，自己编写网络的配置工具。这些工作往往需要至少 2 年时间，结
果却未必成功。

十三 ：SAFETY 技术
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SAFETY 技术越来越重要，而且可能会成为中国设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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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欧洲的壁垒。
每一种总线都有与之对应的 SAFETY 技术，例如 PROFINET 有 PROFIsafe,EtherNet/IP
有 CIPSafety，EtherCAT 有 Safety over EtherCAT。
OpenSAFETY 是基于 POWERLINK 的 SAFETY 技术。这项技术的全部源代码都是
公开而且免费使用。该技术除了能夠用于 POWERLINK，还可以用于其它协议，如 Profinet，
EtherNet/IP, Modbus/TCP。

基于 EtherCAT 的 SAFETY，而且目前还只有白皮书，而没有已经实施的方案，也
没有产品。

23

王谨秋

POWERLINK
实时以太网教程

王谨秋
2012.8

24

王谨秋

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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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POWERLINK 的原理
（注：本章绝大部分摘自 POWERLINK 白皮书-- EPSG_DS_301，如需更详细资料，请阅
EPSG_DS_301）

2.1 POWERLINK 是 IEC 国际标准
POWERLINK 是 IEC 国际标准
 通信描述
– IEC 61784-2

 服务和协议
– IEC 61158-300
– IEC 61158-400
– IEC 61158-500
– IEC 61158-600

 设备描述
– ISO 15745-1

目前中国唯一实时以太网的国家标准（GB/T-27960）

2.2 OSI 模型
OSI 是一个用于开放信息处理系统标准化的通信模型，它是当今许多通用无数据优先级
传输协议的参考模型。这个模型将数据传输的任务分为 7 层，每层（除了最底层）建立在另
一层的基础之上。

27

王谨秋

图 2-1

POWERLINK 是一个三层的通信网络，它规定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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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OWERLINK 的物理层
POWERLINK 的物理层采用标准的以太网，遵循 IEEE802.3 快速以太网标准。这意味着无
论 POWERLINK 的主站还是从站，都可以运行于标准的以太网之上。这带来的好处是：
1. 只要有以太网的地方就可以实现 POWERLINK，例如你的 PC 机上可以运行 POWERLINK、
一个带有以太网接口的 ARM 可以运行 POWERLINK、一片 FPGA 也可以运行 POWERLINK。
2. 以太网的技术进步，就会带来 POWERLINK 的技术进步。因为 POWERLINK 是站在标准
以太网的肩膀上，而标准的以太网是一个开放的、全民的网络，在各个领域广泛应
用，各行各业的人不断地为以太网的升级而奋斗。目前 POWERLINK 支持 100M/1000M
的以太网。只需在硬件驱动程序中做小小的改动，POWERLINK 就可以支持 10G 的以
太网。
3. 实现成本低。如果用户的产品以前是基于 ARM 平台，一般 ARM 芯片都会带有以太网，
这样用户无须增加任何硬件，也无需增加任何成本，就可以在产品中集成
POWERLINK ， 用 户所 付 出的 只 是 把 POWERLINK 的程 序 集 成 到 应 用 程序 中， 而
POWERLINK 的源程序又是开放且免费的。
用户可以购买普通的以太网控制芯片（MAC）来实现 POWERLINK 的物理层，如果用户想
采用 FPGA 的解决方案，POWERLINK 提供开放源码的 openMAC。这是一个用 VHDL 语言实现的
基于 FPGA 的 MAC，同时 POWERLINK 又提供了一个用 VHDL 语言实现的 openHUB。如果用户的
网络需要做冗余，如双网、环网等，就可以直接在 FPGA 中实现，易于实现且成本很低。此
外由于基于 FPGA 的方案，从 MAC 到数据链路层（DLL）的通信，POWERLINK 采用了 DMA，因
此速度更快。

2.4 POWERLINK 的数据链路层
2.4.1

概述

POWERLINK基于标准以太网CSMA/CD技术（IEEE802.3），因此可工作在所有传统以太网
硬件上。但是POWERLINK不使用IEEE 802.3定义的用于解决冲突的报文重传机制，该机制引
起传统以太网的不确定性行为。
POWERLINK的从节点通过获得POWERLINK MN的允许来发送自己的帧，所以不会发生冲
突，因为管理节点会统一规划每个节点收发数据的确定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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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POWERLINK 管理节点
负责管理总线使用权的节点被称为POWERLINK管理节点（MN）。只有MN可以独立发送报
文——即不是对接收报文的响应。受控节点只能当MN请求时才被允许发送报文。
MN应周期性访问受控节点。单播数据应从MN发送到每个已配置的CN（PReq帧），然后各
已配置的CN应通过多播方式向所有其他节点发布它的数据（PRes帧）。
网络上的所有可用节点都由MN配置。
一个POWERLINK网络中只允许有一个活动的MN。

2.4.3 POWERLINK 受控节点
仅在MN分配的通信时隙内发送报文的所有其他节点被称为受控节点（controlled node
--CN）。之所以叫受控节点，是因为该节点的数据收发，完全由管理节点控制。CN节点只在
MN请求时才发送数据。

2.4.4 服务
POWERLINK提供三种服务：
——等时同步数据传输
每个节点的一对报文在每个周期，或在复用类CN的情况下每n个周期，被传送。另
外，每个周期可能有从MN发出的一个多播PRes报文。等时同步数据传输通常用于对时间
有严格要求的数据（实时数据）的交换；
——异步数据传输
每个周期可能有一个异步报文。MN通过SoA报文向请求节点分配发送的权限。异步
数据传输用于对时间无严格要求的数据的交换。
——所有节点的同步
在每个等时同步阶段的开始，MN非常精确地发送多播SoC报文来同步网络中的所有
节点。

2.4.5 POWERLINK 周期
POWERLINK周期应由MN控制。节点之间的同步数据交换周期性发生，并以固定的时间间
隔重复发生，该间隔被称为POWERLINK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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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节点（MN）
等时同步阶段
PReq
至 CN 1

SoC

异步阶段
PReq
至 CN 2

PRes
来自 CN 1

空

PRes
来自 MN

SoA

AsyncSend

阶

PRes
来自 CN 2

Async S end

受控节点（CN）

图1 POWERLINK 周期
一个周期内包含以下时间阶段：
——等时同步阶段；
——异步阶段；
——空闲阶段。
保持POWERLINK周期的启动时间尽可能的精确（无抖动）是很重要的。在POWERLINK周期
的预设阶段内单个阶段的长度可以改变，例如某个循环周期的异步阶段可能比上一个循环周
期的异步阶段时间长了一些，相应的空闲阶段就会短一些。但是整个循环周期的总时间长度
是精确且固定的。
POWERLINK 周期

POWERLINK 周期

闲

AP
DPRAM
在 FPGA 内
DPRAM
外部总线扩
ARM,

图2 POWERLINK——等时同步过程
网络配置不能超出预设周期时间。应由MN监视周期时间的一致性。DirectIO
所有数据传输应是非证实的，即不证实发送的数据已被接收。因为同步数据会被周期性
powerlin
发送和接收，即使本周期内某个数据没有被接收，下个循环周期会被再次发送过来，这相当
powerlin
于重传。
PCP
openMAC
PCP
openMAC

powerlin
PCP
openMAC
OpenMAC
only

powerlin
POWERLI

31

段

王谨秋

2.4.5.1 等时同步阶段

等时同步阶段从SoC的起点开始算起，直到SoA的起点结束。同步阶段可以有两种工作模
式：Preq/Pres模式和PollResponse Chaining模式。
在POWERLINK周期开始时，MN应通过以太网多播发送一个SoC帧给所有节点。此帧的发送
和接收的时刻，应该成为所有节点共同的定时基准。

Preq/Pres模式
只有SoC帧是周期性产生的。其他所有帧的产生都是由事件控制的。
在SoC帧发送完毕后，MN开始进行等时同步数据交换。PReq帧发送到每个已配置的且活
动的节点。被访问的节点应以PRes帧进行响应。
PReq帧是以太网单播帧，只由目标节点接收。PRes帧作为以太网多播帧形式进行发送。
PReq帧和PRes帧都可以传输应用数据。MN用一个独立的数据帧给一个CN发送PReq数据。
PReq帧传输仅专用于被寻址CN的相关数据。
相比之下，PRes帧可以由所有节点接收。这使得通信关系遵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对于每个已配置的且活动的等时同步CN，应重复进行PReq帧/PRes帧过程。当所有已配
置的且活动的等时同步CN都已被处理，同步通信阶段结束。
POWERLINK周期的大小主要受等时同步阶段的大小影响。当配置POWERLINK周期时，应考
虑访问每个配置CN的PReq帧和PRes帧所要求的时间的总和，即必须说明在一个周期中访问所
有配置节点所需的时间。使用复用类访问技术可以减少时间的长度。
当处理等时同步阶段时，该阶段的长度会根据活动CN的数量发生变化，当某个被配置了
等时同步的节点从网络中脱离，同步阶段中就没有了该节点的Preq/Pres，同步阶段的长度
减小。
下面举例说明Preq/Pres模式下，POWERLINK的工作过程。首先需要在主站中配置哪些节
点是等时同步节点，以及每个等时同步节点要发送和接收的周期性数据。在进入等时同步阶
段后，主站首先发送Preq数据帧（PReqCN）给第一个等时同步从站，该数据帧是单播的，只
有该号节点接收，其他节点不接收（该数据桢能到达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只是其它节点不接
收）。在该数据帧中包含了主站（MN）要发送给该从站的数据。当该节点收到来自主站的Preq
数据帧，就会上报一个Pres数据帧（PresCN），该数据帧是广播的，除了主站可以接收到以
外，网络中其他任何一个从节点也能接收，至于是否要接收，取决于网络配置。主站（MN）
与该从节点(CN1)一来（Preq）、一往（Pres），就完成了一次信息交互；接下来主站（MN）
与第二个等时同步从节点进行的信息交互，以此类推，将网络中所有的节点扫描一次，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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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循环周期。假定循环周期为200us，那么网络中的每个设备每200us就有一次收取/发送
数据的机会，由于在某一时刻，只用一个节点在使用总线，因此不会造成冲突。
可能会有人问，当主站发送Preq数据帧给某个从节点时，恰好该节点出现了问题（如网
络断线），在这种情况下，主站不会收到来自该从节点的Pres数据帧，此时，如果主站一直
等待该从站的Pres数据帧，就会使整个网络无法工作。主站的处理方法是，对于每一个等时
同步节点，都有一个Pres数据帧的超时参数。主站发送了Preq数据帧给某个从节点时,如果
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了该节点的Pres数据帧，主站紧接着与第二个等时同步节点通信；如果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了该节点的Pres数据帧，主站会认为该节点丢失了一次Pres,
这是一个错误，主站将该错误的计数器的值累加8，然后继续与第二个等时同步节点通信。
如果一个节点连续丢失Pres数据桢，那么主站中该错误的计数器的值会不断累加8，直到错
误计数器的值超过上限，主站中对该从站处理的状态机会发生变化。
该种模式下的性能：完成一个站的通信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物理层的传输速度和需要
传送的数据包大小。
假定物理层为 100M 以太网，该种网络的传输速度为 12.5bytes/us，假定数据包大小为
64bytes（每个 Preq 和 Pres 数据帧最大可传输 1490bytes 的数据），那么完成一个站的通信
所需要的时间：T=Tpreq+Tgap+Tpres
Tpreq：主站发送 Preq 数据帧给从站，时间长度为 64/12.5=5.12us
Tpres：从站发送 Pres 数据帧给主站，时间长度为 64/12.5=5.12us
Tgap：Preq 数据帧与 Pres 数据帧之间的时间间隙，约为 2us
因此完成一个站的通信，总时间长度为 12.24=5.12+2+5.12

PollResponse Chaining 模式（PRC）

图 2-4

在基于请求-应答模式（PREQ-PRES）通信时，从节点什么时候上报自己的数据，取决
于主站什么时候发生请求（PREQ）给它。PRC 模式省掉了主站的 Preq 数据帧，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挨一个的 Pres。每个节点发送数据的行为，是通过时间来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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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配置 PRC 模式的 CN ，使得 CN 在特定的时间点发送数据。这个时间点由主站根据网
络的配置情况，网路延迟等计算出来，并配置给 CN。如上图所示，每个循环周期依然以 SOC
数据桢作为开始，紧接着是一个 PresMN 数据桢，该数据桢是由主站发出，并广播到网络上，
该数据桢包含主站周期性上报的 PDO 数据，同时该数据桢也是一个时间参考点。支持 PRC
模式的 CN 的发送数据的时间参考点是接收完主站的 PresMN 数据桢。
在一个循环周期里，可以既存在 Preq/Pres 的从节点，也可以存在 PRC 节点。一个节点
要么被配置为 Preq/Pres 从节点，要么配置为 PRC 节点，只能二选其一。在一个循环周期中，
PRC 节点先通信，然后主站才会轮询 Preq/Pres 从节点。
举例说明上述通信过程：假定我们有 3 个从站，主站可以通过配置，使得 1 号从站在收
到 PresMN 后的第 5us 上传 PresCN1 数据帧，而 2 号从站在收到 PresMN 后的第 15us 上传
PresCN2 数据帧，而 3 号从站在收到 PresMN 后的第 22us 上传 PresCN3 数据帧。这样就避免
了冲突。因为 POWERLINK 是基于时间槽的通信，而且 POWERLINK 支持 1588 分布式时钟协议，
每个 POWERLINK 节点都有一个时钟，因此 POWERLINK 很方便实现这种通信模式。
在该种模式下的性能：完成一个站的通信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物理层的传输速度和需
要传送的数据包大小。
假定物理层为 100M 以太网，该种网络的传输速度为 12.5bytes/us。假定数据包大小为
64bytes（每个 Preq 和 Pres 数据帧最大可传输 1490bytes 的数据）。那么完成一个站的通信
所需要的时间 T=Tgap+Tpres
Tpres：从站发送 Pres 数据帧给主站，时间长度为 64/12.5=5.12us
Tgap：Preq 数据帧与 Pres 数据帧之间的时间间隙，约为 2us
因此完成一个站的通信，总时间长度为 7.12=5.12+2
这种通信比基于请求/应答模式至少能提高 30%的效率。
从站是支持PRC模式，还是支持请求/应答模式，是由参数决定的。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在一个周期内，让某些从节点采用PRC模式，而另外一些从节点采用请求/应答模式。这种搭
配使得网络容量可以灵活搭配。
复用类时隙
在一个系统中，通常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如有伺服驱动器、I/O、传感器、仪表等。
不同种类的设备对通信周期和控制周期的要求往往不同。假设现在有 3 种设备：伺服驱动器、
I/O、传感器。伺服的控制周期为 200us，而 I/O 的控制周期为 1ms，传感器却不定时的上传
数据。面对如此应用，POWERLINK 如何来解决？
首先解决伺服的 200us 和 I/O 的 1ms 的配置。因为两种设备需要的循环周期不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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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循环周期设为 200us，伺服没有问题，可是 I/O 却会由于通信过于频繁而反应不过来；如
果将循环周期设为 1ms，那么伺服会由于控制周期太长，而达不到精度的要求。
POWERLINK 采用多路复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以将循环周期设置为 200us，将
伺服配置成每个循环周期都参与通信，将 I/O 配置成每 N 个循环周期参与一次通信，N 是一
个参数，
可以设置为任意整数
（在这里 N 的值为 5）。
这样就可以达到伺服的通信周期为 200us，
I/O 的通信周期为 200 x 5=1ms。
如下图所示，有 11 个节点要通信，其中 1、2、3 这三个节点每个循环周期都通信；而
4、5、6、7、8、9、10、11 这 8 个节点为复用节点，这些节点每 3 个循环周期才通信一次。
这样就可以把快速设备和慢速设备经过合理配置达到系统最优。

图 2-5

数据在每个POWERLINK周期内被交换的节点称为连续节点。
数据在每n个POWERLINK周期内被交换的节点称为复用节点。
复用类CN的访问降低了对特定CN的轮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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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节点 (MN)
等时同步阶段
SoC

1

2

1

异步阶段

3

2

4

3

复用时隙 1

SoA

异步阶段

等时同步阶段
SoC

1

Async
Send

4

2

1

复用时隙 2

5

2

6

5

复用时隙 1

MN

6

SoA

Async
Send

复用时隙 2

复用类周期

受控节点 (CN)

循环站

MN

空闲
阶段

复用类站

1～6: 至/来自 CN 1～6 的 PReq 和 PRes

图3 复用类 POWERLINK 周期
虽然复用类节点并不是在每个周期内都被处理，但因为所有的PRes帧都以多播帧的形式
来传送，所以可以监视连续类节点整个数据的传输。
例如，在运动控制中，大量的从动轴可使用复用类时隙来接收少数主动轴发出的位置数
据。配置主动轴来进行连续通信及访问复用类从动轴。采用此方式，主动轴在每个周期都发
送它们的数据给（监视）从动轴，而从动轴则以一个较慢的周期参与通信。
每个特定复用类时隙的大小，应等于分配给该时隙的CN进行PReq帧/PRes帧访问所需的
最大时间。

2.4.5.2 异步阶段
一个完整的 POWERLINK 周期分为两个阶段：同步阶段和异步阶段。
同步阶段用来传输周期性通信的数据；异步阶段用来传输那些非周期性的通信数据。从
SoC 数据帧开始到 SoA 数据帧的时间段为同步阶段，SoA 和 AsyncData 为异步阶段。
在周期的异步阶段，对POWERLINK网络的访问可赋予一个CN或MN，来传送一个异步报文。
每个循环周期，目前只能有一个节点发送异步报文，如果有多个节点要发送异步报文，就需
要排队。在MN中存在一个队列，负责调度异步数据的发送权，异步调度如图所示。

36

空闲
阶段

王谨秋

来自 MN 的通用

来自 MN 的
StatusRequest

transmitrequest

来自 MN 的
IdentRequest

来自 CN 的

transmitrequest

队列

受优先级控制的

管理器异步
调度器

MN处理所有异步数据传输的调度。
如果CN要发送一个异步帧，则应通过PRes帧或StatusResponse帧通知MN。MN的异步调度
器决定异步帧发送的权限应在哪个周期被准许。这保证了即使在网络负荷高的情况下，发送
请求不会被延迟不确定的时间长度。
MN从所有排队的发送请求中选择一个节点（包含MN本身）。MN发送一个SoA帧，该帧中
的RequestedServiceTarget用来识别被允许发送异步帧的节点。
MN使用不同的队列来管理异步阶段的调度：
——来自 MN 的通用 transmitrequest；
——来自 MN 的用来识别 CN 的 IdentRequest 帧；
——用来轮询 CN 的 StatusRequest 帧；
——来自 CN 的 transmitrequest。
异步阶段的分布
通过PRes、IdentResponse或StatusResponse的RS标志，CN说明在其队列内的发送就绪
包的数目。
RS值为0（000b）说明队列是空的，而RS值为7（111b）说明队列中有7个或更多的包。
异步阶段的分配减少了被各个CN请求的、由MN管理的帧的数量。如果MN队列的长度达到
0，则不再分配更多的异步阶段。
异步传输优先级
异步传输请求可由PRes帧，IdentResponse帧以及StatusResponse帧中的三个PR比特来
划分优先级。
POWERLINK支持八个优先级，其中两个用于POWERLINK目的：
——PRIO_NMT_REQUEST
在CN请求一个由MN发出的NMT命令时，这是专用于此的最高优先级；
——PRIO_GENERIC_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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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非NMT命令请求的标准优先级，即中等优先级。通过异步通信请求的SDO应采用
此优先级。应用请求可采用PRIO_GENERIC_REQUEST。
其余的高于和低于PRIO_GENERIC_REQUEST的优先级都可用于应用目的。
相对于具有低优先级数值的请求，MN应优先分配具有高优先级的请求。
不同优先级的请求应由CN的独立的优先级特定队列进行处理。
PRes的PR标志应说明包含挂起请求的最高优先级。RS标志应说明在已报告的优先级中挂
起请求的数目。直到所有高优先级请求被分配完毕之前，应暂缓处理低优先级请求的指示。
下图示出了优先级相关的异步请求处理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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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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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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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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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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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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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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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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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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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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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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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No . P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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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 comm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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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nd ( unspec.)
Prio0

0
Node No . P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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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PRes(PR= 7 RS=1)
ASnd ( unspec.)
Prio0

0

RS
2

... Prio3 ... Prio 7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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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SoA( unspec. Invite)

Schedule 1 NMT
request invite
Node No . PR

4

PReq

3

..
7

... Prio3 ... Prio 7

PRes(PR= 7 RS=1)

1

SoA( NMT Invite)
ASend( NMT)

Unspecified message read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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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0

0

... Prio3 ... Pri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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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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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No . PR
3

RS

7

PRes(PR= 3 RS=4)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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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异步传输优先级处理（优先级 PR：7 = PRIO_NMT_REQUEST，3 = PRIO_GENERIC_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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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空闲阶段
空闲阶段是在异步阶段终点和下一周期的起点之间剩余的时间间隔，从SoA或ASnd 的终
点开始计算，直到SoC的起点结束。。
在空闲阶段中，所有的网络部件“等待”下一周期的开始。空闲阶段的持续时间可以为
0，即周期的完成不应取决于存在的或固定的空闲阶段。

2.4.7POWERLINK 短周期（Reduced POWERLINK Cycle）
在系统启动期间（NMT状态 NMT_MS_PRE_OPERATION_1），当系统通过SDO通信进行配置
时，用POWERLINK短周期来减低网络的负载。
POWERLINK短周期仅由一串异步阶段组成。异步阶段的持续时间会有变化，因此，
POWERLINK短周期的持续时间从一个周期到下一个周期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要求CN发送而MN中又没有相关预期的AsyncSend帧长度的信息，则下一个POWERLINK
短周期至少要等待一个超时后再开始。该超时是由最大容量的以太网帧
（NMT_CycleTiming_REC.AsyncMTU_U16）的长度加上CN所要求的对SoA授权（invite）报文
的最大响应时间（NMT_CycleTiming_REC.ASndMaxLatency_U32）来决定的。
如果MN有AsyncSend长度的信息，即如果MN为自己分配了异步时隙，或MN就是异步报文
的目标节点，则POWERLINK短周期的长度会缩短，如下图。
如果未对任何节点（包括MN）进行分配，则下一个POWERLINK短周期就会不等待任何超
时而开始。
用于等时同步POWERLINK周期中的异步阶段的分配机制也应适用于POWERLINK短周期。
管理节点(MN)

异步阶段

空

异步阶段

SoA

闲 SoA

闲

阶

阶

AsyncSend 段

空 异步阶段

AsyncSend

SoA

段

空 异步 空 异步阶段
阶段
AsyncSend 闲 SoA 闲 SoA
阶
阶
段

段

空
闲
阶
AsyncSend 段

受控节点 (CN)

POWERLINK 短周期

POWERLINK 的数据链路层：也就是 POWERLINK 的核心，主要包括如下功能：
1. 构建/解析数据桢、对数据桢定界、网络同步、数据桢收发顺序的控制。
2. 传输过程中的流量控制、差错检测、对物理层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封装等。
3. 实时通信的传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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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状态机。
在 POWERLINK 网络中，至少有一个设备做为主站（MN），其他的设备做为从站(CN)。每
个从站设备都有唯一的节点号（NodeId），该节点号是用来区分网络中的设备，取值范围为
1-239。主站设备（MN）的节点号为 240，主站的作用是为了为协调各个从站，合理分配总
线使用权，避免冲突，实现实时通信。
POWERLINK 的实时通信机制：POWERLINK 有两种通信机制，基于请求/应答模式和基于定
时主动上报模式（PRC 模式）
。

2.5 POWERLINK 的同步机制
POWERLINK 可以有支持多种同步机制，这里介绍两种典型的机制：
1．主站通过广播同步桢来同步网络上所有设备 ；
2.分布式同步；
首先介绍主站广播同步桢的机制：
POWERLINK 支持 1588 分布式时钟协议，每个循环周期的开始，主站都会广播一个 SoC
数据帧到网络上，该数据帧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网络的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
网络的绝对时间：这个时间是以 1970 年 1 月 1 日 00 点 00 分为基准的时间间隔。这个信息
由两部分，一共 8 个字节组成：
6-9 这 4 个字节为秒的信息，即网络时间与 1970 年 1 月 1 日 00 点 00 分间隔多少秒；
10-13 这 4 个字节为纳秒信息，
即网络时间中与 1970 年 1 月 1 日 00 点 00 分间隔多少秒 又
多少纳秒；
相对时间：这个时间在主站的 NMT_GS_INITIALISING 状态下清零，然后每产生一个 SOC，该
数值就累加一个循环周期，其单位为微秒。

SoC 数据帧有两个功能：时钟同步和动作同步。
时钟同步：网络中的节点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网络时间
利用网络时间来同步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分布式时钟，让网络中所有节点的时钟有一
个共同的基准。POWERLINK 主站（MN）在每个循环周期的开始将 SoC 数据帧广播到网络
上，该数据帧包含了网络时间信息，网上的各个从节点可以将这个时间作为统一的网络
时间。
动作同步：网络中的节点需要同时去做一件事情
在 POWERLINK 协议中有两种方法去触发一个同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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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从节点自己的时钟触发;
2.通过 SoC 数据帧触发。
这里主要讲通过 SoC 数据帧触发同步事件的原理。
在 POWERLINK 数据链路层里，每当收到了 SoC 数据帧，会触发一个同步的回调函数，
用户可以将同步执行的程序写在该函数里，这样就可以执行同步动作。举例来说，假设
有一个运动控制器，要控制 10 台伺服做同步运动，例如需要 10 台伺服同时启动。每个
循环周期，运动控制器（作为 POWERLINK 的主站）将 10 台伺服所需要的新的位置信息
依次传给各个伺服。每个伺服收到新数据的时间是不同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得到位置
数据的时间可能会差 100 多 us。如果收到新数据，伺服就开始启动，那么就会出现这
种情况：第一个伺服已经开始运转，而最后一个伺服还没有收到数据，这显然不是我们
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同步信号，使所有的伺服都得到新数据以后，同时启动。
这个同步信号就是 SoC。
MN
SoC
SoC
节点 1

SoC
节点 2

SoC
节点 10

图 2-6

主站在上一个循环周期结束（即下一个循环周期开始）时广播一个 SoC 数据帧，基本上
所有的从站会同时收到这个数据帧。该信号触发一个同步回调函数或者硬件中断，来处理同
步事件。因为在 SoC 数据帧之前，每个从站都已经从主站（控制器）那里得到了新的位置信
息，因此 SoC 信号触发的同步事件中可以同时启动，运行到设定位置。
如果是星形拓扑，各个从站收到该信号的时间差取决于线缆的长度，电信号可以认为是
以光速在导线中传播，因此用户可以计算出该时间差。可近似为 1 米为 3.3ns。这个级别的
时间差基本上可以忽略。
如果你采用的是菊花链连接，那么没经过一级 hub 会有 1 us 左右的延迟，再加上线缆
的延迟，第一个从站和最后一个从站在接受到 SoC 信号的时间差可能会达到几个微秒，用户
需要根据应用场合的需要来决定该延迟是否可以忽略，如果不可以忽略，POWERLINK 提供了
测量机制，可以测出来相邻两个节点的传输延迟。用户根据这些延迟时间给各个节点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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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从而达到各个节点在同一时刻做同步事件。

分布式同步：
除了通过网络广播桢来产生同步信号以外，也可以在 POWERLINK 的节点里做一个定时
器，定时产生同步信号，这样的话，从站的同步信号就由自身的定时器产生，如下图所示。

MN
SoC
SoC

SoC

SoC

Timer

Timer

Timer

伺服 1

伺服 2

伺服 10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同步信号桢丢失时，网络系统的同步性不受影响，但这种
方式也有弊端。由于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同步信号由自己产生，所以每个节点产生同步信号的
时刻各不相同，有可能偏差很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网络同步桢来启动各个节点的
定时器，使各个节点在同一时刻启动定时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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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同步桢

同步
信号
start
Timer
1

同步
信号

……

CN1

start
Timer

……

CN2

start
Timer

……

CN3

由网络上广播的同步桢触发第一次定时器的启动，这样 CN1, CN2, CN3 同时启动
本地的定时器，同时产生同步信号。如果这些从站长时间工作后，可能会产生时钟偏差，即
产生如下结果：

SOC
同步桢

同步
信号
start
Timer
1

同步
信号

……

CN1

start
Timer

……

CN2

start
Timer

……

CN3

也就是经过长时间运行以后，CN1, CN2, CN3 的本地时钟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而
导致各个节点产生的同步信号在时间上有一些偏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每隔一
段时间，就使用网络上广播的同步信号同步一下网络上节点的 Timer, 如下图所示：

43

王谨秋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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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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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im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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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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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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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Timer

CN2

start
Timer

……

start
Timer

CN3

综上，介绍完了 POWERLINK 数据链路层的整个工作原理和过程。下面介绍各种数据帧的
格式。

2.6 POWERLINK 数据帧的格式
POWERLINK 通信一共有 5 中数据帧：SoC、Preq、Pres、SoA、AsyncData。

图 2-7

POWERLINK 的数据桢嵌在标准的以太网数据桢的数据段中。因此 POWERLINK 数据包具有
标准的以太网数据帧的帧头和帧尾。如上图从第 14 字节到第 n 字节为 POWERLINK 数据帧信
息，而 0 至 13 字节是标准以太网的帧头。POWERLINK 有五种不同的数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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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oC 数据帧格式

图 2-8

2.6.2 Preq 数据帧格式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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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Pres 数据帧格式

图 2-10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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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SoA 数据帧格式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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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Asynd 数据帧格式

图 2-13

2.7 DLL 状态机
DLL状态机是用来描述一个POWERLINK周期内节点的数据收发过程的状态机。主站和从
站有不同的DLL状态机，而且该状态机与NMT状态机相关。

2.7.1 从站 DLL 状态机
CN（DLL_CS）的周期状态机处理一个POWERLINK周期内的通信。DLL_CS监视一个周期内
接收的帧的顺序，并按下述方式作出反应。帧接收的预期顺序取决于NMT_CS的状态。
如果DLL_CS检测出通信中的错误，则应向“DLL错误处理（DLL Error Handling）”产
生一个错误事件。DLL_CS将不考虑任何错误而继续进行通信。

2.7.1.1 状态
—— DLL_CS_NON_CYCLIC
该状态表示等时同步通信尚未开始，或失去连接。它取决于NMT_CS的当前状态，以
及被处理的事件和将被忽略的事件。
—— DLL_CS_WAIT_SOC
接收到SoA帧后状态机在此状态等待，直至下一周期开始（由来自MN的SoC帧触发）。
在SoA与SoC帧之间（异步阶段）的任何类型的以太网帧都可被接收。
—— DLL_CS_WAIT_PREQ
在周期开始后，状态机在此状态等待PReq帧。在接收到PReq后，CN将以PRes帧作出
响应。在此状态下，CN可接收或处理来自其他CN的PRes帧。
—— DLL_CS_WAIT_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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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到PReq帧后，状态机等待接收SoA帧。对SoA帧的接收确认了等时同步阶段结
束。在此状态下，CN可接收或处理来自其他节点的PRes帧。

2.7.1.2 事件
—— DLL_CE_SOC
该事件表明，从MN接收到一个POWERLINK SoC帧。这标志着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并
且周期的等时同步阶段也同时开始。
—— DLL_CE_PREQ
该事件表明，从MN接收到一个POWERLINK PRes帧。
—— DLL_CE_PRES
CN可被配置以处理其他CN的PRes帧（交叉通信）。每接收一个PRes，就产生一个
DLL_CE_PRES事件。
—— DLL_CE_SOA
该事件表明，从MN接收到一个SoA帧。这标志着周期的等时同步阶段结束及异步阶
段开始。
—— DLL_CE_ASND
该事件表明，接收到一个ASnd帧或一个非POWERLINK帧。由于在异步阶段帧的类型
不局限于POWERLINK类型，因此在接收到所有的标准以太网帧时都会生成该事件。
—— DLL_CE_SOC_TIMEOUT
该事件表明，丢失了一个MN的SoC帧。该事件会在SoC超时监督检测到一个丢失的SoC
帧时产生。

2.7.1.3NMT_CS 与 DLL_CS 的依存关系
NMT_CS状态代表网络的状态，并在DLL_CS的某些转换中被用作限定器（qualifier）。
因为NMT状态影响DLL_CS的行为，可对单个NMT状态滤出相关的DLL_CS转换，所以在一个特定
NMT状态中仅包含可能发生的DLL_CS转换。
注： 为表达清晰，忽略作为DLL_CS转换条件的NMT_CS状态。为易于理解和表达清晰，单个NMT_CS状
态的相应转换被滤出，并在其自身的状态图内以DLL_CS的“工作模式”显示。某些工作模式几
乎是相同的，所以将其置于一个状态图中，而其不同则在转换表中描述。

NMT_GS_INITIALISATION 、 NMT_CS_NOT_ACTIVE 、 NMT_CS_BASIC_ETHERNET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
在这些NMT状态下，DLL_CS都处于状态DLL_CS_NON_CYCLI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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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_CT6)
mode specific
reaction

DLL_CS
NON_CYCLIC

(DLL_CT11)
mode specific
reaction

(DLL_CT5)
mode specific
reaction

DLL_CS_CYCLIC

DLL_CS_
WAIT_SOC

DLL_CS_
WAIT_SOA

DLL_CS_
WAIT_PREQ

图5 CN 周期状态机，以及 NMT_GS_INITIALISATION、NMT_CS_NOT_ACTIVE、
NMT_CS_BASIC_ETHERNET 和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
其他NMT状态的转换
其他NMT状态的转换见表6。
表1 CN 周期状态机转换，以及 NMT_GS_INITIALISATION、NMT_CS_NOT_ACTIVE、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和 NMT_CS_BASIC_ETHERNET 状态
DLL_CT6,

DLL_CE_*[]/NMT 状态特定反应

DLL_CT5

在 NMT 的 NMT_GS_INITIALISATION 、 NMT_CS_NOT_ACTIVE 、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和
NMT_CS_BASIC_ETHERNET 状 态 下 ， 周 期 状 态 机 是 非 活 动 的 。 这 意 味 着 ， 在 初 始 转 换 到
DLL_CS_NON_CYCLIC 后，其状态不会影响 CN 的反应。反应仅由 NMT_CS 的状态决定（见 10.1.4）。

DLL_CT11

DLL_CE_*[]/NMT 状态特定反应
当 NMT 状态机从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NMT_CT4）
时，触发该转换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NMT_CS_READY_TO_OPERATE 和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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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N 周期状态机（DLL_CS），对 NMT_CS 的状态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以及 NMT_CS_OPERATIONAL 有效
在NMT_CS_OPERATIONAL和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对于非复用类节点有三个强
制帧。它们应在每个周期以规定的顺序发生：SoC、PReq和SoA。如果节点被复用访问，则仅
SoC和SoA帧是每个周期都强制的。PReq帧只有在该节点被配置的复用类周期中是强制的。
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有两个强制帧。它们应在每个周期以规定的顺序发
生：SoC和SoA。PReq帧可在SoC和SoA之间发生。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因为节
点还未被配置，所以不进行SoC的超时检测。
周期状态机监视所有接收到的帧以检测是否有帧丢失。不论周期状态机的当前状态如
何，CN都应接受收到的帧。

2.7.1.4 转换
CN周期状态机的转换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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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N 周期状态机转换，以及 NMT_CS_OPERATIONAL、NMT_CS_PRE_OPERATIONAL_2、和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DLL_CT1

DLL_CE_SOC［］/同步周期的开始，并产生一个 SoC 触发信号给应用

DLL_CT2

SoC 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新 POWERLINK 周期的开始。上一个周期的异步阶段结束和下一个周
期的等时同步阶段开始。
DLL_CE_SOC［］/处理 PReq 帧和发送一个 PRes 帧

DLL_CT3

DLL_CT4

DLL_CT7

DLL_CT8

PReq 事件在通信的等时同步阶段内发生
DLL_CE_SOA［］/处理 SoA 帧，发送一个 ASnd 帧或一个非 POWERLINK 帧（如果允许）
DLL_CE_SOC_TIMEOUT[CN NMT state !=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同步到下一个 SoC，报告
错误 DLL_CEV_LOSS_SOC 和 DLL_CEV_LOSS_SOA
DLL_CE_PREQ[]/ 接 受 PReq 帧 和 发 送 一 个 PRes 帧 ， 报 告 错 误 DLL_CEV_LOSS_SOC 和
DLL_CEV_LOSS_SOA
DLL_CE_SOA 事件表示当前周期的等时同步阶段结束和异步阶段开始。如果该 SoA 帧包含对 CN
的授权（invitation），则 CN 可用一个有效的帧响应。
DLL_CE_PREQ 的发生表示丢失了一个预期的 SoA 和 SoC 帧。DLL_CS 将试图同步新周期。应通知
“DLL 错误处理”
。
如果一个 DLL_CE_SOC_TIMEOUT 事件在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或 NMT_CS_OPERATIONAL 发
生，则 SoA 和 SoC 帧可能已经丢失。应通知“DLL 错误处理”
。
DLL_CE_ASND[]/处理帧
DLL_CE_PREQ[]/用 PRes 帧响应，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C
DLL_CE_PRES[]/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C
DLL_CE_SOA[]/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C
DLL_CE_SOC_TIMEOUT[CN NMT state !=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报 告 错 误
DLL_CEV_LOSS_SOC
如果已接收到一个 ASnd 帧，应对它进行处理。状态不会改变，虽然每周期只允许有一个异步
帧，但 CN 状态机不会限制在周期异步阶段内所接收到的帧的数量。
如 果 接 收 到 一 个 SoA 、 PReq 或 PRes 帧 ， 有 可 能 在 其 间 丢 失 一 个 SoC 帧 。 应 以 错 误
DLL_CEV_LOSS_SOC 通知“DLL 错误处理”。
如果一个 DLL_CE_SOC_TIMEOUT 事件在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或 NMT_CS_OPERATIONAL 发
生，则 SoA 和 SoC 帧可能已丢失。应通知“DLL 错误处理”。
如果接收到一个 PReq 帧，则可忽略收到的流入数据并发送一个 PRes 帧。
DLL_CE_PRES[]/处理 PRes 帧（交叉通信）
DLL_CE_SOC[]/同步到周期的开始，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A
DLL_CE_ASND[]/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A
如果接到另一 CN 的一个 PRes 帧（交叉通信），该 PRes 帧应被处理（如果已被配置如此）。
该 CN 等待 PReq 帧或从另一 CN 来的 PRes 帧（交叉通信）。对 SoC 帧的反应与状态无关。状态
机同步到新周期的开始。
ASnd 帧和非 POWERLINK 帧应在等时同步阶段处理。
DLL_CE_SOA[CN = multiplexed]/处理 SoA; 如果被授权（invited）
，则发送一个标准以太网帧。
DLL_CE_SOA[CN != multiplexed]/处理 SoA; 如果被授权，则传送一个标准以太网帧，并报告
错误 DLL_CEV_LOSS_PREQ
DLL_CE_SOC_TIMEOUT[CN NMT state !=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同步到下一个 SoC，报告
错误 DLL_CEV_LOSS_SOC 和 DLL_CEV_LOSS_SOA
当 CN 处于 NMT_CS_OPERATIONAL 或 NMT_CS_READY_TO_OPERATE，如果自上一个 PReq 起计数的周
期 数 大 于 预 期 的 周 期 数 （ 对 非 复 用 类 CN ， 该 数 为 1 ； 对 复 用 类 CN ， 该 数 为 n ， n ＝
NMT_CycleTiming_REC.MultipleCycleCnt_U8），CN 将认为发生一个 LOSS_OF_PREQ。
如果一个 DLL_CE_SOC_TIMEOUT 事件在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或 NMT_CS_OPERATIONAL 发生，
SoA 和 SoC 帧可能已经丢失。对于非复用类节点，或在本周期已被请求的复用类节点，则 PRes
帧也丢失。应通知“DLL 错误处理”
。

DLL_CT9

注： DLL_CE_SOC[]/同步到 SoC，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A
注： 接收 SoC 时的反应与 NMT 状态无关，状态机假定一个预期的帧已丢失，并（再）同步到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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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_CT10

注： DLL_CE_PRES[]/处理 PRes 帧（交叉通信）
DLL_CE_ASND[]/报告错误 DLL_CEV_LOSS_SOA
注： CN 可处理其他 CN 的 PRes。
ASnd 帧和非 POWERLINK 帧应在等时同步阶段被接受。

常见问题如下：
—— 当接收到一个非预期的帧或 DLL_CE_SOC_TIMEOUT 发生时，会检测到帧的丢失；
—— 周期状态机通知 NMT_CN 发生了一个错误，然后 NMT_CS 将处理该错误（见 10.1.4）；
—— 如果“DLL 错误处理”不支持，则 DLL_CEV_LOSS_SOA 和 DLL_CEV_LOSS_PREQ 是可
选择的，并可被忽略。

2.7.2 MN 周期状态机
概述
MN周期状态机（DLL_MS）应管理POWERLINK周期内的通信。
DLL_MS在一个POWERLINK周期中产生帧序列，并监视CN的反应。帧序列的顺序与NMT_MS
状态有关。
通常CN通过SoC的接收进行同步。这意味着对POWERLINK网络同步的最重要参数是事件
DLL_ME_SOC_TRIG的定时精度。
如果DLL_MS检测到通信中的一个错误，将为“DLL错误处理”产生一个错误事件。

2.7.2.1 状态
—— DLL_MS_NON_CYCLEIC
该 状 态 表 示 周 期 通 信 还 未 开 始 或 被 NMT_MS 状 态 机 停 止 （ NMT 的
NMT_MS_OPERATIONAL_1 状 态 ） 。 状 态 机 在 此 状 态 等 待 ， 直 至 NMT 状 态 变 为
NMT_MS_OPERATIONAL_2。这取决于当前的NMT状态、将处理的事件和将忽略的事件。
—— DLL_MS_WAIT_SOC_TRIG
如果周期通信已完成，状态机保持在该状态，直至下一个周期以DLL_ME_SOC_TRIG
开始。
—— DLL_MS_WAIT_PRES
在发送PReq帧后，状态机在该状态等待响应。等待时间由超时限制。
—— DLL_MS_WAIT_ASND
如果发送了一个带授权（Invite）的SoA，状态机在该状态等待，直至异步阶段以
事件DLL_ME_SOC_TRIG结束。
在DLL_MS_NON_CYCLIC中，应产生事件DLL_ME_SOA_TRIG而不是DLL_ME_SOC_TRIG。
如果期待一个ASnd并发生NMT_NMCycleTiming_REC.AsyncSlotTimeout_U32超时，则
应产生错误DLL_MEV_SOA_TIMEOUT。
—— DLL_MS_WAIT_SOA
如果发送了一个带授权的但不需应答的SoA，MN在该状态等待，直至异步阶段发生
超时，或在下一个POWERLINK短周期开始前接收到任何以太网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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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 事件
DLL_MS由事件触发，这些事件是由事件处理器产生的。DDL_MS具有到硬件和NMT状态机
的接口。
事件处理器使事件排序（一个超时与一个以太网帧的接收可能同时发生）。到硬件的接
口的实现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 DLL_ME_PRES
该事件表示接收到一个PRes帧。
—— DLL_ME_PRES_TIMEOUT
当PRes帧在预配置时间内没有（或不完全）被接收到，就会产生该事件。
—— DLL_ME_ASND
该事件表明接收到一个ASnd帧或非POWERLINK帧。
—— DLL_ME_ASND_TIMEOUT
当ASnd帧在预配置时间内没有（或不完全）被接收到，就会产生该事件。
—— DLL_ME_SOC_TRIG
该 事 件 触 发 SoC 帧 的 发 送 并 开 始 一 个 新 的 POWERLINK 周 期 。 定 时 精 度 决 定 了
POWERLINK网络的同步精度。
—— DLL_ME_SOA_TRIG
该事件表明一个新POWERLINK短周期将开始。该事件可周期地产生，或在接收到一
个请求的ASnd报文后直接产生，以尽快继续POWERLINK短周期。

2.7.2.3 DLL_MS 对 NMT_MS 状态的使用
NMT_MS状态代表网络的状态，且在一些DLL_MS转换中作为条件。对单个NMT状态，可滤
出相关的DLL_MS转换。
注： DLL_MS的转换可在一个状态图中表示，其中NMT_MS状态作为转换的条件。为了易于理解和表达
清晰，单个NMT_MS状态的相关转换被滤出，并在其自身的图中作为DLL_MS的一种“工作模式”
显示。

状态 NMT_GS_INITIALISATION 和 NMT_MS_NOT_ACTIVE
在这些状态中，MN周期状态机不是活动的。这表明在首次转换到DLL_MS_NON_CYCLIC之
前，其状态不影响MN的反应。反应由NMT_MS状态确定。
状态 NMT_MS_BASIC_ETHERNET
在该状态，周期状态机不是活动的。这表明在首次转换到DLL_MS_NON_CYCLIC之前，其
状态不影响MN的反应。反应由NMT_MS状态确定。
状态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MN周期状态机产生POWERLINK短周期，并监视CN的
行为。错误处理在7.6中描述。DLL_MS处于DLL_MS_NON_CYCLI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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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L_MS_NON_CYCLIC

(DLL_MT11)
DLL_ME_SOA_TRIG

DLL_MS_
WAIT_ASND

DLL_MS_
WAIT_SOA

(DLL_MT10)
DLL_ME_SOA_TRIG

(DLL_MT12)
DLL_ME_ASND_TIMEOUT
DLL_ME_SOA_TRIG

(DLL_MT13)
DLL_ME_ASND_TIMEOUT
DLL_ME_SOA_TRIG

图7 MN 周期状态机，状态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转换
MN周期状态机转换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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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MN 周期状态机转换，以及状态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DLL_MT10

a）DLL_ME_SOA_TRIG[async_in != 0 & no resp.expected]/发送带授权的 SoA
b）DLL_ME_SOA_TRIG[async_in = 0 & async_out != 0]/对 MN 发送带授权的 SoA，并发送 ASnd
或非 POWERLINK
帧
c）DLL_ME_SOA_TRIG[async_int = 0 & async_out = 0]/发送 SoA

表4 a）如果有一个从 CN 来的异步发送请求，则 MN 发送一个带授权的 SoA 报文。下一个
POWERLINK 短周期将在异步时隙超时或接收到任何帧之后开始。

表5 b）如果在当前的周期中有流出异步 MN 通信需处理，则 MN 在给自己的带授权的 SoA 帧之

DLL_MT11
DLL_MT12

DLL_MT13

后，立即发送该帧。下一个 POWERLINK 短周期将在 ASnd 或非 POWERLINK 帧传输后开始。
a) 如果没有对 CN 的授权，并且没有来自 MN 的 ASnd 或非 POWERLINK 帧，则下一个
DLL_ME_SOA_TRIG 会在异步时隙超时后产生。
DLL_ME_SOA_TRIG[async_in != 0 & resp.expected]/发送带授权的 SoA
向 CN 发送 SoA 授权报文后，MN 转换为状态 DLL_MS_WAIT_ASND 以检测传输超时。
DLL_ME_SOA_TRIG | DLL_ME_ASND_TIMEOUT[async_in = 0]/发送 SoA 和 ASnd（如果有）
DLL_ME_SOA_TRIG | DLL_ME_ASND_TIMEOUT[async_in != 0 & no resp.expected]/发送带授权
的 SoA
等 待 时 间 随 一 个 DLL_ME_SOA_TRIG 或 DLL_ME_ASND_TIMEOUT 结 束 （ 可 通 过
NMT_MNCycleTiming_REC.AsyncSlotTimeout_U32 配置）。如果一个确定的 CN 将被授权，则 MN
对该节点发送一个包含授权的 SoA。如果没有 CN 被授权，则 MN 发送一个 SoA。如果在当前的
周 期 中有 流 出异 步通 信 需处理 ， 则 MN 会 在 SoA 帧 之 后， 发 送该 帧 。此 后， 状 态变为
DLL_MS_WAIT_SOA。
应产生错误事件 DLL_MEV_ASND_TIMEOUT。
DLL_ME_SOA_TRIG | DLL_ME_ASND_TIMEOUT[async_in != 0 & resp.expected]/发送带授权的
SoA,报告错误 DLL_MEV_ASND_TIMEOUT
一个包含对 CN 授权的 SoA 信息被发送。在等待 CN 的应答时，MN 保持在 MS_WAIT_ASND 状态。
超时事件 DLL_ME_ASND_TIMEOUT（可通过 NMT_MNCycleTiming_REC.AsyncSlotTIMEOUT_32 配置）
将产生 DLL_MEV_ASND_TIMEOUT。

该转换表中所用的缩略语如下：
—— “no resp.expected”意为：对 MN 的异步授权没有预期的应答（如单播报文交换）；
—— “async_in != 0”意为：一个授权必须在该周期内发送，一个 ASnd 或非 POWERLINK
帧可被接收；
—— “async_out != 0”意为：在发送一个 SoA 后，必须在该周期发送一个 ASnd。
常见问题如下：
—— 如果“DLL 错误处理”不支持，则 DLL_MEV_ASND_TIMEOUT 是可选择的，并可被忽
略；
—— 如 果 已 发 送 StayusRequest ， 且 异 步 时 隙 定 时 时 间 到 而 未 接 收 到 一 个
StatusResponse 帧，
则以错误 DLL_MEV_LOSS_STATUSRESPONSE 通知
“DLL 错误处理”。
状态 NMT_MS_OPERATIONAL、NMT_MS_READY_TO_OPERATE 和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
在NMT_MS_OPERATIONAL，NMT_MS_READY_TO_OPERATE和NMT_M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
MN周期状态机产生POWERLINK周期并监视CN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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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MN 周期状态机，以及 NMT_MS_OPERATIONAL、NMT_MS_READY_TO_OPERATE、和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 状态
转换
MN周期状态机转换见表9。
表6 MN 周期状态机转换，以及 NMT_MS_OPERATIONAL、NMT_MS_READY_TO_OPERATE 和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 状态
DLL_MT0

DLL_ME_SOC_TRIG[]/转换到状态 DLL_MS_WAIT_SOC_TRIG
如果 MN 的 NMT 状态机（NMT_MS）改变模式为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则 DDL_MS 应启动周
期定时器（其值可通过 NMT_CycleLen_U32 配置），定时器的启动会产生 DLL_ME_SOC_TRIG。DLL_MS
应使系统为第一个周期的开始做好准备。

DLL_MT1

注：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发送 SoC 和 PReq
DLL_ME_SOC_TRIG 事件发生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并进行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如果有等时
同步帧 要发送 ，则第 一个 PReq 将被发送，并 启动定 时 器以监 视响应 时间（ 其值 可 通过
NMT_MNCNPResTimeout_AU32[节点 ID]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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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DLL_MT2

DLL_ME_PRES[isochr != 0]/发送下一个 PReq
DLL_ME_PRES_TIMEOUT[isochr != 0]/发送下一个 Preq，报告错误 DLL_MEV_LOSS_PRES
等待时间随 DLL_ME_PRES 或 DLL_ME_PRES_TIMEOUT 结束。如果在等时同步队列中有更多的帧，
则 MN 发送下一个 PReq，状态不改变。

DLL_MT3

DLL_ME_PRES[isochr = 0 & async_in = 0]/ 发 送 PRes[isochr_out != 0] ， SoA 和
ASnd[async_out != 0]
DLL_ME_PRES_TIMEOUT[isochr = 0 & async_in = 0]/ 发送 PRes[isochr_out != 0]，SoA 和
ASnd[async_out != 0]，报告错误 DLL_MEV_LOSS_PRES
等 时 同 步 阶 段 随 DLL_ME_PRES 或 DLL_ME_PRES_TIMEOUT （ 其 值 可 通 过
NMT_MNCNPResTimeout_AU32[节点 ID]配置）结束。如果没有更多的通信要处理（无论等时同步
或异步），则 MN 发送一个 SoA 帧并改变状态为 DLL_MS_WAIT_SOC_TRIG。
如果在当前的周期中有流出异步通信要处理，则 MN 在 SoA 后发送该帧。

DDL_MT4

注： DLL_ME_PRES[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PRes[isochr_out != 0]和带授权的 SoA
注： DLL_ME_PRES_TIMEOUT[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PRes[isochr_out != 0]和 带
授权的 SoA，报告错误 DLL_MEV_LOSS_PRES
等 时 同 步 阶 段 随 DLL_ME_PRES 或 DLL_ME_PRES_TIMEOUT （ 其 值 可 通 过
NMT_MNCNPResTimeout_AU32[节点 ID]配置）结束。
如果 MN 被配置以发送一个 PRes，则该帧应在 SoA 前发送。
如果安排好的当前周期的异步通信是直接从 CN 到 MN 或到另一个 CN，则一个带授权的 SoA 帧将
被发送。

DLL_MT5

DLL_MT6

DLL_MT7

DLL_MT8

DLL_MT9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SoC，PRes[isochr_out != 0]，SoA 和
ASnd[async_out != 0]
在 DLL_ME_SOC_TRIG 事件（其值可通过 NMT_CycleLen_U32 配置）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并
处理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如果没有通信要处理，则额外发送一个 SoA 帧。状态不改变。
如果 MN 被配置以发送一个 PRes，则该帧应在 SoA 前发送。
如果在当前的周期中有流出异步通信要处理，则 MN 在 SoA 帧后发送该帧，并把状态改变为
DLL_MS_WAIT_SOC_TRIG。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SoC，PRes[isochr_out != 0]和带授权
的 SoA
在 DLL_ME_SOC_TRIG 事件（其值可通过 NMT_CycleLen_U32 配置）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并
处理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
如果 MN 被配置以发送一个 PRes，则该帧应在 SoA 前发送。
如果只有异步帧要发送，则 SoA 帧将被发送。如果异步通信是对一个 CN 的，则会额外发送一个
ASnd 帧。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SoC，PRes[isochr_out != 0]，SoA 和
ASnd[async_out != 0]
在 DLL_ME_SOC_TRIG 事件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并处理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
如果 MN 被配置以发送一个 PRes，则该帧应在 SoA 前发送。
如果没有通信要处理，则额外发送一个 SoA 帧。状态不改变。如果在当前的周期中有流出异步
通信要处理，则 MN 在 SoA 后发送该帧。
DLL_ME_ASND[]/处理该帧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 & async_in != 0]/发送 SoC 和带授权的 SoA
在 DLL_ME_SOC_TRIG 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并处理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如果只有异步帧
要发送，则 SoA 帧将被发送。如果异步通信是对一个 CN 的，则会额外发送一个 ASnd 帧。
DLL_ME_SOC_TRIG[isochr != 0]/发送 SoC 和 PReq
在 DLL_ME_SOC_TRIG 事件（其值可通过 NMT_CycleLen_U32 配置）发生后，立即发送一个 SoC 帧，
并处理与 NMT 状态机的通信。如果有等时同步帧要发送，则第一个 PReq 将被发送，并且启动定
时器来监视响应时间（其值可通过 NMT_MNCNPResTimeout_AU32[节点 ID]配置）。

该转换表中所用的缩略语：
—— “isochr != 0”意为：在等时同步列表中有一些帧，他们必须在当前周期中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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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 “isochr_out != 0”意为：MN 被配置以发送一个 PRes。
—— “async_in != 0”意为：一个授权必须在当前周期被发送，并且一个 ASnd 或非
POWERLINK 帧可被接收。
—— “async_out != 0”意为：发送一个 SoA 后，必须在本周期发送一个 ASnd。
为了表述清晰，对非预期事件的反应没有在图32和表9中描述。对这些事件的一般性叙
述如下：
—— 非预期帧的类型和非预期的发送方应被接受。状态不改变。PRes 帧应被传送给 NMT
状态机，可对这些帧进行分析（例如把相应的 CN 从通信中移除）。状态机对此事
件不作任何其他反应。
—— 如果 DLL_MS 接收到只可能由另一 MN 发出的帧（SoC、SoA 和 PReq），它将通知 NM
状态机和“DLL 错误处理”。
—— 如果发生一个非预期的内部事件（如超时），则将被认为是一个内部错误并通知
NMT_MS。
—— 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DLL_ME_SOC_TRIG 发生在非预期地状态中，或发生在发送
或 接 收 以 太 网 帧 期 间 （ 如 PRes 超 时 误 配 置 ）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会 以 错 误
DLL_MEV_CYCLE_EXCEED 通知错误处理（DLL Error Handling）。
如果已发送StayusRequest，且异步时隙定时时间到而未接收到一个StatusResponse帧，
则以错误DLL_MEV_LOSS_STATUSRESPONSE通知“DLL错误处理”。

2.7.2.4 活动节点的识别
应为MN配置一个网络上所有节点的列表。
当MN启动时，所有被配置的节点将被标记为非活动的。这些已配置但非活动的CN将被一
个特殊形式的SoA帧，即IdentRequest周期地访问。当CN接收到对自己寻址的IdentRequest
时，应在同一异步阶段中返回一个特殊形式的ASnd帧，即IdentResponse。
如果MN接收到从CN发来的IdentResponse，则该CN就会被标记为活动的。活动的CN可参
与同步数据传输，如可通过PRes被访问。

2.8 主站网络管理（NMT）状态机
概述
NMT状态机决定通信功能单元的操作行为。应用状态机与NMT状态机的耦合是设备相关
的，并且属于设备行规的范畴。
MN和CN通过通用初始化过程启动。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后，评估节点特定POWERLINK
NodeID，以决定将节点设置为MN还是CN。后续过程区分MN特定部分和CN特定部分。

2.8.1 通用初始化 NMT 状态机
在图72中给出了MN和CN通用的NMT状态机的初始化。同时，图72还给出了影响MN和CN的
PowderOn、断电以及通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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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初始化NMT状态机是节点上层NMT状态机。MN和CN特定NMT状态机嵌入此状态机。在
一个节点上应仅执行这些嵌入状态机中的一个。上层状态机所显示的断电和复位影响每个嵌
入状态机。
状态
NMT_GS_POWERED
本条所处理的全部状态是设备PowderOn时有效的状态，例如：应该将这些状态视作超状
态NMT_GS_POWERED的子状态。
PowderOn时（NMT_GT1），应该进入NMT_GS_POWERED；断电时（NMT_GT3），应该离开
NMT_GS_POWERED。
NMT_GS_POWERED是一个超状态，不能通过单个NMTStatus值向网络发送。
NMT_GS_INITIALISATION
在系统启动之后，节点进入状态NMT_GS_INITIALISATION。节点应该自动地进入这个状
态，NMT命令并非必要。在状态NMT_GS_INITIALISATION中，应该初始化网络功能。
NMT_GS_INITIALISATION及其子状态仅是节点内部状态。不能通过NMTStatus向网络发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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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GT1)
PowerOn

NMT_GS_POWERED

(NMT_GT2)
Reset

NMT_GS_INITIALISATION

NMT_GS_INITIALISING

(NMT_GT8)
NMT_SwReset

(NMT_GT10)
auto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NMT_GT11)
auto

(NMT_GT4)
NMT_ResetNode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NMT_GT5)
NMT_ResetCommunication
(NMT_GT12)
auto

(NMT_GT6)
Internal Communication Error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

(NMT_GT7)
NMT_ResetConfiguration
(NMT_MT1)
(NMT_MT1)
Auto
Auto
[NodeID !=
[NodeID ==
C_ADR_MN_DEF_NODE_ID] C_ADR_MN_DEF_NODE_ID]

NMT_GS_COMMUNICATING

NMT_CS
NMT CN STATE
MACHINE

NMT_MN
NMT MN STATE
MACHINE

(NMT_GT3)
PowerOff

图9 通用初始化 NMT 状态机
子状态
为了使节点能够全部或者部分复位，将状态 NMT_GS_INITIALISATION 分成 4 个子状态（见图
72）
。
—— NMT_GS_INITIALISING
这个子状态是PowderOn（NMT_GT1）、硬件及软件复位（NMT_GT2），或者收到
NMTSwReset（NMT_GT8）命令之后POWERLINK节点应该进入的第一个状态。在完成基本节
点 初始 化之 后， POWERLINK 节点 应该 自主 地进 入子 状态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NMT_GT10）。
——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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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子状态中，应该将制造商特定行规区和标准设备行规区的参数设置为各自的
PowderOn 值 。 在 设 置 PowderOn 值 之 后 ， 应 该 自 主 地 进 入 子 状 态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NMT_GT11）。
当从NMT_GS_RESET_COMMUNICATING的所有子状态（如MN或CN的NMT状态机）中接收
到NMTResetNode命令时，应该进入NMT_GS_RESET_APPLICATION子状态。
——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在这个子状态中，应该将通信行规区的参数设置为其PowderOn值。
当识别到内部通信错误时，或者当从NMT_GS_COMMUNICATING的所有子状态（如MN
或 CN 的 NMT 状 态 机 ） 中 接 收 到 NMTResetCommunication 命 令 时 ， 应 该 进 入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PowderOn值是最后存储的参数。如果没有可用的已存储配置，或者如果恢复缺省命
令（对象NMT_RestoreDefParam_REC）在复位之前发生，则依据通信和设备行规规范，
应将PowderOn值设为缺省值。
——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
在这个子状态中，对象字典中的配置参数集用于生成活动的设备配置。节点应检查
其NodeID，以便能够确定其配置是否是MN或者CN。如果节点等于C_ADR_MN_DEF_NODE_ID，
则节点应进入MN NMT状态机（NMT_MT1），否则应进入CN MNT状态机（NMT_CT1）。
当从NMT_GS_ COMMUNICATING的所有子状态中收到NMTResetConfiguration命令时，
应该进入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
这个子状态用于重新配置不支持通信参数存储的设备。
NMT_GS_ COMMUNICATING
当离开状态NMT_GS_INITIALISATION（NMT_MT1或NMT_CT1）时，将进入超状态NMT_GS_
COMMUNICATING。NMT_GS_ COMMUNICATING包括MN NMT状态机和CN NMT状态机。
如果接收到NMTSwRreset（NMT_GT8）、NMTResetNode（NMT_GT4）、NMTResetCommunication
（NMT_GT5）或NMTResetConfiguration（NMT_GT7）命令，或者如果发生内部通信错误
（NMT_GT6），则应该进行从NMT_GS_COMMUNICATING到NMT_GS_INITIALISATION的转换。
NMT_GS_COMMUNICATING是一个超状态，不能通过单个NMTStatus值向网络发送。
转换
表7 通用初始化 NMT 状态转换
（NMT_GT1）

注： PowerOn[]/启动基本节点初始化
注： PowerOn 时，应自动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INITIALISING。
注： NMT_GT1、NMT_GT2 以及 NMT_GT8 是不同复位源触发的等价转换。

（NMT_GT2）

注： Reset[]/启动基本节点初始化
注： 在硬件或者本地软件复位之后，应自动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INITIALISING。
NMT_GT1、NMT_GT2 以及 NMT_GT8 是不同复位源触发的等价转换。

（NMT_GT3）

注： PowerOff[]
注： 在 NMT_GS_POWERED 状态 POWERLINK 节点断电。

（NMT_GT4）

注： NMTResetNode[]/启动应用初始化
注： 如果在 NMT_GS_ COMMUNICATING 状态接收到 NMTResetNode 命令，则应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NMT_GT5）

注： NMTResetCommunication[]/启动通信初始化

62

王谨秋

注： 如果在 NMT_GS_COMMUNICATING 状态接收到 NMTResetCommunication 命令，则应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NMT_GT6）

注： 内部通信错误[]/启动通信初始化
注： 如果在 NMT_GS_COMMUNICATING 状态识别到内部通信错误，则应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NMT_GT7）

注： NMTResetConfiguration[]/激活设备配置
注： 如果在 NMT_GS_ COMMUNICATING 状态接收到 NMTResetConfiguration 命令，应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
注： 如果改变与设备周期配置（节点分配和定时）相关的对象字典的参数，则在接收到
NMTResetConfiguration 命令之后，更改应生效。

（NMT_GT8）

注： NMTSwReset[]/启动基本节点初始化
注： 如果在 NMT_GS_ COMMUNICATING 状态接收到 NMTSwReset 命令，则应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INITIALISING。
NMT_GT1、NMT_GT2 以及 NMT_GT8 是不同复位源触发的等价转换。

（NMT_GT10） 注： Auto[完成基本节点初始化]/启动应用初始化
注： 在完成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INITIALISING 之后，应自动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NMT_GT11） 注： Auto[完成应用初始化]/启动通信初始化
注： 在完成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APPLICATION 之后，应自动进
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注： Auto[完成通信初始化]/启动配置设置
（NMT_GT12） 注： 在完成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MMUNICATION 之后，应自动
进入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 。
（NMT_MT1）

注： Auto[完成配置设置，NodeID = C_ADR_MN_DEF_NODE_ID]/启动监视网络通信
注： 如果完成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并且
NodeID 配置等于缺省 MN 地址（C_ADR_MN_DEF_NODE_ID），则应自动进入状态
NMT_MS_NOT_ACTIVE，例如应进入 MN NMT 状态机。

（NMT_CT1）

注： Auto[完成通信初始化，NodeID 不等于 C_ADR_MN_DEF_NODE_ID]/启动监视网络通信
注： 如果完成 NMT_GS_INITIALISATION 的子状态 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并且
NodeID 配置不等于缺省 MN 地址（C_ADR_MN_DEF_NODE_ID），则应自动进入状态
NMT_CS_NOT_ACTIVE，例如应进入 CN NMT 状态机。

2.8.2

主站 MN NMT 状态机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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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GS_
INITIALISATION

NMT_MS
NMT MN State Machine

(NMT_MT1)
auto
[NodeID ==C_ADR_MN_DEF_NODE_ID]

(NMT_MT7)
Timout (SoC, SoA)
[NMT_StartUp_U32.Bit13 == 1]

NMT_MS_
NOT_ACTIVE

NMT_MS_
BASIC_ETHERNET

NMT_MS_EPL_MODE
(NMT_MT2)
Timeout (SoC, SoA)
[NMT_StartUp_U32.Bit13 == 0]

NMT_MS_
PRE_OPERATIONAL_1

(NMT_MT6)
Error Condition

(NMT_MT3)
auto
NMT_MS_
PRE_OPERATIONAL_2
(NMT_MT4)
auto
NMT_MS_
READY_TO_OPERATE
(NMT_MT5)
auto
NMT_MS_
OPERATIONAL

Type of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Listen Only

Legacy Ethernet
(IP and others)

POWERLINK
Reduced Cycle
(SoA-ASnd)

POWERLINK Cycle
(SoC-PReq-PResSoA-Asnd)

图10 MN 的 NMT 状态图
MN NMT状态机应被视 为由通用初 始化 NMT状态机管理。 MN NMT状态机 表示超状 态
NMT_GS_POWERED和NMT_GS_COMMUNICATING的子状态。由这些状态定义的转换应在MN NMT状态
机中有效。
状态
MN的当前状态应定义POWERLINK网络的当前状态。
NMT_MS_NOT_ACTIVE
MN应在NMT_MS_NOT_ACTIVE状态监视网络通信，以确保网络上没有其他活动的MN。
收到一个SoC或SoA帧表明有另一个MN处于活动状态。当收到SoC或SoA时，节点应冻结启
动，应将一个错误发送至MN应用，并维持当前MN状态。
在NMT_MS_NOT_ACTIVE状态，节点不应被授权发送任何帧。
如果在索引NMT_BootTime_REC.MNWaitNoAct_U32定义的时间间隔中未接收到SoA或SoC
帧，则应根据NMT_StarUp_U32.Bit13触发到NMT_MS_PRE_OPERATIONAL_1（NMT_MT2）或者
NMT_MS_BASIC_ETHERNET（NMT_MT7）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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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MN模式的节点应保持在NMT_MS_NOT_ACTIVE状态。应向应用发布一个错误报文
E_NMT_BA1_NO_MN_SUPPORT。
NMT_MS_EPL_MODE
NMT_MS_EPL_MODE是一个超状态，不能通过单个NMTStatus值向网络发送。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MN应开始执行POWERLINK短周期。
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通信是耐冲突的。应该通过CSMA/CD 解决冲突。
在进入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之后，MN应该发送C_DLL_PREOP1_START_CYCLES
的 SoA 帧 序 列 ， 不 对 包 括 MN 在 内 的 任 何 节 点 分 配 异 步 时 隙 。 这 个 开 始 序 列 允 许 从
NMT_MS_EPL_MODE状态阶段前挂起的冲突得到解决。
应标识已配置节点（索引NMT_NodeAssignment_AU32[NodeID].Bit1），并且可校验其标
识。如果必须通过节点下载应用软件或者配置数据，则可以延迟完成标识校验。
应通过StatusRequest循环地访问已标识的节点。
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无PDO交换。
如果已经成功地标识了全部的强制CN，则可以触发从NMT_MS_PRE_OPERATIONAL_1到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的转换（NMT_MT3）。
建议MN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完成其配置。
关于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的更多信息见。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
在NMT_M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MN应开始执行等时同步POWERLINK周期。
为了开始PDO传输、同步及心跳（heartbeat），应通过PReq帧启动轮询已标识的CN，这
些CN处于NMT_M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且未被标记为仅异步CN。被传输的PReq帧可以与
PDO映射要求不同。应不通过设置RD标志来声明数据无效。
应忽略从轮询CN中接收到的PRes帧。
应 通 过 StatusRequest 循 环 地 访 问 已 标 识 的 仅 异 步 CN （ 索 引
NMT_NodeAssignment_AU32[NodeID].Bit8）。
应通过SoA IdentRequest帧搜索已配置但未标识的CN。
当所有强制CN已经发信号通知将要处于状态NMT_MS_READY_TO_OPERATE，并且当MN已经
完成其配置时，应该触发从NMT_MS_PRE_OPERATIONAL_2到NMT_MS_READY_TO_OPERATE的MN状
态转换（NMT_MT4）。
关于NMT_MS_PRE_OPERATIONAL_2的更多信息见。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在NMT_MS_READY_TO_OPERATE状态，MN应执行等时同步POWERLINK周期。
当进入NMT_MS_READY_TO_OPERATE状态时，MN应该按照PDO映射的要求向已标识的等时同
步CN发送PDO数据。应通过复位RD标志来声明传送的数据无效。PReq帧的长度应该等于各自
CN的被配置PReq有效载荷（索引NMT_MNPReqPayloadLimitList_AU16[NodeID]）。
应省略从CN接收到的PDO数据。
应通过SoA StatusRequest帧循环地访问已标识的仅异步CN。
应通过SoA IdentRequest帧搜索已配置但未标识的CN。
如 果 所 有 强 制 CN 利 用 正 确 帧 长 和 定 时 发 送 其 PRes 帧 ， 则 应 触 发 从
NMT_MS_READY_TO_OPERATE到NMT_MS_OPERATIONAL的MN状态转换（NMT_MT5）。
关于NMT_MS_READY_TO_OPERATE的更多信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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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MS_OPERATIONAL
NMT_MS_OPERATIONAL是POWERLINK MN的正常操作状态。MN应该执行等时同步POWERLINK
周期。
MN应该根据PDO映射的要求向已标识的等时同步CN发送PDO数据。如果应用请求，则可通
过设置RD标志声明发送的数据有效。PReq帧的长度应该等于各自CN配置的PReq有效载荷。
MN 可 以 发 送 NMTStartNode 命 令 来 强 制 从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到
NMT_MS_OPERATIONAL的转换。通过索引NMT_StartUp_U32.Bits1和NMT_StartUp_U32.Bit3来
控制NMTStartNode的发送。
应通过SoA StatusRequest帧循环地访问已标识的仅异步CN。
应通过SoA IdentRequest帧搜索已配置但未标识的CN。
所有强制CN都应处于NMT_CS_OPERATIONAL状态，并且没有POWERLINK协议相关的错误。
如果丢失了一个强制CN，或其状态不等于NMT_MS_OPERATIONAL，或已发送一个错误，则MN
应该转换到NMT_MS_PRE_OPERATIONAL_2（NMT_MT6）。
通过索引NMT_StartUp_U32.Bit4和NMT_StartUp_U32.Bit6来控制MN的错误响应。
NMT_MS_BASIC_ETHERNET
在NMT_MS_BASIC_ETHERNET状态，MN可以根据IEEE 802.3执行传统以太网通信。没有
POWERLINK特定网络通信控制。CSMA/CD冲突处理机制控制网络访问。允许节点自主传输。
任何传统以太网协议都可适用。MN可在NMT_MS_BASIC_ETHERNET状态发送ASnd帧。
为了离开NMT_MS_BASIC_ETHERNET状态，必须通过将NMT_StartUp_U32.Bit13设为0b来使
能 NMT_MS_EPL_MODE，且必须通过NMTResetCommunication或其他复位命令来复位设备。
对NMT_MS_BASIC_ETHERNET的支持是可选的。应通过D_NMT_NMBasicEthernet_BOOL来指
示是否支持。
转换
表8 MN 特定状态转换
（NMT_MT1）

注： 见表 105

（NMT_MT2）

注： Timeout（SoC，SoA）[NMT_StartUp_U32.Bit13 = 0b]/启用 POWERLINK 短周期通信
注： 如果通过 NMT_StartUp_U32.Bit13 = 0b 激活了 NMT_MS_EPL_MODE，并且节点在进入
NMT_MS_NOT_ACTIVE 状态之后，在可定义的超时时间间隔内未接收到任何 SoA 或 SoC 帧，则
节点应该转换到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注： 超时由 NMT_BootTime_REC.MNWaitNoAct_U32 来定义。

（NMT_MT3）

注： Auto[所有强制 CN 已被标识]/启用等时同步 POWERLINK 周期通信，允许无效的 PDO 和
空 PReq
注： 如果节点已经标识了所有强制 CN，则节点应该转换到 NMT_MS_PRE_OPERATIONAL_2。
应用可以延迟该状态转换。

（NMT_MT4）

注： Auto[完成 MN 配置， 所有强制 CN 处于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无效的 PDO，
已配置的 PReq、PRes
注： 如果 MN 已经完成其配置，并且如果所有强制 CN 处于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则节点应该转换为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应用可以延迟该状态转换。

（NMT_MT5）

注： Auto[等时同步通信无错误]/启用已配置的 PReq、PRes、有效的、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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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所有强制 CN 利用正确帧长度和定时来发送其 PRes 帧，则 MN 转换为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注： 应用可以延迟该状态转换。
（NMT_MT6）

注： Auto[强制 CN 丢失，强制 CN 不处于 NMT_M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错误]/启用
POWERLINK 短周期通信
注： 如果 MN 检测到强制 CN 错误，则它应转换为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

1

（NMT_MT7）

注： Timeout（SoC，SoA）[NMT_StartUp_U32.Bit13 = 1b]/启用传统以太网通信
注： 如果 NMT_StartUp_U32.Bit13 被置位，则 MN 应该转换为 NMT_MS_BASIC_ETHERNET

由通用初始化NMT状态定义的状态转换见图72和表105，这些状态转换必须应用于MN NMT
状态机。

2.8.3 从站 CN NMT 状态机
CN NMT状态机由通用初始化NMT状态机管理。CN NMT状态机是超状态NMT_GS_POWERED和
NMT_GS_COMMUNICATING的子状态。由这些状态定义的转换在CN NMT状态机中应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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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GS_
INITIALISATION

NMT_CS
NMT CN State Machine

(NMT_CT3)
Timeout
(SoA,SoC,PReq,PRes)

NMT_CS_
BASIC_ETHERNET

(NMT_CT1)
auto,
[NodeID !=
C_ADR_MN_DEF_NODE_ID]

NMT_CS_
NOT_ACTIVE

(NMT_CT12)
SoA,SoC,PReq,PRes

(NMT_CT2)
SoA,SoC

NMT_CS_EPL_MODE
NMT_CS_
PRE_OPERATIONAL_1

(NMT_CT5)
NMT
EnableReadyToOperate

(NMT_CT11)
Error Condition

(NMT_CT4)
SoC

NMT_CS_
PRE_OPERATIONAL_2
(NMT_CT10)
NMT
EnterPreoperational2

(NMT_CT6)
auto

NMT_CS_
READY_TO_OPERATE
(NMT_CT7)
NMT
StartNode

(NMT_CT9)
NMT
EnterPreoperational2

NMT_CS_
OPERATIONAL

(NMT_CT8)
NMT
StopNode

NMT_CS_
STOPPED

Type of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Listen Only

Legacy Ethernet
(IP and others)

POWERLINK
Reduced Cycle
(SoA-Asnd)

POWERLINK Cycle
(SoC-PReq-PRes-SoAAsnd)

图11 CN 状态图
状态
NMT_CS_NOT_ACTIVE
NMT_CS_NOT_ACTIVE是一个非持久性状态，该状态允许一个启动中的节点识别当前的网
络状态。
CN应监视网络通信。节点不应被授权自主发送数据帧。在NMT_CS_NOT_ACTIVE状态下，
不允许传统以太网帧的传输。节点应能够识别通过ASnd发送的NMTReset命令。
NMT_CS_NOT_ACTIVE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的状态转换由收到的SoA或SoC帧来触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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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CS_NOT_ACTIVE到NMT_CS_BASIC_ETHERNET的状态转换由SoC帧，PReq帧，PRes帧和
SoA帧的超时来触发。
NMT_CS_EPL_MODE
NMT_CS_EPL_MODE是一个超状态，不能通过单个NMTStatus值向网络发送。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仅当获得MN通过SoA Asynclnvite命令的授权时，
CN才发送一个帧。
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MN可通过IdentRequest标识该节点。如有必要，
CN 应 从 配 置 服 务 器 下 载 其 配 置 数 据 。 在 CN 完 成 其 配 置 之 前 ， 如 果 MN 不 在
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或离开NMT_M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则这两个过程可以
被完全或部分地转移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进行。
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通信是耐冲突的。冲突通过CSMA/CD来解决。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到后续状态的转换由收到的SoC帧来触发（见图74）。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下没有PDO通信。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在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下，CN将等待配置的完成。
节点将会被MN通过PReq查询。节点收到的PDO数据可能是无效的，这些数据可能不同于
PDO映射要求。
CN将忽略通过PReq从MN收到的PDO数据，以及通过PRes从MN和其他CN收到的PDO数据。
传输的PRes帧可不同于PDO映射要求。通过不设置RD标志来声明数据是无效的。
仅异步CN将不会被MN通过PReq查询，因此也不会通过PRes给出响应。
两 种 类 型 的 CN 都 应 响 应 经 由 SoA 的 Asynclnvite 命 令 。 如 果 没 有 MN 的 授 权 ， 在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下不允许有以太网帧的传输。
从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转换到NMT_CS_READY_TO_OPERATE的前提条件是收到
一个NMTEnableReadyToOperate命令。当应用准备好运行时，就触发这个状态转换。
从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的转换是由错误
识别触发的。
从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到NMT_CS_STOPPED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状态命
令NMTStopNode触发的。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CN通过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通知MN其运行准备已经就绪。
该节点可以参与周期帧的交换。当MN通过PReq查询该周期节点时，该节点应通过PRes
进行响应。
仅异步CN将不会被MN通过PReq查询，因此也不会通过PRes给出响应。
两 种 类 型 的 CN 都 响 应 经 由 SoA 的 Asynclnvite 命 令 。 如 果 没 有 MN 的 授 权 ， 在
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下不允许有以太网帧的传输。
不管是否存在可用的有效的过程数据，RD标志都应被设置为0。
PRes 有 效 载 荷 的 长 度 应 小 于 或 等 于 配 置 的 限 制 （ 对 象
NMT_CycleTiming_REC.PResActPayloadLimit_U16）。传输的数据应符合PDO映射定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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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到NMT_CS_OPERATIONAL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 状
态命令NMTStartNode触发的。
从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的转换是由错误识
别触发的。
从NMT_CS_READY_TO_OPERATE状态到NMT_CS_STOPPED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 状态命
令NMTStopNode触发的。
NMT_CS_OPERATIONAL
NMT_CS_OPERATIONAL是CN的正常运行状态。
该节点可以参与周期帧的交换。当MN通过PReq查询该周期节点时，该节点应通过PRes
进行响应。
仅异步CN将不会被MN通过PReq查询，因此也不会通过PRes给出响应。
两 种 类 型 的 CN 都 响 应 经 由 SoA 的 Asynclnvite 命 令 。 如 果 没 有 MN 的 授 权 ， 在
NMT_CS_OPERATIONAL状态下不允许有以太网帧的传输。
CN可以通过NMT防护机制监视其他节点。
通过PReq从MN收到的PDO数据，以及通过PRes从MN和其他CN收到的PDO数据，如果被CN
应用选定，应由CN进行数据解释。
RD标志由应用设置。
如果PDO数据是无效的，允许临时清除RD标志。PRes有效载荷的长度应小于或等于配置
的限制（对象NMT_CycleTiming_REC.PResActPayloadLimit_U16）。传输的数据应符合PDO
映射定义的要求。
从NMT_CS_OPERATIONAL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
状态命令NMTEnterPreOperational2触发的。
从NMT_CS_OPERATIONAL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的转换是由错误识别触
发的。
从NMT_CS_OPERATIONAL状态到NMT_CS_STOPPED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 状态命令
NMTStopNode触发的。
NMT_CS_STOPPED
在NMT_CS_STOPPED状态下，很大程度上该节点处于被动状态。在系统仍处于运行状态时，
可通过NMT_CS_STOPPED对一个选定的CN进行受控的关闭。
节点不再参与周期帧的交换，但仍然监视SoA帧。
节点不会被MN通过PReq查询。
在节点被MN通过PReq查询时，节点也不会通过PRes给出响应。
节点响应经由SoA的Asynclnvite命令。如果没有MN的授权，在NMT_CS_STOPPED状态下不
允许有以太网帧的传输。
从NMT_CS_STOPPED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2状态的转换是由收到的NMT 状态
命令NMTEnterPreOperational2触发的。
从NMT_CS_STOPPED状态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的转换是由错误识别触发的。
NMT_CS_BASIC_ETHERNET
在NMT_CS_BASIC_ETHERNET状态下，节点可以根据IEEE802.3进行传统以太网通信。这时
没有POWERLINK特定的网络通信控制，通过CSMA/CD冲突处理机制控制网络的访问。允许节点
进行自主传输，适用任意一种传统以太网协议。

70

王谨秋

在NMT_CS_BASIC_ETHERNET状态下，CN可以传输ASnd帧。
当节点处于NMT_CS_BASIC_ETHERNET状态时，为了避免干扰POWERLINK网络通信，节点应
能识别SoC，PReq，PRes，和SoA帧。当收到这些帧时，CN应立即自主停止帧的发送，并转换
到NMT_CS_PRE_OPERATIONAL_1状态。
转换
表9 CN 特定的状态转换
（NMT_CT1）

注： 见表 105

（NMT_CT2）

注： SoA，SoC[]/启用 POWERLINK 短周期通信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NOT_ACTIVE 状态接收到 SoA 或 SoC 帧，节点应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

（NMT_CT3）

注： Timeout（SoC，PReq，PRes 和 SoA）[]/启用传统以太网通信
注： 如果在进入 NMT_CS_NOT_ACTIVE 状态后，节点在可定义的超时时间间隔内，未收到任
何 SoC、PReq、PRes 或 SoA 帧，则节点应转换到 NMT_CS_BASIC_ETHERNET 状态。
注： 超时时间间隔由对象 NMT_CNBasicThernetTimeout_U32 定义。

（NMT_CT4）

注： SoC[]/启用 POWERLINK 周期通信，允许无效的和空的 PRes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接收到 SoC 帧，则节点应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状态。

（NMT_CT5）

注： NMTEnableReadyToOperate[]/启用转换到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注： 在完成配置和同步后，CN 被释放并转换到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NMT_CT6）

注： Auto[应用已就绪且接收到 NMTEnableReadyToOperate]/启用已配置的 PRes，无效
注： CN 自动转换到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

（NMT_CT7）

注： NMTStartNode[配置有效]/启用已配置的 PRes，有效，开始操作
注： 如果 CN 在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状态下接收到 NMTStartNode 命令，则应转换到
注：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

（NMT_CT8）

注： NMTStopNode[]/冻结周期通信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NMT_CS_READY_TO_OPERATE 或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下接收到 NMTStopNode 命令，则应转换到 NMT_CS_STOPPED 状态。

（NMT_CT9）

注： NMTEnterPreoperational2[]/禁用有效的 PRes，只允许空的 PRes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下接收到 NMTEnterPreoperational2 命令，则
应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状态。

（NMT_CT10） 注： NMTEnterPreoperational2[]/重新启用 POWERLINK 循环通信，只允许空的 PRes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STOPPED 状态下接收到 NMTEnterPreoperational2 命令，则应转
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状态。
（NMT_CT11） 注： Error condition[]/启用 POWERLINK 短周期通信
注： 如果在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NMT_CS_READY_TO_OPERATE、NMT_CS_OPERATIONAL
或 NMT_CS_STOPPED 状态下，节点识别出一个错误条件，则应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
（NMT_CT12） 注： SoC，PReq，PRes 或 SoA[]/停止自主帧发送
注： 如果节点在 NMT_CS_BASIC_ETHERNET 状态下接收到 SoC、PReq、PRes 或 SoA 帧，则应
转换到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
注： 非常重要的是：当节点识别出 SoC、PReq、PRes 或 SoA 帧时立即停止所有自主帧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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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初始化NMT状态机定义的状态转换（见图72和表105），这些状态转换必须适用于CN
NMT状态机。
状态和通信对象之间的关系
表108给出了通信状态和通信对象之间的关系。仅当参与通信的设备处于合适的通信状
态时，所列出的通信对象的服务才可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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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状态和通信对象

POWERLINK控制的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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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R

注： R 注： - 注： R/S

注： PReq

注： - 注： -

注： -

注： R

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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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x

注： x

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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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异步帧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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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注： -

注： - 注： - 注： R

注： UDP/IP 接收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注： SDO 接收（UDP/IP）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注： POWERLINK-ASnd 接收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注： SDO 接收（POWERLINK-ASnd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非POWERLINK控制的网络通信

）

注： 传统以太网发送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T

注： UDP/IP，自动发送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注： SDO 发送（UDP/IP）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注： POWERLINK-ASnd，自动发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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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SDO 发送（POWERLINK-ASnd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

注：

（x5）

）

R

帧被接受

R/S

帧被接受，触发状态转换

T

帧被发送

（T）

只允许空的 PRes 帧

x

帧数据被解释或发送
1

帧数据可被解释

2

通过复位 RD 标志，使数据无效

3

仅选定的 NMT 命令被接受，将导致状态转换，接收要求优于 SoA 的丢失。

（x）
（x）
（x）
x

4

可以导致状态转换，见 10.3.1.2.1。
5

（x ）

取决于协议支持。

-

没有帧处理。

与其他状态机的关系
MN NMT状态机通过NMT命令来控制CN NMT状态机。
NMT状态机的运行与周期状态机紧密相关。
NMT 对象字典条目
NMT对象字典管理定义节点内部参数的条目，这些参数用于控制等时同步的POWERLINK
周期。在等时同步的POWERLINK周期运行期间，这些内部参数是不能改变的。
各个OD条目的修改仅限于OD数据的处理，但不能立即影响控制当前POWERLINK周期的内
部参数集。为了使POWERLINK周期相关的OD条目有效，应通过NMTResetConfiguration命令，
或一个更强的NMT复位命令或硬件复位，将设备设置成NMT_GS_RESET_CONFIGURATION状态。
要求这类处理方法的OD条目通过附有“valid on reset”访问类型予以指示。

2.9 CANopen 简介
POWERLINK 的应用层遵循 CANopen 标准。CANopen 是一个应用层协议。他为应用程序提
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使得不同的设备与应用程序之间有统一的访问方式。
CANopen 协议有三个主要部分：PDO，SDO 和对象字典 OD。
PDO ：过程数据对象
可以理解为在通信过程中，需要周期性、实时传输的数据。
SDO ：服务数据对象
可以理解为在通信过程中，非周期性传输、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例如网络
配置命令，偶尔要传输的数据等。
OD

：对象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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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对象字典？对象字典就是很多对象的集合。那么什么又是对象呢？一个对象可以
理解为一个参数。假设有一个设备，该设备有很多参数。CANopen 通过给每个参数一个编号
来区分参数，这个编号就叫做索引（Index），这个索引用一个 16bits 的数字表示。如果这
个参数又包含了很多子参数，那么 CANopen 又会给这些子参数分别分配一个子索引
（SubIndex）
，用一个 8bits 的数字来表示。因此一个索引和一个子索引就能明确的标示出
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除了具有索引和子索引信息外，还应该有参数的数据类型（ 8bits 还是
16bits？有符号还是无符号？）
，还需要有访问类型（可读的还是可写的，还是可读写的？），
还有默认值等等。因此一个参数需要有很多属性来描述他，所以一个参数也就成了一个对象
object，所有对象的集合就构成了对象字典（object dictionary）
。
在一次实际应用中，需要周期性传输的对象，就叫过程数据对象-PDO ; 非周期性传输
的对象，就叫服务数据对象-SDO。

2.9.1 针对不同种类设备的 CANopen 对象字典的规定
CiA（CANinAutomation）针对不同种类的设备需要哪些参数，都做了统一规定。
CiA401：是对通用输入输出设备的规定
CiA402：是对驱动和运动控制设备的规定
CiA403：是对人机界面设备的规定
CiA404：是对测量设备和闭环控制器的规定
CiA406：是对编码器设备的规定
CiA408：是对比例阀设备的规定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开发的设备的类型，遵循相应的规定，从而实现不同的对象字典，编
写与之对应的 XD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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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草稿版，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
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果您需要推广或者购买 POWERLINK 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登陆 POWERLINK 网上
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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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OWERLINK 应用层概述
POWERLINK 的应用层遵循 CANopen 标准。CANopen 是一个应用层协议。他为应用
程序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使得不同的设备与应用程序之间有统一的访问方式。
CANopen 协议有三个主要部分：PDO，SDO 和对象字典 OD。
PDO ：过程数据对象
可以理解为在通信过程中，需要周期性、实时传输的数据。
SDO ：服务数据对象
可以理解为在通信过程中，非周期性传输、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例如网络
配置命令，偶尔要传输的数据等。

4.1 对象字典 OD
什么是对象字典？对象字典就是很多对象（object）的集合。那么什么又是对象呢？
一个对象可以理解为一个参数。假设有一个设备，该设备有很多参数。CANopen 通过给每
个参数一个编号来区分参数，这个编号就叫做索引（Index），这个索引用一个 16bits 的数字
表示。如果这个参数又包含了很多子参数，那么 CANopen 又会给这些子参数分别分配一个
子索引（SubIndex）
，用一个 8bits 的数字来表示。因此一个索引和一个子索引就能明确的标
示出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除了具有索引和子索引信息外，还应该有参数的数据类型（8bits 还是 16bits？
有符号还是无符号？）
，还需要有访问类型（可读的还是可写的，还是可读写的？）
，还有默
认值等等。因此一个参数需要有很多属性来描述他，所以一个参数也就成了一个对象 object，
所有对象的集合就构成了对象字典（object dictionary），简称 OD。

4.2 XDD 文件介绍
什么是 XDD 文件？它有什么用处？
简 单 讲 ， XDD 文 件 就 是 用 来 描 述 对 象 字 典 的 电 子 说 明 文 档 ， 是 XML DEVICE
DESCRIPTION 的简写。设备生产商在自己的设备中实现了对象字典，该对象字典存储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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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里，因此设备提供商需要向设备使用者提供一个说明文档，让使用者知道该设备有哪些参
数，以及这些参数的属性。XDD 文件的内容要与对象字典的内容一一对应，即在对象字典
中实现了哪些参数，那么在 XDD 文件中就应该有这些参数的描述。
XDD 文件的格式如下：

图 2-14

上面描述了 3 个 object，索引为 0x2201 的 object，有 9 个子索引，每个子索引的属性
包括名称，对象类型，数据类型，可访问类型，以及是否可以映射为 PDO。
XDD 文件的作用有两个，第一可以让设备的使用者了解设备有哪些参数，以及这些
参数的属性；第二个作用也是主要作用，是给网络配置工具使用，以组建和配置网络。
XDD 文件可以是对象字典（OD）的子集，也就是说，假如在对象字典（OD）中实
现了某个 object， 但是在 XDD 文件中却没有这个 object 的描述。这造成的结果是，设备里
实际存在某个参数，但是使用者却不知道到该参数的任何信息，包括索引，子索引，数据类
型，用途等，从而使用者也就无法使用该参数。 设备制造商，往往为了保护的利益，会可
以隐藏一些参数信息。例如，设备制造商给某个客户定制化的产品，该客户不希望设备制造
商向其他客户开放这些功能。制造商就可以使用此种方法。
对象字典（OD）不可以是 XDD 文件的子集。如果对象字典（OD） 是 XDD 文件的子
集，也就是某个参数在对象字典（OD）中没有定义，在但是却在 XDD 文件中有这个参数
的描述信息。当客户试图去访问该参数时，就会返回一些错误，因为设备中根本就没有该参
数，这会让使用者苦恼。
XDD 文件是设备提供商提供的，设备提供商在完成产品开发后，根据设备的对象字典
（OD）来编写 XDD 文件。 设备提供商在为客户提供设备时，一同提供 XDD 文件。XDD
文件与对象字典 OD 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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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D 文件

POWERLINK 设备
OD
object1 object2
object3 object4

对象字典 OD 存在于 POWERLINK 设备中，是设备软件的一部分，XDD 文件是一
个 XML 的文件，该文件描述了 POWERLINK 设备中的 object, 但该文件不保存在设备中。

4.3 CANopen 的通信模型
下图为 CANopen 通信模型:

主站

Object1
Object2
Object3
Object4
Object5

发送数据桢

data

data

从站

Object1
Object2
Object3
Object4
Object5

POWERLINK 主 站 和 从 站 的 对 象 字 典 里 定 义 了 一 些 对 象
（object1,object2……）
，这些对象可以理解为通信单元。CANopen 通信过程如
下：
主站发送数据给某个从站：
1． 主站根据配置信息，把某个或某些 object 组成一个数据桢，发送给
81

王谨秋

指定的从站。
2． 从站接收到主站发给本从站的数据桢（根据目标 node ide 来判断）
，
根据配置信息，截取出数据桢中的数据，存放到从站中的某个或某
几个 object 中。
这个数据桢对于主站来说就是发送 PDO 即 TPDO,对于从站来说就是
接收 PDO 即 RPDO。
从站发送数据给主站：
1． 从站根据配置信息，把某个或某些 object 组成一个数据桢，广播到
网络上。该数据桢是广播的，因此网络上所有的设备都能收到该数
据桢。
2． 主站或者其他从站接收到该数据桢，根据配置信息，取出数据桢
中的数据，存放到从站中的某个或某几个 object 中。
这个数据桢对于从站来说就是发送 PDO 即 TPDO,对于主站来说就
是接收 PDO 即 RPDO。
因此，POWERLINK 的通信，实际上就是主站上的 object 与从
站上的 object 之间相互通信，或者两个从站的 object 之间的通信。
需要注意的是，相互通信的两个 object，在数据长度上需要相同，否
则，就会出错。例如主站上某一个 object 的数据长度为 16bits, 而某
个从站上的 object 为 8bits，这两个 object 要通信，可能会出现主站
发来的 16bits 的数据要被保存到从站的 8bits 的 object 上，这就造成
了数据的丢失。

4.4

POWERLINK 网络配置---PDO 配置
有了 POWERLINK 设备，就可以组建 POWERLINK，假设我们打算组建如下一个

网络。该网络中包含一个 MN 和两个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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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数据桢
CN1
数据桢

数据桢
CN2
数据桢

在上述的 POWERLINK 的网络中，假设我们要设置如下的通信过程：
发送：
MN 发送数据给 CN1, MN 发送数据给 CN2
CN1 发送数据给 MN
CN2 发送数据给 MN
数据桢的收发时序如下图所示：

发送
MN

Preq
CN1

CN1

Pres
CN1

CN2

Preq
CN2

Pres
CN2

接收

MN

CN1

C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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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MN 接收来自 CN1 和 CN2 的数据
CN1 接收来自 MN 的数据
CN2 接受来自 MN 和 CN1 的数据
对于 POWERLINK 的每个节点，需要指明该节点需要接收来自哪些节点的数据，
如何解析来自这些节点的数据；以及该节点发送数据给哪个或哪些节点，如何组建发送的数
据桢。为此，CANopen 使用两类参数来描述这些信息：
通信参数：描述 POWERLINK 节点接收哪些节点的数据或者发送数据给哪些节点。
映射参数：描述 POWERLINK 节点如何组建发送数据桢或者如何解析收到的数据桢。映
射参数实际上描述了对象字典中的 object 与数据桢中的字段的对应关系。
上图描述了一个 POWERLINK 网络中数据桢的发送时序。该网络的模式为基于 PRQ /
PRES 模式。在该网络中，有一个主站和两个从站。
对于主站，如果基于 PRQ / PRES 模式，主站需要给每一个从站发送一个 PREQ 数据
桢，因此在网络中有几个从站，就需要有几组映射参数来描述发送的数据桢。同样 ，主站
需要接收来自每个从站的数据，因此也需要多组映射参数来描述接收的数据桢。

对于从站数据的发送，因为每个循环周期，只发送一个数据桢，因此他只需要一组发送
数据桢的映射参数；对于从站的接收，如果该从站只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他也只需要一组
接收数据桢的映射参数，如果该从站既需要从主站接收数据，也需要从其他从站接收数据（交
叉通信）
，那他就需要多组接收的映射参数。如上图所示，CN1 既需要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
（PReq CN1）
，也需要来自 2 号从节点的数据（Pres CN2）
。而 CN2 只需要接收来自主站的
数据（PReq CN2）
。

4.5 用户应用程序对 object 的访问
在 POWERLINK 的通信过程中，每个节点收发的数据都已存在节点的 object 中，
用户的应用程序有两种方法来访问 object 中的数据。
1． 用户可以通过 object 的索引和子索引，检索到该 object，然后向该 object 写入
数值，或者从 object 把数值读出来。这个方法效率很低，不适合用于周期性传
输的 PDO 数据。
2．将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与本地对象字典中的对象链接起来，这样 POWERLINK
协议栈，会将收到的数据直接存放到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同样将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直接
放到数据桢中，发送出去。此时，object 将用户定义的变量空间作为自己的数据区。这种方
法，使得 POWERLINK 协议栈与用户的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互简单，而且效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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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Var1
Var2
Var3

OD
Object1
Object2
Object3
Object4
Object5

如上图，将应用程序的变量 Var1, Var2, Var3 分别与 Object2, Object3, Object5 链
接以后，Object2, Object3, Object5 分别使用 Var1, Var2, Var3 来作为自己数据的存储区域。这
样当 object 的收到新数据时，POWERLINK 协议栈就会将其保存到相应的用户变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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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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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个简单的例子
5.1 硬件和软件环境的搭建
硬件： 需要两台 PC 机，一台 PC 做主站，另一台 PC 做从站。每台 PC 需要带有以太
网网卡。
软件：1. 操作系统：windows xp 或者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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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wireshark ， 或者安装 winpcap 。 openPOWERLINK 在 windows 上
运行时需要 winpcap 这个库作为网卡的驱动程序。安装 wireshark 时，会包
含 winpcap 库。
3．开发环境 VS 2008。
4．openPOWERLINK 源程序 。示例使用的 openPOWERLINK 版本为 1.7.1, 为了
保持同步，请读者也下载该版本。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powerlink/files/
5.手动配置两个发送的数据和两个接收的数据。
从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powerlink/ 下载 POWERLINK 源码。下
载解压后你会看到如下目录：

图 5-1


Documentation：文档的目录，其中包含了源代码中一些重要函数、数据结构的说
明，还有关于 POWERLINK 在 Linux 下如何编译的说明。



EplStack：POWERLINK 协议栈的.C 文件，这里包含了数据链路层和 CANopen 的源码。



Include：包含了 POWERLINK 协议栈的.h 文件，这个文件夹和 EplStack 文件夹匹
配。



ObjDicts：CANopen 对象字典的源程序，用户需要根据自己要实现的设备修改对象
字典。



Edrv：因为 POWERLINK 可运行于多种不同的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和不同的平台打
交道，就需要有不同的驱动程序，这个文件夹包含了一些常用平台的驱动，如 ARM，
8139，82573，FPGA 等平台的驱动程序，如果你想要将 POWERLINK 移植到一个新的
平台，可以参考这里的例子，修改驱动程序即可。



Examples：这里是重点，包含了一些常用平台的例子，你可以直接运行，评估
POWERLINK。如基于 Windows 的、Linux 的、FPGA 的、ARM 的。

5.2 主站程序的修改
主站程序的修改：
将 openPOWERLINK 源 码 复 制 到 做 为 主 站 的 PC 上 ， 然 后 用 VS2008 打 开
openPOWERLINK_v1.7.1\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下的 demo_pcap.vcproj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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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首先修改 objdict.h 文件，如下图所示,双击打开 objdict.h 文件。

将文件中的如下代码段修改为：
// Object 1402h: PDO_RxCommParam_02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402,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0, kEplObdTypUInt8,

90

王谨秋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402)
此处将 0x1402/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1，意味着主站的接收 PDO 通道
0x1402 用来接收来自 1 号从站的数据。
// Object 1602h: PDO_RxMappParam_02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602, 0x02,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2,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2,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080000000162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602)
此处将 0x1602/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08000000016200，意味着主站将
1 号从站发来的数据放到自身的 0x6200/0x01 object 中。
// Object 1801h: PDO_TxCommParam_01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801,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1,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1,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1,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801)
此处将 0x1801/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1，意味着主站的发送 PDO 通道
0x1801 用来发送数据给 1 号从设备。

// Object 1A01h: PDO_TxMappParam_01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A01,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1,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1,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08000000016000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1, 0x02,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A01)
此处将 0x1A01/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08000000016000，意味着主站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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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 0x6000/0x01 object 中的数据发送给 1 号从站。

然后修改 demo_main.c 文件，双击打开 demo_main.c 文件
1. 将 NODEID 改为：
#define
2.

NODEID

0xF0 //=>MN，主站的 nodeid 为 240 即 16 进制的 FO

在 demo_main.c 中应该有如下程序段，这段程序中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 bVarIn1_l，
另一个是 bVarOut1_l。当 POWERLINK 工作正常后，主站会周期性的把 bVarIn1_l
变量的值发送给 1 号从节点；把周期性的从 1 号从节点收到的值存入到变量
bVarOut1_l。

// link process variables used by CN to object dictionary
ObdSize = sizeof(bVarIn1_l);
uiVarEntries = 1;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000, &bVarIn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将变量bVarIn1_l与object 0x6000/0x01 link在一起，这样object 0x6000/0x01就使用
变量bVarIn1_l的地址空间来存放数据。当object 0x6000/0x01的数据改变时，也就意味着
变量bVarIn1_l的数据改变，反之亦然。
ObdSize = sizeof(bVarOut1_l);
uiVarEntries = 1;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200, &bVarOut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将变量bVarOut1_l与object 0x6200/0x01 link在一起，这样object 0x6000/0x01就使
用变量bVarOut1_l的地址空间来存放数据。当object 0x6200/0x01的数据改变时，也就意味
着变量bVarOut1_l的数据改变，反之亦然。
3． 修改 demo_main.c 文件中的 AppCbSync 函数，将其改为如下内容：
t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tEplKernel
EplRet = kEpl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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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arIn1_l+=2;
printf("MN->CN1 : %d

CN1->MN: %d\n",

bVarIn1_l,

bVarOut1_l);
TGT_DBG_SIGNAL_TRACE_POINT(1);
return EplRet;
}
该函数每个循环周期会被执行一次。

5．3 从站程序的修改
从站的修改：
1 ． 将 openPOWERLINK 源 码 复 制 到 做 为 从 站 的 PC 上 ， 然 后 用 VS2008 打 开
openPOWERLINK_v1.7.1\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下的 demo_pcap.vcproj 工
程。

首先修改 objdict.h 文件，双击打开 objdict.h 文件。 将文件中的如下代码段修改为：
// Object 1400h: PDO_RxCommParam_02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400,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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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将 0x1400/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意味着该从站的接收 PDO 通道
0x1400 用来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

// Object 1600h: PDO_RxMappParam_02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600, 0x02,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0,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080000000162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600)
此处将 0x1600/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08000000016200，意味着 1 号从站
将主站发来的数据放到自身的 0x6200/0x01 object 中。

// Object 1800h: PDO_TxCommParam_01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801,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800,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801)
此处将 0x1800/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意味着该从站的发送 PDO 通道
0x1800 用来发送数据。从站每个循环周期只发送一桢数据，因此只需要一个发送 PDO 通道。
而且该数据桢是广播的。
// Object 1A01h: PDO_TxMappParam_01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A00,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1)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0,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08000000016000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A00, 0x02,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A00)
此处将 0x1A00/0x01 的 object 的默认值设置为 0x0008000000016000，意味着该从站将
自身的 object 0x6000/0x01 中的数据发送到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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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修改 demo_main.c 文件，双击打开 demo_main.c 文件
3. 将 NODEID 改为：
#define
4.

NODEID

0x01 //=>MN，主站的 nodeid 为 240 即 16 进制的 FO

在 demo_main.c 中应该有如下程序段，这段程序中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 bVarIn1_l，
另一个是 bVarOut1_l。
当 POWERLINK 工作正常后，1 号从站会周期性的把 bVarIn1_l
变量的值发送给主站节点；把周期性的从主站节点收到的值存入到变量
bVarOut1_l。

// link process variables used by CN to object dictionary
ObdSize = sizeof(bVarIn1_l);
uiVarEntries = 1;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000, &bVarIn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ObdSize = sizeof(bVarOut1_l);
uiVarEntries = 1;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200, &bVarOut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3． 修改 demo_main.c 文件中的 AppCbSync 函数，将其改为如下内容：
t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tEplKernel
EplRet = kEplSuccessful;
bVarIn1_l+=2;
printf("CN1 -> MN: %d
MN ->CN1: %d\n", bVarIn1_l,
bVarOut1_l);
TGT_DBG_SIGNAL_TRACE_POINT(1);
return Epl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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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EMO 的运行
完成上述步骤，我们就完成了主站和从站的配置,现在可以将主站和从站运行起来。
1． 将两台 PC 的网口用网线连接。
2． 运行主站和从站程序，出现如下界面：

图 6-1
该 界 面 用 来 选 择 使 用 哪 个 网 口 作 为 POWERLINK 口 。 在 这 里 我 使 用 第 三 个 网 口
（MarvellYukonEthernetController）
，因此我输入 3，然后回车。通常一台 PC 机会有多个
以太网口，其中包括有线网，无线网，虚拟网等。在这里，需要选择用来当作 POWERLINK
口的那个网卡，输入其相应的编号，然后按“回车”
。
如果主站和从站的网卡选择都正确，则主站会产生如下输出：

如果觉得循环周期太快或者太慢，可以修改主站的 demo_main.c 文件中的如下代码。
EplApiInitParam.m_dwCycleLen = 100000;

这个参数就是 POWERLINK 的通信周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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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秒。
EplApiInitParam.m_uiSizeOfStruct = sizeof (EplApiInitParam);
EPL_MEMCPY(EplApiInitParam.m_abMacAddress, abMacAddr, sizeof
(EplApiInitParam.m_abMacAddress));
EplApiInitParam.m_dwFeatureFlags = ~0UL;
EplApiInitParam.m_dwCycleLen = 100000;
// required for error detection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dwPresMaxLatency = 50000;

// const; only required for

Id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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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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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POWERLINK 应用详细解析
6.1 通信过程
上一章列举了一个简单的基于 Windows 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个主站，
一个从站。主站发送一个数据给从站，同时从从站接收一个数据。

发送数据
主站

从站
接收数据

POWERLINK 的主站和从站事先定义了一些对象，这些对象的声明在 objdict.h
中。这些对象的作用就是用来存储通信数据的。下图为通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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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i

Var1 Var 2

Var 3

应用程序变量

对象字典

data1 data2

data3

数据桢

对象字典

Var1 Var 2

Var 3

应用程序变量

节点 k

通信过程为：
3． 主站把需要通信的 object 的数据，组成发送数据桢，发送给从站。
从站接收到该数据桢，将数据桢中的数据解析，放到从站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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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中。
4． 同样道理从站把需要通信的 object 的数据，组成发送数据桢，以广
播的方式发送的网络上。主站或其他从站接收到该数据桢，将数据
桢中的数据解析，放到从站自身的 object 中。
5． 因此，POWERLINK 的通信，实际上就是主站上的 object 与从站上
的 object 之间相互通信。需要注意的是，相互通信的两个 object，
在数据长度上最好相同，否则，容易产生错误。例如主站上某一个
object 的数据长度为 16bits, 而某个从站上的 object 为 8bits，这两个
object 要通信，可能会出现主站发来的 16bits 的数据要被保存到从站
的 8bits 的 object 上，这就造成了数据的丢失。

通信模型的要点：
1．对象字典
由通信模型可知，要通信，首先需要有 object，所有 object 的集合，
就成为对象字典。通信之前，首先要定义对象字典。
2．映射参数（mapping）
：
描述 object 与数据桢中数据段对应关系的参数叫做映射参数（mapping）
。
这个参数描述了 object 如何组建成数据桢；以及如何将数据桢解析，将数据桢
中的数据存放到 object 中。
3．应用程序中对 object 的访问
通信的最终目的是为应用程序服务，将通信的数据交给应用程序使用。
Object 是通信协议与应用程序之间的接口，通信协议将数据保存至 object 或者
从 object 把数据取走。应用程序从另外一测与 object 打交道。

6．2 对象字典（OD）

在 POWERLINK 对 OD 的定义和声明在 objdict.h 文件中。这个文件采用宏
定义的方式，定义了一个数据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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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object定义的实例：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000, 0x02, NU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0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1)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0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1, 0x0)
EPL_OBD_END_INDEX(0x6000)

1．索引：16bits的无符号整数，可以把索引看作是一个object的编号，用
来对对象字典内的所有object进行寻址。
2．子索引：8 bits的无符号整数，可以把子索引看作是一个object的子编号。
索引和子索引组合起来，就唯一确定了一个object。在POWERLINK
中，是通过索引和子索引来寻址object的。
3．默认值：object的初始默认值。
4．对象类型：用来描述object的类型，是字符串，是变量，还是时间等。
类型
kEplObdTypBool
kEplObdTypInt8
kEplObdTypInt16
kEplObdTypInt3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TypUInt32
kEplObdTypReal32
kEplObdTypVString
kEplObdTypOString
kEplObdTypTimeOfDay

描述
Boolean (value 0x0001)
signed integer 8-bit (value 0x0002)
signed integer 16-bit (value 0x0003)
signed integer 32-bit (value 0x0004)
unsigned integer 8-bit (value 0x0005)
unsigned integer 16-bit (value 0x0006)
unsigned integer 32-bit (value 0x0007)
real 32-bit (value 0x0008)
visible string (value 0x0009)
octet string (value 0x000A)
time of day (value 0x0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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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lObdTypTimeDiff
kEplObdTypDomain
kEplObdTypInt24
kEplObdTypReal64
kEplObdTypInt40
kEplObdTypInt48
kEplObdTypInt56
kEplObdTypInt64
kEplObdTypUInt24
kEplObdTypUInt40
kEplObdTypUInt48
kEplObdTypUInt56
kEplObdTypUInt64

time difference (value 0x000D)
domain (value 0x000F)
signed integer 24-bit (value 0x0010)
real 64-bit (value 0x0011)
signed integer 40-bit (value 0x0012)
signed integer 48-bit (value 0x0013)
signed integer 56-bit (value 0x0014)
signed integer 64-bit (value 0x0015)
unsigned integer 24-bit (value 0x0016)
unsigned integer 40-bit (value 0x0018)
unsigned integer 48-bit (value 0x0019)
unsigned integer 56-bit (value 0x001A)
unsigned integer 64-bit (value 0x001B)

5．数据类型：object的数据类型的 C语言定义。例如该object的对象类型是
kEplObdTypUInt8，那么它的数据类型定义应该是 unsigned
char 。由于在EplObd.h文件中对各种数据类型做了宏定义。如
typedef unsigned char
tEplObdUnsigned8; 所以可以用
tEplObdUnsigned8替换unsigned char。
对象类型和数据类型的对应关系如下：
对象类型
kEplObdTypBool
kEplObdTypInt8
kEplObdTypInt16
kEplObdTypInt24
kEplObdTypInt32
kEplObdTypInt40
kEplObdTypInt48
kEplObdTypInt56
kEplObdTypInt64
kEplObdTypUInt8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TypUInt24
kEplObdTypUInt32
kEplObdTypUInt40
kEplObdTypUInt48
kEplObdTypUInt56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TypReal32
kEplObdTypReal64
kEplObdTypTimeOfDay

数据类型
tEplObdBoolean
tEplObdInteger8
tEplObdInteger16
tEplObdInteger24
tEplObdInteger32
tEplObdInteger40
tEplObdInteger48
tEplObdInteger56
tEplObdInteger64
tEplObdUnsigned8,
tEplObdUnsigned16,
tEplObdUnsigned24
tEplObdUnsigned32,
tEplObdUnsigned40
tEplObdUnsigned48
tEplObdUnsigned56
tEplObdUnsigned64
tEplObdReal32
tEplObdReal64
tEplObdTimeOf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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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lObdTypTimeDiff
kEplObdTypVString
kEplObdTypOString

tEplObdTimeDifference
tEplObdVString
tEplObdOString

当对象类型为kEplObdTypInt8时，相应的数据类型应该为 tEplObdInteger8。
否则，会出现错误。
6．访问类型：指object是可读的，可写的，还是常量等。
访问权限
kEplObdAccRead
kEplObdAccWrite
kEplObdAccConst
kEplObdAccPdo

值
0x01
0x02
0x04
0x08

kEplObdAccRange
kEplObdAccVar

0x20
0x40

kEplObdAccStore

0x80

描述
该 object 的数值为只读的
该 object 的数值为可写的
该 object 的数值为常量
该 object 可以被映射为 PDO，
通常和 kEplObdAccVar 一起
使用
该 object 的数值具有上下限
该 object 是一个变量，放置
在应用程序中
该 object 的数值可以被保存
在非易失的存储器中

一个object 可以具有一个权限，也可以具有多个权限，例如某个object 的
访问类型为：可读写的，而且可以被映射为PDO的，那么它的权限值应该为
kEplObdAccVar 且kEplObdAccPdo 且kEplObdAccWrite 且kEplObdAccRead。
在EplObd.h文件中，对一些常用的访问类型做了预定义，例如我们刚刚
说的可读写，而且可以被映射为PDO的权限类型定义如下：
#define kEplObdAccVPRW (kEplObdAccVar |kEplObdAccPdo | kEplObdAccWrite |
kEplObdAccRead)

object的定义实例
在objdict.h中，object的定义实例：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000, 0x02, NU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0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1)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0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1, 0x0)
EPL_OBD_END_INDEX(0x6000)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000, 0x02, NULL)是 object 的头。
EPL_OBD_END_INDEX(0x6000)是 object 的尾。这里的 0x6000 是这个 object 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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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2 是指它有两个子 object； NULL 是回调函数指针，对于简单应用，这里不用考虑。
接 下 来 的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0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1) 是第一个子 object。其
中 0x6000 是索引；0x00 是子索引； kEplObdTypUInt8 是对象类型，无符号 8 bits；
kEplObdAccConst 是访问类型，这里为常量；tEplObdUnsigned8 是数据类型，无符号 8 bits；
number_of_entries 是 object 的名字； 0x1 是默认值，这里之所以默认值为 1 ，原因是通
常子索引为 0x00 的子 object 用来表示有多少个有效的子 object。也就是除了子索引为
0x00 的子 object 外，有多少个有效可用的子 object。这里我们看到除了子索引为 0x00 的
子 object 外，只有一个子索引为 0x01 的子 object，因此 0x00 的子 object 的值应设置为 1。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0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1, 0x0)是第二个子 object ，其中 0x6000 是索引；0x01 是子索
引 ； kEplObdTypUInt8 是 对 象 类 型 ， 无 符 号 8 bits ； kEplObdAccVPR 是 访 问 类 型 ，
kEplObdAccVPR 的意思是变量,可映射为 PDO，只读的； tEplObdUnsigned8 是数据类型，无
符号 8 bits；Sendb1 是 object 的名字； 0x0 是默认值。
了解了上面的规则，我们就可以定义自己的object ,例如，我们要定义一个索引为
0x6300的object， 他有4个子object。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300, 0x04, NU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3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3)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input8,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2,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16, output16,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3, kEplObdTypUInt32,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32, output32, 0x0)
EPL_OBD_END_INDEX(0x6300)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300, 0x04, NULL)表示该 object 的索引为 0x6300，
一共有 4 个子 object。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3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3) 子索引为0x00的子object，默认值为3 ，表
示下面有3个有效的子object。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input8, 0x0) 子索引为0x01的子object，数据类型为无符号8 bits ，
访问类型为只读的，且可映射为PDO。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2,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16, output16, 0x0) 子索引为0x02的子object，数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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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无符号16 bits ，访问类型（kEplObdAccVPRW）为可读且可写的，且可映射为PDO。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300, 0x03, kEplObdTypUInt32,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32, output32, 0x0) 子索引为0x03的子object，数据类
型为无符号32 bits ，访问类型为可读可写的，且可映射为PDO。
最后，需要注意，objdict.h 中定义的对象字典，被分为三部分：
0x1000 – 0x1FFF : 为 POWERLINK 通信行规区，这些 object 用来保存 POWERLINK
通信所需的参数，如循环周期（0x1006）等。这部分参数被包含在 objdict.h 中的宏定义
EPL_OBD_BEGIN_PART_GENERIC () 和 EPL_OBD_END_PART ()之间。为了保证 POWERLINK 通信，
这部分 object 不能随意改动，而且也无需改动。

0x2000 – 0x5FFF :为设备制造商行规，这些 object 用来用来保存设备商自己定义的设
备参数。
这部分参数被包含在 objdict.h 中的宏定义 EPL_OBD_BEGIN_PART_MANUFACTURER ()
和 EPL_OBD_END_PART ()之间。这些 object 需要设备制造商自行定义。

0x6000 – 0x9FFF :为设备行规，这些 object 用来用来保存某一类设备所需要的参数。
例如定义一个伺服驱动器，DSP402 中对一个伺服驱动器应该具有哪些参数，这些参数对应
的索引和子索引都做了规定。如控制字为 0x6040,状态字为 0x6041。这部分参数被包含在
objdict.h 中的宏定义 EPL_OBD_BEGIN_PART_DEVICE () 和 EPL_OBD_END_PART ()之间。这
些 object 需要设备制造商自行定义或者根据 CANopen 的行规添加。

因此，在开发基于 POWERLINK 的产品过程中，当需要添加自定义的 object 时，根
据索引的值，将其添加到相应的部分，而且在 objdict.h 文件中的 object， 他们的 index 是
按照增序排列的。例如，要添加 index 为 0x5000 的 object，这个 object 需要添加在 0x6000 –
0x9FFF 区间，而且该 object 之前不能有索引比 0x5000 大的 object，否则编译会出错。

6．3 应用程序对 object 的访问
前面讲述了通信过程，和 object 的概念。发送节点把 object 的数据，放到发送数据
桢中，发送到网络上。接收节点接收到该数据桢，将里面的数据解析存放到自身的 object
中。那么，应用程序如何从 object 中得到这些的数据?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调用使用 EplApiReadLocalObject()和 EplApiWriteLocalObject()接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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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lApiReadLocalObject()函数用来从指定的 object 中读取数据，将数据保存到应用程序指定
的缓冲区中，定义如下：
tEplKernel PUBLIC EplApiReadLocalObject(
unsigned int uiIndex_p,
unsigned int uiSubindex_p,
void* pDstData_p,
unsigned int* puiSize_p);
参数:
uiIndex_p: object 的索引
uiSubindex_p: object 的子索引
pDstData_p: 指向一块缓冲区的指针，用来保存读出的数据
puiSize_p: 是一个指针，
指向用来表示缓冲区大小的变量。
当 EplApiReadLocalObject()
执行成功后，这个指针指向的值被赋值为实际读得字节数。
例子：
BYTE readBuffer[10];
unsigned int readSize ;
readSize =4;
EplRet = EplApiReadLocalObject(0x1006, 0x00, &readBuffer, &readSize);
这样就把索引为0x1006，子索引为0x00的object的值读出来，存到了readBuffer
中，读出的数据长度信息包存在readSize中。
EplApiWriteLocalObject()函数用来将数据写入到指定object中。函数的定义如下：
tEplKernel PUBLIC EplApiWriteLocalObject(
unsigned int uiIndex_p,
unsigned int uiSubindex_p,
void* pSrcData_p,
unsigned int uiSize_p);
参数:
uiIndex_p: object 的索引
uiSubindex_p: object 的子索引
pSrcData_p: 指针，指向数据缓冲区，数据缓冲区中保存有要写入到object的数据
uiSize_p: 要写入object的数据长度
例子：
BYTE writedBuffer[10];
unsigned int writeSize ;
writeSize = 4;
EplRet = EplApiWriteLocalObject(0x1006, 0x00, &writedBuffer,
writ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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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把writedBuffer中的前4个BYTES的数据写入到了索引为0x1006，子索引为
0x00的object的中。
第二种方法：
采用函数 EplApiLinkObject()，将自己定义的变量和 Object 连接起来，
这样，当对象的值改变时，用户的变量的值也会改变，同样当用户的变量的值改变时，对象
的值也会改变。因此应用程序只需要对自己定义的变量操作就可以了。

EplApiLinkObject(unsignedint uiObjIndex_p, void*pVar_p,
unsignedint*puiVarEntries_p, tEplObdSize*pEntrySize_p,
unsignedintuiFirstSubindex_p);
函数的说明：
uiObjIndex_p：Object 的索引；
uiFirstSubindex_p：Object 的第一个子索引（因为可以同时 link 多个 object，为了简单，
你可以一次只 link 一个，此时这个参数就是 Object 的子索引）
；
pVar_p：应用程序定义的变量的地址；
puiVarEntries_p：要 link 的 object 的个数；
pEntrySize_p：要 link 的 object 的数据长度，单位为 byte；
例如，用户自己定义了一个变量 DigIn1，现在想要把他和对象 0x6000/0x01 link 起来,
程序如下：
uiVarEntries=1;
ObdSize=sizeof(DigIn1);
EplRet=EplApiLinkObject(0x6000,& DigIn1,&uiVarEntries,&ObdSize,0x01);
注意，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 DigIn1 的数据类型需要与 0x6000/0x01 这个 object 的数
据类型相同。

为什么调用了 EplApiLinkObject()，就可以把用户自定义的变量和某个 object 连接起来
呢？ 连接的原理如下：在 object 的定义中有一个 CurrentValue 的指针，在 object 声明的时
候， 如果类型是 kEplObdAccPdo 且 kEplObdAccVar 时，CurrentValue 指针就可以指向应用
程序的变量。函数 EplApiLinkObject()把应用程序定义的变量的地址传递给了某个 object 的
CurrentValue

指

针

。

如

下

图

所

示

，

EplApiLinkObject(0x6000,&

DigIn1,&uiVarEntries,&ObdSize,0x01) 把用户定义的变量 DigIn1 的地址赋值给 0x6000/0x01
110

王谨秋

这个 object 的 CurrentValue 指针。这样 object 0x6000/0x01 的当前值，也就是变量 DigIn1，
因为他们用的是同一内存区域。

6．4

PDO – 过程数据对象
PDO 是 process data object 的缩写。 简单地说， 可以理解为数据桢。在
POWERLINK 通信过程中，如果某个节点需要将自己对象字典中的多个 object 周期
性地发送出去，就需要将这些要发送的 object 组成一个数据桢，发送到网络上。这
个数据桢，就称为 PDO。向外发送的 PDO，称之为 TPDO; 接收到的 PDO，称之
为 RPDO。
POWERLINK 中的 PDO 通信总是等时同步地通过 PReq 或 PRes 帧执行。
PRes 帧以生产者/消费者方式广播发送，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以收到该数据桢。
而带单播地址的 Preq 是主站发给从站的请求数据桢，包含了主站发送给从站的实
时数据 。PDO 的传输类型是连续的，不提供“基于事件”或“基于改变”传输类
型，也就是无论实时数据是否有变化，PDO 的数据都是周期性的发送，这一点有别
于传统的 CAN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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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数据桢与 object 的映射
举一个 POWERLINK 网络的例子：

主站
（PLC）

数据桢

数据桢

从站 1
（IO 站）

从站 2
（伺服驱动器）

从站 3
（传感器）

在这个例子中，有主站（PLC）, 1 号从站 （IO 站）， 2 号从站（伺服驱动器）
，3
号从站（传感器）
，这些设备共同组成一个网络。
这就涉及到一些问题：
1． 对于每一个设备他需要将自己的哪些 object 发送到网络上？
2． 这些 object 如何组成一个数据桢，即这些 object 在数据桢中的位置排列？
3． 由于 POWERLINK 支持交叉通信，也就是说上述例子中的伺服驱动器可以接收
来自 PLC 的数据，也能接收来自传感器和 IO 站的数据。伺服是否需要接收某个
传感器和 IO 站的数据？以及接收哪些数据？
4． 每个设备该如何解析收到的数据包？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配置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来解决。
在 CANopen 的协议中，每个节点都有两种参数：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
通信参数：决定该节点需要接收来自哪个节点的数据，或者将数据发送给哪个节点。对
于从节点，由于发送数据桢是广播的，因此不需要设置该参数；对于主站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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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数据桢 Preq，需要设置该参数，来标示该数据桢是发送给哪个从节点的。
映射参数：决定该节点如何组成要发送的数据包或者如何解析收到的数据包。也就是确
定对象字典中的对象（Object）与数据包中数据段的对应关系。
每个 POWERLINK 节点接收和发送数据时，都有一组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来描述。
对于接收：
0x1400-0x14ff：为通信参数
0x1600-0x16ff：为映射参数
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成对出现，一一对应。0x1400 与 0x1600 为一对；0x1401 与 0x1601
为一对；0x14xx 与 0x16xx 为一对。
对于发送：
0x1800-0x18ff：为通信参数
0x1A00-0x1Aff：为映射参数
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成对出现，一一对应。0x1800 与 0x1A00 为一对；0x1801 与 0x1A01
为一对；0x18xx 与 0x1Axx 为一对。
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是如何协调工作的？先来讲述对于发送数据的配置。对于发送数据
的配置，主站和从站有所不同。首先讲述从站的发送参数配置。

6.4.2 从站发送配置之通信参数配置（0x18XX）
参数 0x18XX 就是描述发送配置的通信参数，XX 的取值范围为 0x00 至 0xFF。
该参数描述此节点需要把自己的数据帧发送给网络中的哪个节点（根据节点号区分）
。
从我们前面讲的 POWERLINK 基本原理可知，每个从站在上报自己数据的时候，都是以广
播的形式发送，也就是说从站发送自己数据的时候，发送的目标地址是 255。因此所有从节
点的发送数据的通信参数都是 255。
一个 POWERLINK 数据帧最大为 1500 个字节，节点在发送数据时，可以把很多参数打
包成一个大的数据帧。所以在 POWERLINK 网络中，一个从节点每个循环周期只需要发送
一个数据帧就够了。因此对于从节点，我们只需要实现并使用 0x1800 就够了。

6.4.3 从站发送配置之映射参数配置（0x1A00）
由于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成对出现，一一对应。0x1800 与 0x1A00 为一对；因此对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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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当你使用 0x1800 作为通信参数时，那么你就必须使用 0x1A00 作为映射参数。映射
参数解决的是对象字典中的对象 Object（即参数）与数据帧中数据段的对应关系。对于发送
来说，也就是如何将要发送的 Object 组成一个数据帧。
如下图，描述了一个数据帧，和一个对象字典中需要发送的对象。现在需要将这些要发
送的参数，组成一个数据帧。也就是把每一个要发送的 Object 与某一个数据段建立映射关
系,把 Object 的值放到数据帧中对应的字段。

Offset
(bits)

0

16

32

40

56

i

帧头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

字段 n

OD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参数 4

……

参数 n

0x6000
/0x01

0x6000
/0x02

0x2000
/0x01

0x2000
/0x02

……

0x2200
/0x01

帧尾

图 5-2
假如我们想建立如下映射关系：

Offset
(bits)

0

16

32

40

56

i

帧头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

字段 n

OD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参数 4

……

参数 n

0x6000
/0x01

0x6000
/0x02

0x2000
/0x01

0x2000
/0x02

……

0x2200
/0x01

帧尾

图 5-3
即要发送的数据在数据帧中的位置：
对象 0x2000/02 放在数据帧偏移量为 0 的地方，长度为 16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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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0x6000/01 放在数据帧偏移量为 16 的地方，长度为 16bits；
对象 0x6000/02 放在数据帧偏移量为 32 的地方，长度为 8bits；
对象 0x2000/01 放在数据帧偏移量为 40 的地方，长度为 16bits。
为此，我们需要将 0x1A00 的值配置如下：
0x1A00/0x01 值: 0x0010000000022000
0x1A00/0x02 值: 0x0010001000016000
0x1A00/0x03 值: 0x0008002000026000
0x1A00/0x04 值: 0x0010002800022000
下面来详细解释一下第一句话的意思，“0x1A00/0x01 值 0x0010000000022000”
0x1A00/0x01 是用来描述第一个 Object 与数据帧中字段的映射关系的参数，把他的值设
为 0x0010000000022000，意思是将索引为 0x2000 子索引为 0x02 的对象映射到数据帧偏移
量为 0x0000 (数据帧开头)的地方，长度为 16bits。
0x

0010

0000

00

长度（bits） 偏移量（bits） 保留

02
object 的子索引

2000
object 的子索引

6.4.4 从站接收配置之通信参数配置（0x14XX）
参数 0x14XX 描述接收配置的通信参数，XX 的取值范围为 0x00 至 0xFF。
该参数描述了此节点需要接收来自哪个节点的数据。从前面讲述的 POWERLINK 基本
原理可知，POWERLINK 支持交叉通信，因此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接收来自另外一个或多个
节点的数据。所以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个接收通道。例如 0x1400 是一个通道，接收来自主节
点的数据，那么就把 0x1400/0x01 的值设为 0（默认值设为 0，表示接收来自主站的请求数
据）
；0x1401 是一个通道，接收来自 3 号节点的数据，那么就把 0x1401/0x01 的值设为 3，
这样该节点在同一个循环周期你既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也接收来自 3 号节点的数据。

6.4.5 从站接收配置之映射参数配置（0x1600）
由于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成对出现，一一对应。0x1400 与 0x1600 为一对，0x1401 与
0x1601 为一对…；因此对于从节点，当你使用 0x1400 作为通信参数时，那么你就必须使用
0x1600 作为映射参数。映射参数解决的是对象字典中的对象 Object（即参数）与数据帧中
数据段的对于关系。对于接收来说，也就是如何将一个数据帧进行解析。因为某个节点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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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往往是多个 Object 打包在一起的，接收方需要知道自己应该接收数据帧的哪一段
或者哪几段，数据长度多长。
如下图，描述了一个数据帧，和对象字典中的对象。现在需要将收到的数据帧中的数据
段和对象字典中的 Object 建立映射关系。

Offset
(bits)

0

16

32

40

56

i

帧头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

字段 n

OD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参数 4

……

参数 n

0x6000
/0x01

0x6000
/0x02

0x2000
/0x01

0x2000
/0x02

……

0x2200
/0x01

帧尾

图 5-4
假如我们想建立如下映射关系：

Offset
(bits)

0

16

32

40

56

i

帧头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字段 4

……

字段 n

OD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参数 4

……

参数 n

0x6000
/0x01

0x6000
/0x02

0x2000
/0x01

0x2000
/0x02

……

0x2200
/0x01

帧尾

图 5-5
即接收到的数据帧中数据段与 Object 的映射关系：
数据帧偏移量为 0，长度为 16bits，这段数据被截取放到对象 0x2000/02；
数据帧偏移量为 16，长度为 16bits，这段数据被截取放到对象 0x6000/01；
数据帧偏移量为 32，长度为 8bits，这段数据被截取放到对象 0x6000/02；
数据帧偏移量为 40，长度为 16bits，这段数据被截取放到对象 0x2000/01。

116

王谨秋

为此，我们需要将 0x1600 的值配置如下：
0x1600/0x01 值： 0x0010000000022000
0x1600/0x02 值： 0x0010001000016000
0x1600/0x03 值： 0x0008002000026000
0x1600/0x04 值： 0x0010002800022000
下面来详细解释第二句话的意思，“0x1600/0x02 值 0x0010001000016000”
。
0x1600/0x02 是用来描述第二个 Object 与数据帧中字段的映射关系的参数，把他的值设
为 0x0010001000016000，意思是数据帧中偏移量为 0x0010（第 16 bit 开始），长度为 0x0010
（16bits）的这段数据映射到索引为 0x6000 子索引为 0x01 的对象。
0x

0010

0010

00

长度（bits） 偏移量（bits） 保留

01
object 的子索引

6000
object 的子索引

6.4.6 主站发送参数的配置过程
主站和从站的区别：每个循环周期，从站只需要发送一个 TPDO 的数据帧。
而主站如果基于请求/应答模式，一个循环周期需要向网络中所有的节点都发送一次请
求数据帧 Preq，而且相应的也会收到从站的回复 Pres，一个 Preq 数据帧就是一个 TPDO,而
一个 Pres 数据帧，就是一个 RPDO。这也就意味着主站在发送时，需要有多个发送 TPDO
的通道；在接收时，需要有多个接收 RPDO 的通道。举例来说，假如一个系统里，有 1 个
主节点和 3 个从节点。此时主站需要 3 个发送通道和 3 个接收通道。
对于主站的发送需要如下配置：
0x1800/0x01 值 1；表示发送数据给 1 号从节点
0x1a00/0x01 值 0x0010000000012000；
0x1a00/0x02 值 0x00100100000220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
0x1801/0x01 值 2；表示发送数据给 2 号从节点
0x1a01/0x01 值 0x0010000000016000；
0x1a01/0x02 值 0x00100100000260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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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1803/0x01 值 3；表示发送数据给 3 号从节点
0x1a03/0x01 值 0x0010000000013000；
0x1a03/0x02 值 0x00100100000230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
对于接收需要如下配置：
0x1400/0x01 值 1；表示接收来自 1 号从节点的数据
0x1600/0x01 值 0x0010000000012100；
0x1600/0x02 值 0x00100100000221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
0x1401/0x01 值 2；表示接收来自 2 号从节点的数据
0x1601/0x01 值 0x0010000000016100；
0x1601/0x02 值 0x00100100000261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
0x1403/0x01 值 3；表示接收来自 3 号从节点的数据
0x1603/0x01 值 0x0010000000013100；
0x1603/0x02 值 0x0010010000023100；
对象 Object 与数据段的映射关系

注意：PDO 的配置不支持动态变化， 一旦配置好了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进入到同步
通信阶段，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就按照设定的参数，来组建数据桢以及解析数据桢。

6．5

SDO – 服务数据对象
SDO 是 Service Data Object 的缩写。SDO 和 PDO 一样，是通信数据对象，也就

是在网络上收发的数据。SDO 和 PDO 的区别在于：PDO : 用来周期性地传输过程数据，用
于同步通信；而 SDO 传输的是异步数据，即非周期的，偶尔传输的数据，它用来传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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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配置网络参数，以及偶尔对其它节点的 object 的访问等。
对于 SDO 应用最多的有两个操作：
1． SDO 读：某个节点要偶尔访问另一个节点的 object 时，该节点可以向另一个节
点发送 SDO 读命令，来访问另一个节点的 object。被访问的节点，收到了 SDO 读命令以后，
会把相应的数据发送到网络上，传给需要的节点。
tEplKernel PUBLIC EplApiReadObject(
tEplSdoComConHdl* pSdoComConHdl_p,
unsigned int
uiNodeId_p,
unsigned int
uiIndex_p,
unsigned int
uiSubindex_p,
void*
pDstData_le_p,
unsigned int*
puiSize_p,
tEplSdoType
SdoType_p,
void*

pUserArg_p)

函数描述：通过SDO 的方式读指定节点上的指定的object。如果是远程节点（非本
节点），该函数会产生一次SDO的传输，发送一个SDO 的读命令给远程节点，当远程节点返
回数据时，POWERLINK协议栈会发送一个消息kEplApiEventSdo，同时执行AppCbEvent回调函
数。
参数描述:
pSdoComConHdl_p
= INOUT: SDO 连接的句柄，是一个指针。如果读本地的
OD时，该指针可以为空。否则该指针指向一个
unsigned int 的变量。
uiNodeId_p
= IN: node ID (0 ：表示本地)，要访问的节点的node Id。
uiIndex_p
= IN: 要访问的object的索引值
uiSubindex_p
= IN: 要访问的object的子索引值
pDstData_le_p
= OUT: 数据缓冲区，读到的数据被存放到该指针指向的
数据区中(以小端排列)。
puiSize_p
= INOUT: 要读的object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这个参
数是指针，指向一个变量。
SdoType_p
= IN: SDO传输的类型。
pUserArg_p
= IN: 用户定义的参数指针，该指针会被传递到事件回调
函数。
例程如下：
unsigned int SdoComConHdl;
EplRet = EplApiReadObject(&SdoComConHdl，m_uiNodeId, 0x1006, 0x00,
&dw_le_CycleLen_g, 4, kEplSdoTypeAsnd, NULL);
3． SDO 写
tEplKernel PUBLIC EplApiWrite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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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plSdoComConHdl*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void*
unsigned int*
tEplSdoType

pSdoComConHdl_p,
uiNodeId_p,
uiIndex_p,
uiSubindex_p,
pDstData_le_p,
puiSize_p,
SdoType_p,

void*

pUserArg_p)

参数描述:
pSdoComConHdl_p

uiNodeId_p
uiIndex_p
uiSubindex_p
pDstData_le_p
puiSize_p
SdoType_p
pUserArg_p

= INOUT: SDO 连接的句柄，是一个指针。如果读本地的
OD时，该指针可以为空。否则该指针指向一个
unsigned int 的变量。
= IN: node ID (0 ：表示本地)，要访问的节点的node Id。
= IN: 要访问的object的索引值
= IN: 要访问的object的子索引值
= OUT: 数据缓冲区，读到的数据被存放到该指针指向的
数据区中(以小端排列)。
= INOUT: 要访问的object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这个
参数是指针，指向一个变量。
= IN: SDO传输的类型。
= IN: 用户定义的参数指针，该指针会被传递到事件回调
函数。

EplRet = EplApiWriteObject(&SdoComConHdl，m_uiNodeId, 0x1006, 0x00,
&dw_le_CycleLen_g, 4, kEplSdoTypeAsnd, NULL);

SDO 读写操作完成后，协议栈会触发事件回调函数（AppCbEvent（）），触发事件回
调函数的事件为 kEplApiEventSdo （该事件的定义在 Epl.h 中）。SDO 的读写的参数信息和
结果保存在 pEventArg_p->m_Sdo 中。pEventArg_p->m_Sdo 的数据结构如下所示：
typedef struct
{
tEplSdoComConHdl
m_SdoComConHdl;
tEplSdoComConState m_SdoComConState;
DWORD
m_dwAbortCode;
tEplSdoAccessType m_SdoAccessType;
unsigned int
m_uiNodeId;
// NodeId of the target
unsigned int
m_uiTargetIndex;
// index which was accessed
unsigned int
m_uiTargetSubIndex; // subindex which was accessed
unsigned int
m_uiTransferredByte; // number of bytes transferred
void*
m_pUserArg;
// user definable argument
pointer
} tEplSdoCom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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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处理该事件的例子:
1.首先调用 EplApiWriteObject 或 EplApiReadObject 函数
EplRet = EplApiWriteObject(&SdoComConHdl，m_uiNodeId, 0x1006, 0x00,
&dw_le_CycleLen_g, 4, kEplSdoTypeAsnd, NULL);
2.检查事件回调函数AppCbEvent（）中是否有对“kEplApiEventSdo”消息的处理。
EplKernel PUBLIC AppCbEvent(
tEplApiEventType
EventType_p, // IN: event type (enum)
tEplApiEventArg*
pEventArg_p, // IN: event argument
(union)
void GENERIC*
pUserArg_p)
{
tEplKernel
EplRet = kEplSuccessful;
UNUSED_PARAMETER(pUserArg_p);
// check if NMT_GS_OFF is reached
switch (EventType_p)
{
………………………………………………
……………………………………………..
case kEplApiEventSdo:
{ // SDO transfer finished
if (pEventArg_p->m_Sdo.m_SdoComConState ==
kEplSdoComTransferFinished)
{ // object 0x1006 written
if(pEventArg_p->m_Sdo.m_dwAbortCode == 0)
{ // ... successfully
PRINTF2("%s(Node=0x%X) first SDO
finished\n", __func__,
pEventArg_p->m_Sdo.m_uiNodeId);
// 打印node id
}
}
}// 对kEplApiEventSdo事件处理完毕
………………………..
………………………..
}//事件回调函数AppCbEvent（）处理完毕
更详细的说明，请见 openPOWERLINK 源码中 Documentation 文件夹中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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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同步回调函数
同步回调函数。该函数是协议栈的回调函数，当协议栈收到 SOC 或者 SOA 数据帧，
就会触发执行该函数。因为 SOC 和 SOA 数据帧是广播的，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基本上同时收
到该数据帧，
因此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会同时触发执行各自的同步回调函数。因为 SOC 和 SOA
是每个循环周期都会发送，因此该函数每个循环周期都会被调用。用户可以将需要周期性处
理的程序写在该回调函数中，例如周期性的把接收的新数据取走，把要发送的数据赋予新的
值，或者周期性的控制等。
在openPOWERLINK 协议栈中的初始化程序中有一条程序：
EplApiInitParam.m_pfnCbSync = AppCbSync;
EplApiInitParam.m_pfnCbSync 是初始化参数EplApiInitParam的一个函数指针，
OpenPOWERLINK的协议栈每个循环周期会执行该函数指针指向的函数。用户可以自己定义一
个函数，将函数赋值给该指针，在这里赋值的是AppCbSync函数，AppCbSync函数的定义如下：
t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 对周期性同步数据的处理
return EplRet;
}

6．7．事件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是协议栈的回调函数。当协议栈内部发生状态变化、特定事件、以及一些错误
等，协议栈自动调用此函数。如果用户需要根据协议栈的状态或者事件做特殊处理，就可以
把处理程序写在这里。例如当检查到该节点从网络上脱离开，需要将该设备安全停机。对于
这种应用，用户可以在该回调函数中，检查网络事件，当发现有链接丢失的 event 时，就执
行一段安全停机的程序。
在 openPOWERLINK 协议栈中的初始化程序中有一条程序：
EplApiInitParam.m_pfnCbEvent = AppCbEvent;
EplApiInitParam.m_pfnCbEvent 是初始化参数 EplApiInitParam 的一个函数指针，
当 OpenPOWERLINK 的 协 议 栈 发 生 一 些 特 定 事 件 时 ， 协 议 栈 就 会 执 行
EplApiInitParam.m_pfnCbEvent 指针指向的函数。用户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将函数赋
值给该指针。这里的 AppCbEvent（）函数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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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tEplKernel (PUBLIC ROM* tEplApiCbEvent) (
tEplApiEventType EventType_p,
tEplApiEventArg* pEventArg_p,
void GENERIC* pUserArg_p);
参数说明:
EventType_p ：事件的类型 (详细内容请见 openPOWERLINK 源码中的 Documentation)
pEventArg_p: 一个指针，指向事件参数的缓冲区，事件的参数取决于事件类型，当发生
不同类型的事件，该指针指向的参数内容也不同。
pUserArg_p: 一个指针，指向用户定义的参数。

6．8

EplApiExecNmtCommand()

用户可以使用该函数发送一些网络命令，来控制协议栈的一些状态变化，或者触发一
些事件，目前支持如下命令参数：

例如执行 EplApiExecNmtCommand(kEplNmtEventSwReset);会使协议栈进入软件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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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使整个协议栈重新启动。具体的每一条命令的使用方法和作用请参见源代码的说明。

6．9 协议栈初始化
EplApiInitialize(tEplApiInitParam* pInitParam_p);这个函数是对POWERLINK协
议栈进行初始化，
在这个函数里包括了对对象字典的初始化，NMT网络管理模块的初始化，DLL 数据
链路模块的初始化，timer定时器模块的初始化，PDO模块的初始化，SDO模块的初始化，以
太网驱动的初始化等。
参数pInitParam_p是一个结构指针，该指针所指向的结构提供了初始化函数说需要
所有参数。具体的信息如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m_uiSizeOfStruct;
BOOL
m_fAsyncOnly;
unsigned int
m_uiNodeId;
BYTE
m_abMacAddress[6];
DWORD
m_dwFeatureFlags;
DWORD
m_dwCycleLen;
unsigned int
m_uiIsochrTxMaxPayload;
unsigned int
m_uiIsochrRxMaxPayload;
DWORD
m_dwPresMaxLatency;
unsigned int
m_uiPreqActPayloadLimit;
unsigned int
m_uiPresActPayloadLimit;
DWORD
m_dwAsndMaxLatency;
unsigned int
m_uiMultiplCycleCnt;
unsigned int
m_uiAsyncMtu;
unsigned int
m_uiPrescaler;
DWORD
m_dwLossOfFrameTolerance;
DWORD
m_dwWaitSocPreq;
DWORD
m_dwAsyncSlotTimeout;
DWORD
m_dwDeviceType;
DWORD
m_dwVendorId;
DWORD
m_dwProductCode;
DWORD
m_dwRevisionNumber;
DWORD
m_dwSerialNumber;
QWORD
m_qwVendorSpecificExt1;
DWORD
m_dwVerifyConfigurationDate;
DWORD
m_dwVerifyConfigurationTime;
DWORD
m_dwApplicationSwDate;
DWORD
m_dwApplicationSwTime;
DWORD
m_dw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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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D
DWORD
BYTE
BYTE
char*
char*
char*
tEplApiCbEvent
void*
tEplSyncCb

m_dwSubnetMask;
m_dwDefaultGateway;
m_sHostname[32];
m_abVendorSpecificExt2[48];
m_pszDevName;
m_pszHwVersion;
m_pszSwVersion;
m_pfnCbEvent;
m_pEventUserArg;
m_pfnCbSync;

} tEplApiInitParam;

6.10 运行协议栈的应用程序
运行协议栈的最简单的应用程序包含如下内容：
１．
初始化
通过调用如下函数进行初始化
// initialize POWERLINK stack
EplRet = EplApiInitialize(&EplApiInitParam);
EplApiInitParam 参数是初始化参数，在执行初始化函数之前，先要对初始
化参数进行赋值，如下所示：
// pass selected device name to Edrv
EplApiInitParam.m_HwParam.m_pszDevName = seldev->name;
EplApiInitParam.m_uiNodeId = uiNodeId_g;
EplApiInitParam.m_dwIpAddress = (0xFFFFFF00 & IP_ADDR) |
EplApiInitParam.m_uiNodeId;
EplApiInitParam.m_fAsyncOnly = FALSE;
EplApiInitParam.m_uiSizeOfStruct = sizeof (EplApiInitParam);
EPL_MEMCPY(EplApiInitParam.m_abMacAddress, abMacAddr, sizeof
(EplApiInitParam.m_abMacAddress));
EplApiInitParam.m_dwFeatureFlags = ~0UL;
EplApiInitParam.m_dwCycleLen = 10000;
// required for error detection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dwPresMaxLatency = 50000; // const; only required for
IdentRes
EplApiInitParam.m_uiPreq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28 bytes)
EplApiInitParam.m_uiPres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of Pres frame
该参数的详细说明，请见penPOWERLINK 源码中的Documentation中关于
EplApiInitialize函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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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将应用程序的变量和 object 链接
通过调用如下函数将应用程序的变量和object 链接，这里链接的object是被配
置用于同步通信的object。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000, &bVarIn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３．
启动协议栈
通过调用如下函数来启动POWERLINK 协议栈。
EplRet = EplApiExecNmtCommand(kEplNmtEventSwReset);
４．

While 循环
在完成上述操作以后，协议栈启动起来。需要在 main 函数中添加一个 while
循环，使得协议栈一直处于活动状态。当协议栈有事件发生或者 SOC/SOA 数据桢，
就会触发事件回调函数和同步回调函数。

５．

关闭协议栈
当要退出协议栈时，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首先执行如下命令，停止POWERLINK的状态机和数据处理
EplRet = EplApiExecNmtCommand(kEplNmtEventSwitchOff);
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将POWERLINK协议栈关闭，删除模块，释放内存等资源
EplRet = EplApi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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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XDD 文件介绍

下面是一个 XDD 文件的详细说明（可以从 http://www.ethernet-powerlink.org 网站
下载 XDD 文件的模板，以及对 XDD 文件格式的详细说明）
。
一个 XDD 文件主要有两部分组成：设备描述（Device Profile）和网络通信描述
（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file）
。

7．1 设备描述 — Device Profile
设备描述包含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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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identity： 是描述设备的本身的一些信息。
vendorName：设备生产厂家的名字或者品牌。
vendorID：设备生产厂家的ID号。
vendorText：生产厂家的文字描述，例如公司介绍，地址电话等。
deviceFamily：设备类别，标示该设备的种类，例如压力传感器等
productFamily：产品系列，设备制造商自定义的产品系列
productName,：产品名称
productID：产品的ID
productText：产品的描述
orderNumber,
version：版本描述，包括：软件版本，硬件版本，固件版本
<DeviceIdentity>
<vendorName>vendor_name</vendorName>
<!-- todo: replace 12345678 (8 digit hex) with your CANopen vendor ID in
-->
<!-- this venor ID is administrated by the CiA (CAN in Automation) -->
<vendorID>0x12345678</vendorID>
<!-- todo: Supply additional text about your company/organization -->
<!-- If unused the element <vendorText> may be deleted -->
<vendorText>
<label lang="en">Experiencing problems - contact our support :
++1(..</label>
</vendorText>
<!-- todo: Supply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mily your device belongs to -->
<!-- If unused the element <deviceFamily> may be deleted -->
<deviceFamily>
<label lang="en">Modular I/O system</label>
</deviceFamily>
<!-- todo: replace "MyName" with unique device name as used for file name
-->
<productName>MyName</productName>
<!-- todo: replace 1234 with a unique number which identifies the device
type -->
<!-- If unused the element <productID> may be deleted -->
<productID>1234</productID>
<!-- todo: Supply additional text describing your device -->
<!-- If unused the element <productText> may be deleted -->
<productText>
<label lang="en">POWERLINK Dummy I/O device</label>
</productText>
<!-- todo: replace "order_text" with device sesignation or article number
-->
<!-- If unused the element <orderNumber> may be dele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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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Number>order_text</orderNumber>
<version versionType="HW">1</version>
<version versionType="FW">1</version>
<version versionType="SW">1</version>
</DeviceIdentity>

7．2 网络通信描述（Communication network profile）
网络通信描述包含如下信息：Application layers，Transport layers，Network
management。

7．2．1 Application layers：
应用层的描述，主要包括如下信息：identity, DataTypeList, ObjectList.
identity : 标识信息。这里的标示信息可以是DeviceIdentity 的子集。也可以没有
标示信息。
DataTypeList：数据类型列表。用一个十六进制的数来表示一个数据类型，这样对于
配置工具来说， 很容易识别某个object的数据类型。下面是DataTypeList的例子。
<DataTypeList>
<defType dataType="0001"><Boolean/></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2"><Integer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3"><Integer1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4"><Integer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5"><Unsigned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6"><Unsigned1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7"><Unsigned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8"><Real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9"><Visible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0"><Integer2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1"><Real6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2"><Integer40/></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3"><Integer4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4"><Integer5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5"><Integer6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A"><Octet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B"><Unicode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C"><Time_of_Day/></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D"><Time_Diff/></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F"><Domain/></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6"><Unsigned2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8"><Unsigned40/></def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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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Type dataType="0019"><Unsigned4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A"><Unsigned5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B"><Unsigned6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401"><MAC_ADDRESS/></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402"><IP_ADDRESS/></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403"><NETTIME/></defType>
</DataTypeList>
ObjectList：主要包含包含了对object和sub object的描述。这部分内容要和对象字
典（OD）相对应，这里是对设备的对象字典（OD）中的object的描述。
举例说明：
下面是一个object在OD中的定义，以及在XDD文件中对该object的描述：
在OD中的定义：
// output variables of master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2000, 0x05, NU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20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4)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20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1,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2000,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2,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2000, 0x03,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3,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2000, 0x04,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4, 0x0)
EPL_OBD_END_INDEX(0x2000)
详细解释：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2000, 0x05, NULL)：索引为0x2000的object 一共有
0x05个sub object。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20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4)：索引为0x2000，子索引为0x00的object表
示一共有多少个有效的sub object，这里的值为0x4,表示一共有4个有效的sub object。接
下来分别是子索引为0x01，0x02，0x03，0x04的sub object。详细解析如下object。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20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
tEplObdUnsigned8, Sendb1, 0x0)
0x2000：object的索引值，16bit无符号整数
0x01 ：object的子索引值，8 bit无符号整数
kEplObdTypUInt8：对象的数据类型（kEplObdTypUInt8表示无符号8bit整数）
kEplObdAccVPR：访问类型
tEplObdUnsigned8：对象数据类型的c语言定义
Sendb1：SDO 的回调函数，当该object被SDO操作时，会执行该回调函数，如果该值北
设置为NULL,表示不执行回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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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 ：该object的默认值
该object 在XDD文件中的描述：
<Object index="2000" name="Digital Input 8 Bit" objectType="8">
<SubObject subIndex="00" name="Number of elements" objectType="7"
accessType="ro" defaultValue="4" PDOmapping="no" />
<SubObject subIndex="01" name="Byte 1" objectType="7"
accessType="ro" PDOmapping="TPDO" />
<SubObject subIndex="02" name="Byte 2" objectType="7"
accessType="ro" PDOmapping="TPDO" />
<SubObject subIndex="03" name="Byte 3" objectType="7"
accessType="ro" PDOmapping="TPDO" />
<SubObject subIndex="04" name="Byte 4" objectType="7"
accessType="ro" PDOmapping="TPDO" />
</Object>

dataType="0005"
dataType="0005"
dataType="0005"
dataType="0005"
dataType="0005"

解释：
<Object index="2000" name="Digital Input 8 Bit" objectType="8">
……
</Object>
这是一个object的框架，中间的“……”代表该object的 子object的描述。每个
字段的描述如下：
index="2000"：该object的索引为0x2000（注意这里的数值为16进制）
name="Digital Input 8 Bit"：该object的名字为“Digital Input 8 Bit”,
该属性为字符串。
objectType="8"：表示对象类型为数组。该字段的取值为"7" ，表示对象为
变量；该字段的取值为"8" ，表示对象为数组ARRAY；该字段的取值
为"9" ，表示对象为数组RECORD。
<SubObject subIndex="01" name="Byte 1" objectType="7" dataType="0005"
accessType="ro" PDOmapping="TPDO" />
这是索引为0x2000的object下的一个子object定义：
subIndex="01"：该子object的子索引为（注意这里的数值为16进制）
name="Byte 1"：该子object的名字为 “Byte 1”, 该属性为字符串
objectType="7"：表示对象类型为变量。该字段的取值为"7" ，表示对象
为变量；该字段的取值为"8" ，表示对象为数组ARRAY；
该字段的取值为"9" ，表示对象为数组RECORD。
dataType="0005"：数据类型值为"0005"，表示是无符号8bit；用4位16
进制数表示对象的数据类型。详细信息如下：
<DataTypeList>
<defType dataType="0001"><Boolean/></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2"><Integer8/></def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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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Type
dataType="0003"><Integer1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4"><Integer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5"><Unsigned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6"><Unsigned1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7"><Unsigned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8"><Real32/></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9"><Visible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0"><Integer2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1"><Real6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2"><Integer40/></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3"><Integer4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4"><Integer5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5"><Integer6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A"><Octet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B"><Unicode_String/></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C"><Time_of_Day/></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D"><Time_Diff/></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0F"><Domain/></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6"><Unsigned24/></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8"><Unsigned40/></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9"><Unsigned48/></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A"><Unsigned56/></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01B"><Unsigned64/></defType>
<def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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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Type="0401"><MAC_ADDRESS/></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402"><IP_ADDRESS/></defType>
<defType dataType="0403"><NETTIME/></defType>
</DataTypeList>
accessType="ro"：object的访问类型，可取的值为:
" const " – 只读;该值为常量，数据值不能被改变
" ro " – 只读
" wo " – 只写
" rw "– 可读写
PDOmapping="TPDO"：表示可映射为发送PDO。该属性可设置的值如下：
"no"
- 不能映射到PDO
"default" - 根据默认值映射
"TPDO"
- 只能被映射到 TPDO
"RPDO"
- 只能被映射到 RPDO
"optional" – 可选的，既可以被映射为TPDO，也
可以映射RPDO

设备供应商需要根据自己设备的对象字典，手动编辑 XDD 文件。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可
以编辑 XML 文件的工具，打开 XDD 文件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从 POWERLINK 的官方网站上 http://www.ethernet-powerlink.org 可以下载到 XDD 文
件的模板和格式（Powerlink_Main.xsd）说明。Powerlink_Main.xsd 描述了 POWERLINK 的
XDD 文件的结构和语法。可以使用该文件来验证 XDD 文件，以检查该 XDD 文件是否符合要
求。检查的内容包括文档中出现的元素、文档中出现的属性、子元素、子元素的数量、
子元素的顺序、元素是否为空、元素和属性的数据类型、元素或属性的默认和固定值。
XML Schema 本身是一个 XML 文档，它符合 XML 语法结构。可以用通用的 XML 解析器解
析它。
有一个免费开源的工具(XDD-Checker)，根据 Powerlink_Main.xsd 来检验 XDD 文件是
否符合要求。当用户手动编写完 XDD 文件后，可以采用该工具来检验。
此外，XDD-Editor 这个工具，用来编辑并生成对象字典 OD 的 objdict.h 文件和 XDD 文
件，而且能保证这两个文件是匹配一致的，用户不用手动修改字典 OD 的 objdict.h 文件，
也不用手动修改 XDD 文件。
如需这两个工具，请发邮件到或者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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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openCONFIGURATOR 应用
8.1

openCONFIGURATOR 介绍

如果使用手动配置网络，那么每次修改网络参数，都要重新编译程序，重新下载，显然
在某些场合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手动配置的过程过于复杂。因此手动配置适合用于产品开发
和调试阶段。当产品开发完成，交付给客户时，就不适合使用手动配置的方式来配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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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 openCONFIGURATOR，使用此工具可以方便快速的组建一个网
络、轻松地配置各个节点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openCONFIGURATOR 是一个 POWERLINK 的
组网工具或者组态工具。该工具的输入为网络设备的 XDD 文件，输出文件主要是后缀名.cdc
的网络配置文件。该 cdc 文件是一个二进制文件，保存了整个网络的配置信息。主站会根据
这个 cdc 文件来配置网络主站的参数，以及各个从站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以及循环周期等
参数，这个文件不是程序的一部分，他只是一个存储文件。
例如： 我们想组建如下的一个网络

主 站

伺服驱动器
CN1

IO 站
CN2

传感器
CN3

每种设备的供应商都会提供一个 XDD 文件，来描述这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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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驱动器
XDD 文件

IO 站
XDD 文件

传感器
XDD 文件

openCONFIGURATOR

Mnobd.cdc
文件

Mnobd.cdc 文件是一个二进制信息保存文件，该文件包含了整个网络的配置信息，如
该网络中一共有几个从节点，每个从节点是什么类型的设备，每个从节点要接收哪些数据以
及发送哪些数据等。可以将该文件存放到主站的某个目录下，当主站开始运行时，会到指定
的目录下去读取 Mnobd.cdc 文件，从中得到网络配置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去配置主站自己
的参数，以及通过发送 SDO 来配置各个从站的参数。

.cdc 文件

主 站
配置自身的 OD

主站发送 SDO,
配置从站的 OD

伺服驱动器
CN1

IO 站
CN2

传感器
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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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openCONFIGURATOR 的安装
首先安装 ActiveTcl，然后从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onf/下载最新
版的 openCONFIGURATOR 进行安装。注意，一些杀毒软件会将 openCONFIGURATOR 的 dll 文
件当作病毒删除掉，从而导致软件无法运行。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将杀毒软件禁止掉。
openCONFIGURATOR 目前有基于 windows 和 linux 两个平台的版本。通常我们习惯使用
基于 windows 平台的 openCONFIGURATOR，而且使用基于 windows 平台的 openCONFIGURATOR
生成的 cdc 文件，可以直接用于 Linux 平台。
安装 ActiveTcl，双击 ActiveTcl 的安装程序，然后点击“Next”

选择 “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然后点击“Next”，然后一直选择“Next”
。

安装 openCONFIGURATOR，双击 openCONFIGURATOR_Setup.exe，选择“I Agree”，然后
一直点击“Next”
，直至最后“Inst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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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成功安装了 openCONFIGURATOR，接下来是 openCONFIGURATOR 的使用。

8．2．openCONFIGURATOR 的使用
8.2.1 创建新的 openCONFIGURATOR 工程
1. 打开 openCONFIGU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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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弹 出 的 页 面 中 有 ２ 个 选 项 ：“ Create

New

Project ” 和 “ Open Existing

Project”
。如果想新建一个项目请选择“Create New Project”
；如果想打开已
有的项目，请选择“Open Existing Project”，然后选择工程所在的目录，以及.oct
文件。 这里我们选择“Create New Project”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点击“OK”
。

3. “Project Name” 是工程的名字，可以保持默认，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名字，
最好取英文名；
“Choose Path”是工程的保存路径，选择你想要用来保存工程的目
录，路径中最好不要有中文，然后点击“Next”
。

这里面有三个选项：
“Auto Save”, “Prompt”, “Disc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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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Save”
：当用户改变了配置，openCONFIGURATOR 会自动保存修改的内容。
“Prompt”
：当用户修改了配置或者退出时，openCONFIGURATOR 会弹出一个窗
口来询问是否保存。
“Discard”
：当用户修改了配置，需要手动点击“Save”按钮来保存。
这三种方式，只是把配置数据保存在 openCONFIGURATOR 的窗口里，并没有真的把
数据保存在硬盘中，如果要永久保存，需要保存整个工程。在导航栏上有一个

图标，是

用来保存工程的。
4. 接下来导入主站的 XDD 文件，这里有两个选项：
“default”和“Import XDD / XDC”
。
因为 POWERLINK 的应用层是 CANopen，因此无论主站还是从站，都有对象字典，因
此就会有 XDD 文件来描述他。
“ default ” 选 项 ： 在 openCONFIGURATOR 的 安 装 目 录 下 有 一 个 名 称 为
openPOWERLINK_MN.xdd 的 XDD 文件。当用户选择“default”时，openCONFIGURATOR
会用该 XDD 文件作为主站的 XDD 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提到 XDD 文件需要与对
象字典 OD 一致。这个默认的 openPOWERLINK_MN.xdd 文件是与 POWERLINK 源码中
ObjDicts\CiA302-4_MN\objdict.h 的 OD 定义一致。所以用户如果使用默认的 XDD 文件，
那么主站的源程序就需要使用 ObjDicts\CiA302-4_MN\objdict.h 来定义 OD。从网上下
载

的

源

码

中

，

openPOWERLINK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1.7.1

的

版

本

中

下 主 站 的 例 子 ， 使 用 的 就 是

ObjDicts\CiA302-4_MN\objdict.h 来定义的 OD。
“Import XDD / XDC”
：用户自己开发的主站或者第三方提供的主站，可以用此选
项来导入与主站相对应的 XDD 文件。
接下来，有一个“Auto Generate”选项：单选择了“Yes”
， openCONFIGURATOR
会自动计算并填写主站中如下参数的值：
1. 主站的 PDO mapping 信息：主站的 0x16xx 和 0x1axx 的值。
2. Object 0x1F26 ：这个参数保存了各个从站配置信息的日期，这里保存了从 1984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的天数。0x1F26/0x01 保存了节点号为 1 的从节点的配置日期，0x1F26/n
保存了节点号为 n 的从节点的配置日期。
3.Object 0x1F27 ：这个参数保存了各个从站配置信息的时间，这里保存了从凌晨
0 点起至现在的毫秒数。0x1F27/0x01 保存了节点号为 1 的从节点的配置时间，0x1F27/n 保
存了节点号为 n 的从节点的配置时间。
这里我们选择“Auto Generate”
，然后点击“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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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步骤创建了一个网络配置的工程，并在网络里添加了一个默认的主站。
接下来添加从站，在 View 菜单中勾选“AdvancedView”，这样就能看到每一个节点的对
象字典里的 Object。

5. 右键选择“OPENPOWERLINK_MN”，选择“ADD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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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窗口中有如下选项：
“Name ”
： 新加入的从节点的名字，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
“Node ID”
： 节点号，每个 POWERLINK 设备有一个节点号。我们加入了一个
从设备，他的逻辑节点号为 1 ，在组建真实的物理网络时，该真实的设备的节点号也应该

148

王谨秋

设置为 1 。
“ Default ”：

在 openCONFIGURATOR 的 安 装 目 录 下 有 一 个 名 称 为

openPOWERLINK_CN.xdd 的 XDD 文件。当用户选择“default”时，openCONFIGURATOR
会用该 XDD 文件作为该从站的 XDD 文件，如果作为测试 openCONFIGURATOR 的例子，可
以是否“Default”
，否则建议使用“Import XDD / XDC”
。
“Import XDD / XDC”
：用户自己开发的从站或者第三方提供的从站，可以用此选
项来导入与从站相对应的 XDD 文件。
这里我们选择“Import XDD / XDC”，然后点击“Browse”选择源码目录下
ObjDicts\Api_CN 文件夹下的 00000000_openPOWERLINK_demo_CiA401_IO_1Byte.xdd。

点击“open”
。这样就增加了一个节点号为 1 的从节点。
前面讲了每一个 POWERLINK 设备都有一个对象字典，这个对象字典就是参数的集合。设
备的使用者需要知道此设备有哪些参数，每个参数的用途，以及参数的数据类型。因此设备
提供者就需要提供一个设备描述文件（XDD）文件。换言之，一个 XDD 文件，描述了一种设
备的参数，它也就代表了一种设备。
这里我们添加的 XDD 文件，与之相对应的 OD 的声明为 ObjDicts\Api_CN 下的
objdict.h 。 在 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目 录 下 的 例 子 工 程 ， 就 使 用 了
ObjDicts\Api_CN 下 的 objdict.h 作 为 对 象 字 典 。 所 以 在 本 例 程 中 ， 我 们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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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目录下的例子作为从站。
7. 点击“View”->“Advanced View”，这样主站和从站的包含的 object 都会显示出
来。

8. 单击某个从节点，此时在右边显示如下界面。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选项：
PollResponse Timeout：这个是指主站接收该从站 PollResponse 数据桢的超时
时间，也可以看作是主站为该从站发送数据所分配的时间片。因为网络中的从站有可能
发生故障或者网络故障，导致从站无法发送数据或者发送的数据无法到达主站，在这种
情况下，主站不能一直等待该从站，否则整个网络就无法正常工作。如果主站在
PollResponse Timeout 这个时间段内没有收到该从站的回复数据时，主站就会认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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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点丢失了一次数据，相应的错误计数值累加 8 。接下来主站继续和下一个从节点
通信，也就是主站只会等待该从节点一定时间，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收到该从节点的数据，
就会将该节点略过，和下一个节点通信。当网络故障或者设备故障，导致该节点从网上
脱离时，显然主站不能一直停留在等待该从站的状态上，因为这会影响到与其他站点的
通信。此外，某些设备反应太慢，也就是该从站是一个慢设备，这种设备的反应时间很
长，那么就需要将 PollResponse Timeout 参数设置的大一些，具体设置多大，取决于
具体的应用，例如如果该从站基于 FPGA，这个参数设置为 2 – 20 微秒均可，如果该
从站基于 windows，这个参数可能要设置为几个毫秒。
Type of station：
Normal station：指该从节点是基于 preq/pres 模式通信的。
Chained station：指该从节点是基于 PRC 模式通信的。

9. 配置接收和发送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
配置从站的发送 PDO 的映射信息：
发送 PDO 的映射信息，描述了如何将该节点对象字典中的 object 打包成一个数据
桢。也就是周期性发送的 object 与发送的数据桢的字段之间的映射关系，是一个组建数据
桢的过程。
左键单击 CN1 的 PDO 中的 TPDO，会在右侧显示一个填写信息的表格。

这个数据桢有如下属性：
Node Id ：表示该数据桢的目标节点。也就是这个数据桢要发送给哪个节点，由于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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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送都是广播的，因此目标 Node Id 都是 255 。这里不需要设置数值，保持默认值 0 就
可以了，Preq/Pres 模式和 PRC 模式，都如此。
Index（索引）和 SubIndex（子索引）
：用来标示要发送的 object。
Offset：(偏移量)：标示该发送的 object 在数据桢中的偏移量，也就是该 object 应放
到数据桢的哪个位置。
Length（数据长度）
：标示该发送的 object 在数据桢中占用的数据长度，单位为 bit。
例如填写如下信息，这段的意思是将 Object 0x6041/0x01 放到发送数据帧的偏移量 0000，
长度为 16

bits。这样就将接收到的数据桢中的某个数据段与某个 object 建立了映射关

系。一个 PDO 可以包含很多个 object，也就是可以建立多个这样的映射关系。

接下来，我们向 TPDO 中添加了第二个 object, 该 object 的索引为 0x2000,子索引为
01, 它被放到了数据桢的偏移量为 0x0010 的地方，数据长度为 8 bits。

配 置 完 以 后 ， 我 们 打 开 CN1 的 Object0x1A00/0x01 ， 看 到 他 的 值 被 设 置 成 了
0x0010000000016041，这个值代表什么意思，前面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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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从站的接收 PDO 的映射信息：
接收 PDO 的映射信息，描述该节点如何解析收到的数据桢。也就是周期性接收数
据的 object 与接收到的数据桢的字段之间的映射关系，是一个解析数据桢的过程。
左键单击 CN1 的 PDO 中的 TPDO，会在右侧显示一个填写信息的表格。

这个数据桢有如下属性：
Node Id ：表示该数据桢的源地址。也就是该节点需要接收来自哪个节点的数据。通信
模式不同（Preq/Pres 模式，PRC 模式以及交叉通信），这个参数的设置会不同。该参数的
详细使用方法，会在后面的实例中详细介绍。
Index（索引）和 SubIndex（子索引）
：标示用来保存接收到的数据的 object。
Offset：(偏移量)：标示数据段在数据桢中的偏移量，数据段在数据桢中的起始地址。
Length（数据长度）
：标示数据段在数据桢中的数据长度，单位为 bit。例如填写如下
信息，这段的意思是将从主站接收到的数据桢的 0x0000 位置起，取出 0x0010 bits 的数据，
存放到自己的 0x6040/0x01 这个 Object 中。这样就将接收到的数据桢中的某个数据段与某
个 object 建立了映射关系。同理，可以将数据桢中的其他字段与 object 建立映射关系，
从而完成数据解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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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设置循环周期，左键单击 openPOWERLINK_MN(240)，在右边的 CycleTime 里填写期
望的循环周期，单位为 us。

10. 编译工程，点击“BuildProject”
。

11. 当在 openCONFIGURATOR 最下面一栏显示如下信息，说明编译成功，如果不成功，
会显示相应的错误。

编译成功后，会在工程所在的目录下的 cdc_xap 文件夹生成一些文件，其中包括
monbd.cdc 和 xap.h 这两个文件。monbd.cdc 文件是一个二进制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了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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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配置信息，即主站和所有从站的参数设置信息。而 xap.h 定义了一个数据结构，主站
定义了这种数据结构的变量，并把这个变量和对象字典中通信的 Object 连接起来。在主站
的应用程序里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变量。这两个文件的详细信息，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解释。

8.2.2 openCONFIGURATOR 配置 preq-pres 模式通信
1 ． 创 建 新 工 程 ， 在 MN Configuration 的 Import XDC/XDD 选 择 源 码
ObjDicts\CiA302-4_MN 下 的 00000000_openPOWERLINK_MN.xdd ， 这 个 XDD 文 件 与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下的主站例子中对象字典匹配。

2. 添加从站,右键单击“open_POWERLINK_MN”,选择“add CN”,在弹出的“Import
XDC/XDD”选择 ObjDicts\Api_CN 下的 0000003F_openPOWERLINK_demo_CN.xdd 文
件。这个 XDD 文件和源码目录 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下的例子的
对象字典一致。
因此需要将 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例子做为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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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接收和发送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
使用 openCONFIGURATOR 时，如果在“project setting”中将“Auto generate ”设
置为“yes”
，则不需要配置主站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该工具会根据从站的设置，自动产
生主站的映射参数，使用者只需配置从站的接收和发送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
TPDO 的配置：
左键单击 CN1 的 PDO 中的 TPDO，会在右侧显示一个填写信息的表格，在这里设置发送
PDO 的映射参数。如下，对于从站的发送，由于是广播的，因此在 NodeId 一栏中保持默认
的 0。

配 置 完 以 后 ， 我 们 打 开 CN1 的 Object 0x1A00/0x01 ， 看 到 他 的 值 被 设 置 成 了
0x0008000000016000，这个值代表的意思，前面讲过了。接下来把 Object 0x1A00/0x00 的
值设置为 0x01。该参数值等于在 TPDO 的表格中设置的 object 数量。

RPDO 的配置：
左键单击 CN1 的 PDO 中的 RPDO，会在右侧显示一个填写信息的表格，在这里设置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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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 的映射参数。如下，对于从站的接收，由于是基于 Preq/Pres 模式，从站接收来自主站
的数据，因此在 NodeId 一栏中保持默认的 0。

图 5-16
配 置 完 以 后 ， 我 们 打 开 CN1 的 Object 0x1600/0x01 ， 看 到 他 的 值 被 设 置 成 了
0x0008000000016200，这个值代表的意思，前面讲过了。接下来把 Object 0x1600/0x00 的
值设置为 0x01。该参数值等于在 RPDO 的表格中设置的 object 数量。

最后设置循环周期，左键单击 openPOWERLINK_MN(240)，在右边的 CycleTime 里填写期
望的循环周期，单位为 us。

4．编译工程：点击“Project”下的“Build Project”。如果编译没有错误，会在下
方 显 示 ： files mnobd.txt, mnobd.cdc, xap.xml, xap.h, ProcessImage.cs are
generated at location ….. 表示编译成功，生成的 cdc 文件和 xap.h 文件被放置
在工程的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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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行例子
到 openCONFIGURATOR 工 程 的 目 录 ， 将 cdc 文 件 和 xap.h 文 件 复 制 到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目录下。这个程序作为 POWERLINK 的主
站。 打开 main.c 文件，修改同步回调函数。
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目录下的 VS 工程作为从站，运行到另外
一台电脑上，别忘了将该从站的节点号修改为 1。

8.2.3 openCONFIGURATOR 配置 PRC 模式通信
1． 首先需要修改
对于PRC 模式，相应的从站的XDD文件的CNFeatures属性里需要添加这行代码：
DLLCNPResChaining=”true”
<CNFeatures
DLLCNFeatureMultiplex="true"
DLLCNPResChaining="true"
NMTCNSoC2PReq="0"
/>
相 应 的 主 站 的 XDD 文 件 的 MNFeatures 属 性 里 需 要 添 加 这 行 代 码 ：
DLLMNPResChaining=”true”
<MNFeatures
DLLMNPResChaining="true"
/>
2．创建 openCONFIGURATOR 工程，Import 主站和从站的 XDD 文件。单击要设为
PRC 模式的从站，在右边的选项中有“Normal station”和“Chained station”
。“Normal
station”是指该从站工作于 Preq/Pres 模式，
“Chained station” 是指该从站工作于
PR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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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接收和发送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
TPDO 的配置：此处与 Preq/Pres 模式完全相同。
RPDO 的配置： NodeId 一栏的值设为 0xF0，意味着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而且
这些数据包含在主站的 Pres MN 数据帧中。

4．编译 openCONFIGURATOR 工程，然后运行例子，这些与 Preq/Pres 模式相同。
5．Wireshark 抓取 POWERLINK 数据包如下：

网络中没有了 Preq cn2 数据桢，因为 2 号节点从主站的 Pres MN 数据桢得到数
据。

8.2.4 openCONFIGURATOR 配置交叉通信
交叉通信，是指某个从站除了可以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还可以接收来自其他从站
的数据。例如 2 号从站除了可以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还可以接收来自 1 号从站的数据以及
3 号从站的数据。经过配置，2 号从站可以接收来自任何从站的数据。这称为交叉通信。
1． 创建 openCONFIGURATOR 工程，Import 主站和从站的 XDD 文件。
2．配置接收和发送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
TPDO 的配置：此处与 Preq/Pres 模式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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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DO 的配置： 如果该从站节点需要接收来自 n 号从站节点的数据，那么 NodeId 一栏
的值设为 n。例如，该从站节点需要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 object
0x6200/01 中；该从站节点需要接收来自 1 号节点的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 object
0x6200/02 中；同时该从站节点需要接收来自 3 号节点的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
object 0x6200/03 中，对于该种应用，由于这里的 2 号从节点需要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
也需要接收来自 1 号从站和 3 号从站的数据，因此 2 号从节点需要有 3 个 RPDO 通道来描述
这个通信过程。在 2 号从节点的对象字典（objdict.h）中需要定义 3 个 RPDO 通道，假设分
别为 0x1400/0x1600, 0x1401/0x1601, 0x1402/0x1602。具体的定义如下：
// Object 1400h: PDO_RxCommParam_00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400,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0,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400)
// Object 1401h: PDO_RxCommParam_01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401,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1,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1,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1,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401)

// Object 1402h: PDO_RxCommParam_02h_REC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402,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2)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odeID_U8,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402,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MappingVersion_U8, 0x00)
EPL_OBD_END_INDEX(0x1402)
// Object 1600h: PDO_RxMappParam_00h_AU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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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600,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0,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0, 0x02,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600)
// Object 1601h: PDO_RxMappParam_01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601, 0x03,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1,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1,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1, 0x02,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601)
// Object 1602h: PDO_RxMappParam_02h_AU64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1602, 0x02, EplPdouCbObdAccess)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2,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8, NumberOfEntries, 0x00)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2, 0x01,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602, 0x02, kEplObdTypUInt64,
kEplObdAccRW, tEplObdUnsigned64, ObjectMapping, 0x00LL)
EPL_OBD_END_INDEX(0x1602)
由于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了0x6200/01，0x6200/02，0x6200/03里，因此需要在对象字典中
定义如下object。
EPL_OBD_BEGIN_INDEX_RAM(0x6200, 0x04, NULL)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6200, 0x00,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Const, tEplObdUnsigned8, number_of_entries, 0x3)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200, 0x01,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8, Recvb1,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200, 0x02,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8, Recvb1, 0x0)
EPL_OBD_SUBINDEX_RAM_USERDEF(0x6200, 0x03, kEplObdTypUInt8,
kEplObdAccVPRW, tEplObdUnsigned8, Recvb1, 0x0)
EPL_OBD_END_INDEX(0x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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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XDD文件修改如下：

XDD 文件中关于 0x6200 的描述：

接下来创建新的 openCONFIGURATOR 工程，对 2 号从节点的配置如下：

这里需要说明如下几点：
1．

为什么我们修改了“No 0”的“Node Id”, “No 1”的“Node Id”
也跟着变？原因是节点 2 有 3 个 RPDO 通道，第一个 RPDO 通道有
0x1600/01, 0x1600/02 两个映射，这两个映射对应着
“No 0”
和“No 1”
。
一个 RPDO 通道只能用于描述来自一个节点的数据，
“No 0”和“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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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个 RPDO 通道，因此他们的“Node Id”会保持一致。
2．

“offset”
：这个参数是指从接收到的数据包的哪个位置开始取数据，因
来自主站，1 号节点和 3 号节点的数据，是 3 个独立的数据包。在取数
据的时候，都是从数据包的开始位置取，因此“offset”都为“0x0000”
。

3．这里省略了对主站发送给 2 号从站的 TPDO 的配置，以及 1 号从节点和 3 号从
节点的 TPDO 的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接下来对运行例程：
6． 编译工程，将生成的.CDC 文件和 xap.h 文件复制到主站工程目录下。
7． 程 序 运 行 。 我 们 需 要 有 3 台 PC ， 一 台 作 为 主 站 ， 运 行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下的例子，另外两个运
行 Examples\X86\Windows\VC9\demo_pcap 下的例子，将节点号一个
设置为 2，另一个设置为 3。
8． 对于 2 号从节点的程序修改如下：
定义 3 个变量，分别和 0x6200/01，0x6200/02，0x6200/03 这三个
object 链接，并在同步回调函数中打印。
ObdSize = sizeof(bVarOut1_l);
uiVarEntries = 1;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200, &bVarOut1_l,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1);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200, &bVarOut1_2,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2);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EplRet = EplApiLinkObject(0x6200, &bVarOut1_3, &uiVarEntries, &ObdSize,
0x03);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Shut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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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回调函数修改如下：
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tEplKernel
EplRet = kEplSuccessful;
bVarIn1_l+=2;
printf("bVarOut1_l : %d , bVarOut1_2: %d, bVarOut1_3: %d\n",
bVarOut1_l,bVarOut1_2,bVarOut1_3);
TGT_DBG_SIGNAL_TRACE_POINT(1);
return EplRet;
}
9． 程序运行，察看打印结果。

8．3 Mnobd 文件解析
openCONFIGURATOR 生成了两个文件：xap.h 文件和 mnobd.cdc 文件。
xap.h 文件：定义了两个数据结构 PI_OUT 和 PI_IN。
在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的例子里 demo_main.c 程序里
定义了这两个数据结构的变量：
static PI_IN AppProcessImageIn_g;
static PI_OUT AppProcessImageOut_g;
然后调用了EplRet = EplApiProcessImageSetup();该函数将变量
AppProcessImageIn_g和 AppProcessImageOut_g 与对象字典中的object 连接起来，这
样就可以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中直接使用变量AppProcessImageIn_g和
AppProcessImageOut_g。
除了这种方法，用户也可以通过调用EplApiLinkObject()函数，将自己定义的变量
与用于PDO通信的object 连接起来。EplApiProcessImageSetup()函数的底层，也是通过调
用EplApiLinkObject()，来将变量AppProcessImageIn_g和 AppProcessImageOut_g 与对象
字典中的object 连接起来的。
PI_IN AppProcessImageIn_g变量是用来保存主站发送到网络上的数据，以网络为参考
点，是网络从主站得到数据，所以定义为PI_IN 。PI_OUT AppProcessImageOut_g变量是用
来保存主站从网络接收到的数据，，以网络为参考点，是网络输出数据到主站，所以定义为
PPI_OUT。
Mnobd.cdc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二进制文件，包含了网络的配置信息，即主站参数的
设定和各个从站参数的设定。再POWERLINK网络中，主站具有配置从站的功能，在主站索引
0x1f22 子索引n的object里保存了对n号从节点的配置信息，当POWERLINK 网络上电以后，
主站会根据object 0x1f22/n的内容，通过发送SDO 的方式来配置从站的参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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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bd.cdc文件实际上是对主站object的值的设置。下面我们打开一个cdc文件，做一个概要
性的介绍。
Mnobd.cdc 文件信息（红色字体为标注的信息）
00000015

这里是 16 进制的 15，表示一共有 21 个 object 需要设置

//// NodeId Assignment
索引 子索引 数据长度

数值

1F81

01 00000004

00000007

1A00

00 00000001

00

1600

00 00000001

00

1006

00 00000004

00002710

1C02

01 00000004

00000028

1C02

03 00000004

00000028

1C09

01 00000004

00000028

1C14

00 00000004

02faf080

1F26

01 00000004

000027d9

1F27

01 00000004

0286e190

1F81

F0 00000004

80001001

1F92

01 00000004

00006978

1A00

01 00000008

001000000001A100 主站的 TPDO 映射参数

1A00

02 00000008

001000100002A100

1400

01 00000001

01

1600

01 00000008

001000000001A580 主站的 RPDO 映射参数

1600

02 00000008

001000100002A580

1A00

00 00000001

02

1600

00 00000001

02

这个 object 是循环周期，值为 0x2710,单位

us

////Configuration Data for CN-1
1F22

01 000000be

主站 object 1F22/01 保存了对 1 号从站的配置信息

00000011
1600

00 000000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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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00

00 00000001

00

1006

00 00000004

00002710

1020

01 00000004

000027d9

1020

02 00000004

0286e190

1C0B

03 00000004

00000050

1C0D

03 00000004

00000050

1C14

00 00000004

02faf080

1F81

F0 00000004

80001001

1F98

08 00000002

012C

1400

01 00000001

f0

1600

01 00000008

0010000000016040

1600

02 00000008

001000100001604c

1A00

01 00000008

0010000000016041

1A00

02 00000008

00100010000160fc

1600

00 00000001

02

1A00

00 00000001

02

1 号从节点的循环周期

1 号从节点的 RPDO 映射信息

1 号从节点的 TPDO 映射信息

//// NodeId Reassignment
1F81

01 00000004

80004007

主站读取 cdc 文件，解析出每个 object 的索引，子索引，数据长度和数值，然后将
这个数值写入对应的 object 中。这样就完成了主站的参数设置。主站中索引 0x1F22/ n 里
保存了对 n 号从节点的配置信息，主站根据这些信息，通过发送 SDO 读/写来配置从节点的
object 的值。从而完成对网络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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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基于 Linux 的 POWERLINK 的实现
本教程选用的 Linux 版本为 ubuntu10.4。该版本可从网上下载。
OpenPOWERLINK 需要 Linux 的内核版本为 2.6.23 或者更高。在 Linux 下，openPOWERLINK
有两种工作模式：
1． 工作在内核空间：此时 POWERLINK 协议栈运行于内核空间，实时性高。协议栈可以
直接访问以太网的硬件。这需要 openPOWERLINK 协议栈中包含有针对该的网卡的驱动程序
（在协议栈源码的 Edrv 文件夹下）
，目前我们提供的源程序里有针对 8139 芯片的网卡驱动，
82573 系列以及 8255x 系列网卡的驱动程序，如果使用者使用了其他类型的芯片，可以参照
我们给的源程序进行修改。运行于内核模式时，需要给 linux 打 RT-PREEMPT 实时补丁。
2． 工作在用户空间：此时 POWERLINK 协议栈运行于用户空间，通过调用 libpcap
library 来访问以太网接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使用任意的网卡，缺点是实时性较差。
这种方法需要安装 libpcp 库。
安装 libpcp 库需要依次安装 m4-1.4.13，bison-2.4.1，flex-2.5.35，libpcap-1.0.0
这些软件包（版本可以不与上面所列相同，最好是最新版本）
。
1、下载并安装 m4。
1）下载 m4 源代码。
wget http://ftp.gnu.org/gnu/m4/m4-1.4.9.tar.gz
2）解压和安装。
tar -zxvf m4-1.4.9.tar.gz
cd m4-1.4.9
sudo ./configure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2、下载并安装 flex。
1）下载 flex 源代码。
wget http://prdownloads.sourceforge.net/flex/flex-2.5.35.tar.gz?download
2）解压和安装。
tar -zxvf flex-2.5.35.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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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flex-2.5.35
sudo ./configure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3、下载并安装 bison。
1）下载 bison 源代码。
wget http://ftp.gnu.org/gnu/bison/bison-2.4.tar.gz
2）解压和安装。
tar -zxvf bison-2.4.tar.gz
cd bison-2.4
sudo ./configure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4、下载并安装 libpcap。
1）下载 libpcap 源代码。
wget http://www.tcpdump.org/release/libpcap-1.0.0.tar.gz
2）解压和安装。
tar -zxvf libpcap-1.0.0.tar.gz
cd libpcap-1.0.0
sudo ./configure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9.1 基于 Linux 的 openPOWERLINK 的编译
基于 Linux 和 windows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编译，在 linux 下的 openPOWERLINK 采用了
cmake 来进行工程管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安装 cmake。
1. 下载 cmake2.8.4，解压。
2. 这里使用 cmake-gui，在 cmake2.8.4 解压后的目录 bin 下，找到 cmake-gui，双击
打开 cmak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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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epl_make”，用来保存编译后的文件。

172

王谨秋

4. 在 cmake-gui 中设置代码源目录和目标目录：
“Where is the source code”：是指 POWERLINK 的源代码路径，单击“Browse
Source”
，选择 openPOWERLINK 的根目录“openPOWERLINK1.7.1”
。
“Where to build the binaries”
：是指保存生成的 POWERLINK 二进制文件的
路径，单击“Browse Build”
，选择刚刚创建的新文件夹“epl_make”
。

5. 点击“Flile”->“deletecac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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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configure”
，选择如下设置，然后 finish。

7. 去掉

勾选，根据需要选择配置选项，在 Value 一栏中勾

选例子需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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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这里，提供有 4 个基于 Linux 的 DEMO：


Kernel demo：在文件夹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kernel 下，是一个
简单的运行在内核模式下的例子。



QT demo：在文件夹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qt 下，是一个带 QT 界面
的例子。



QT

demo

with

processimage

：

在

文

件

夹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process_image_qt 下。是一个带 QT 界面，
使用 processimage，既可以使用内核协议栈也可以使用用户空间协议栈的例
子。processimage 的意思是将用户自己定义的一个数据结构与对象字典中的
一大片 object 连接起来。


Console

demo

with

processimage

：

在

文

件

夹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process_image_console 下。是一个带控制
台的、使用 processimage、既可以运行于内核空间也可以运行于用户空间的
例子。

在 Linux 下 POWERLINK 的工作模式比较复杂，有如下几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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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G_KERNEL_STACK：使用内核协议栈还是用户空间协议栈？当该值为 enable 时，
将使用内核协议栈。
2. CFG_POWERLINK_CFM：使用 openCONFIGURATOR 来配置网络还是手动配置？当该值为
enable 时，将 openCONFIGURATOR 来配置网络。
3. CFG_POWERLINK_EDRV：网卡芯片类型：8139 还是 82573？如果工作在用户空间，该
选项无需设置。
4. CFG_POWERLINK_PROCESS_IMAGE：是一个一个的将变量与对象字典中的 object 连接
起来，还是将 xap.h 中提供的数据结构与一整片 object 连接起来？当该值为
enable 时，表示连接一整片。

9.2 运行于用户空间的例子
在 这 里 使 用 的 例 子 是 支 持 process_image 的 控 制 台 程 序 ， 因 此 勾 选
CFG_X86_LINUX_DEMO_PROCESS_IMAGE_CONSOLE；
使用用户空间的协议栈，因此反勾选 CFG_KERNEL_STACK；
使用 openCONFIGURATOR 来配置网络，因此勾选 CFG_POWERLINK_CFM；
使 用 process_image ， 因 此 勾 选 CFG_POWERLINK_PROCESS_IMAGE ， 需 要 把
openCONFIGURATOR

工 具 生 成 的

mnobd.cdc

文 件 和

xap.h

文 件 复 制 到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process_image_console 这个目录下，这样在编译的时候，
就会将 xap.h 编译进来，同时把 mnobd.cdc 复制到执行目录。

1． 配置完以后，点击“Configurate”，如果没有红色的报警，显示如下，说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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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功。

2． 点击“Generate”
，如果没有红色的报警，显示如下，说明配置成功。

3． 到 epl_make 目 录 下 查 看 ， 在 这 里 就 生 成 了 makefile 文 件 。

4． 打开 linux 的 shell，cd 到 epl_make 目录下，执行 make 命令，就完成了编
译。

下面是编译时的打印信息，当完成 100%时，意味着编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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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在 Linux 的 shell 里，cd 到 epl_make 目录下，执行 make install，就
完成了安装。安装成功后，会在 epl_make 文件夹下生成一个 bin 文件夹，在
该文件夹下有刚刚生成的 powerlink demo 可执行文件和 mnobd.cdc 配置文件。

6．运行应用程序
在 Linux 的 shell 里敲入如下命令：
>cd

bin

>sudo ./demo_pi_console
接下来会提示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输入密码然后回车。如果不是用 sudo 执行
POWERLINK 程序，可能会报如下错误：

该错误提示没有发现网卡，确认是否安装了 LibPcap，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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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Pcap 导致，也可能由于没有使用 sudo 身份运行。
当出现如下信息，显示 openPOWELRINK 已经运行，本例子中找到 5 个以太网接口，选
择一个作为 POWERLINK 口。这里选择 1 号网口，输入数字 1，然后回车。下面的信息显示
POWERLINK 协议栈已经运行起来，可以使用 wireshark 来诊断。

9.3 运行于内核空间的例子
运行该例子前，首先需要确认运行该例子的平台的网卡型号，因为运行于内核空间的协
议栈需要网卡的驱动来直接访问网卡硬件。如果协议栈里没有平台的网卡驱动程序，那么该
例子可以编译，但无法运行。注意，确定已经打了 RT-PREEMPT 实时补丁。
在 这 里 使 用 的 例 子 是 支 持 process_image 的 控 制 台 程 序 ， 因 此 勾 选
CFG_X86_LINUX_DEMO_PROCESS_IMAGE_CONSOLE；
使用内核模式的协议栈，因此勾选 CFG_KERNEL_STACK；
使用 openCONFIGURATOR 来配置网络，因此勾选 CFG_POWERLINK_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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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8139 网卡，因此在 CFG_POWERLINK_EDRV 里写入 8139；
使 用 process_image ， 因 此 勾 选 CFG_POWERLINK_PROCESS_IMAGE ， 需 要 把
openCONFIGURATOR

工 具 生 成 的

mnobd.cdc

文 件 和

xap.h

文 件 复 制 到

Examples\X86\Linux\gnu\demo_process_image_console 这个目录下，这样在编译的时候，
就会将 xap.h 编译进来，同时把 mnobd.cdc 复制到执行目录。

1

. 配置完以后，点击“Configurate”，如果没有红色的报警，显示如下，说明配置成功。

2

点击“Generate”
，如果没有红色的报警，显示如下，说明配置成功。

到 epl_make 目 录 下 查 看 ， 在 这 里 就 生 成 了 makefile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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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 linux 的 shell，cd 到 epl_make 目录下，执行 make 命令，就完成了编译。

下面是编译时的打印信息，当完成 100%时，意味着编译成功。

4

安装，在 Linux 的 shell 里，cd 到 epl_make 目录下，执行 make install，就完成了安
装。安装成功后，会在 epl_make 文件夹下生成一个 bin 文件夹，在该文件夹下有刚刚
生成的 powerlink demo 可执行文件 demo_pi_console, mnobd.cdc 配置文件和内核模块
powerlink8139.ko 模块。

5

加载内核模块，如使用了内核的协议栈，需要首先加载内核模块。
在 Linux 的 shell 里敲入如下命令：
>cd bin
在 epl_make/bin 目录下有刚刚编译生成的 powerlink8139.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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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EplLoad

-c

mnobd.cdc

powerlink8139.ko

加载该内核模块
如需卸载模块，使用如下命令：
>cd bin
>sudo ./ EplUnload

6

powerlink8139.ko

运行应用程序。
在 Linux 的 shell 里敲入如下命令：
>cd

bin

>./demo_pi_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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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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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基于 FPGA 的实现
基于 FPGA 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在 FPGA 中的 MCU 上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这种
MCU 可以是纯硬件的 ARM，也可以是软的 MCU 核（例如 NIOS，Microblaze）
，这种方案 运
行的是 openPOWERLINK 的协议栈，性能较低，最短循环周期可以达到 100-200 微秒。另
一种方案，是采用硬件描述语言 HDL 来实现 POWERLINK 的协议栈，这种方案的好处是不
需要 MCU， 性能高，循环周期可以达到几十微秒，这个方案的介绍请见附件 1.8

基

于 FPGA 的高性能 POWERLINK 方案。
。

10.1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的硬件架构
基于 MCU 的 openPOWERLINK 解决方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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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最小系统需要如下硬件：
1. FPGA：
可以选用 ALTERA 或者 XILLINX.需要逻辑单元数在 5000Les 以上，
对于 ALTERA
可以选择 CYCLONE4CE6 以上，对于 XILLINX 可以选择 spartan6。
2. 外接 SRAM 或 SDRAM：需要 512kbytes 的 SRAM 或者 SDRAM，与 FPGA 的接口为 16bits
或者 32bits。
3. EPCS 或者 FLASH 配置芯片：
需要 2Mbytes 以上的 EPCS 或 FLASH 配置芯片来保存 FPGA
的程序。
4. 拨码开关：
因为 POWERLINK 是通过节点号来寻址的，
每个节点自己都有一个 nodeId，
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来设置节点的 nodeId。
5. 以太网的 PHY 芯片：需要 1 个或 2 个以太网 PHY 芯片。我们在 FPGA 里用 VHDL 实现
了一个以太网 HUB，因此如果你有两个 PHY 那么在做网络拓扑的时候就很灵活，如
果只有一个 PHY 那就只能做星形拓扑。POWERLINK 对以太网的 PHY 没有特别的要求，
从市面上买的 PHY 芯片都可以使用，注意的是我们建议 PHY 工作在 RMII 模式。

10.2 FPGA 只作为 POWERLINK 通信使用
对于这种应用，相当于把 FPGA 当做专门负责 POWERLINK 通信的芯片。FPGA 与用户的
MCU 之间可以通过并行 16/8bits 接口，PC104,PCIe 或者 SPI 接口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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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于这种应用，我们在 FPGA 里实现了一个双口 RAM，作为 FPGA 中的 POWERLINK 与用户
MCU 数据交换区，我们在基于 FPGA 的主从站方案一章对此做详细说明。

10.3 POWERLINK 和用户的应用在同一个 FPGA 上
在同一个 FPGA 上，除了实现 POWERLINK 以外，用户还可以把自己的应用加到该 FPGA
上，例如用 FPGA 做一个带有 POWERLINK 的 IO 模块。该模块上除了带 POWERLINK 外还有 IO
逻辑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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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基于 FPGA 的系统架构
因为 openPOWERLINK 的代码是 C 语言编写的，因此无法直接运行在 FPGA 上。因此需要
在 FPGA 上实现一个软 CPU，
POWERLINK 的 C 语言协议栈运行在软 CPU 上。对于 ALTERA 的 FPGA，
ALTERA 公司提供的软 CPU 叫 NIOS;对于 XILLINX 的 FPGA，XILLINX 公司提供的软 CPU 叫
MicroBlaze。

DPRAM

RAM

MAC&
HUB
CPU

Flash
controller

nodeId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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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这个系统中，sram、flash、nodeIdswitch、PDIinterface、MAC&HUB 都是 CPU 的外
部设备，系统会给每个设备分配一个地址，在 CPU 中直接对各个地址操作，就可以访问各个
外部设备了。如果用户想要添加自己的一些逻辑功能，实现自己的特定应用，可以编写一个
外部设备，挂到总线上。

10.5 基于 FPGA 解决方案的优点
1．集成 HUB
在 FPGA 的方案中，直接在 FPGA 中实现了以太网的 HUB。这使得组网的拓扑
可以非常灵活，可以是菊花链形拓扑，也可以是星形拓扑。
2．集成 FILTER
通过在 FPGA 中集成硬件的 FILTER，用来过滤掉非 POWERLINK 的数据桢，使
得 POWERLINK 网络免受非 POWERLINK 设备的干扰，避免通信中的冲突。
3．AutoResponse 功能
当 POWERLINK 从节点工作于请求／应答模式（Preq/Pres）时，从节点接收
到来自主站的请求数据桢（Preq）, 会向网络发送一个应答数据桢（Pres）
。 如果用一般
的 MCU 来实现 POWERLINK，通信过程如下：

IRQ
MAC

MCU

Preq

Pres

第一步：Preq 数据桢发送到以太网的 MAC
第二步：以太网的 MAC 收到数据桢以后，向 MCU 发起中断，请求 MCU
处理收到的数据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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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MCU 响应中断请求，处理 Preq 数据桢,并发送 Pres 数据桢。
在这个过程中，MCU 响应中断请求并处理中断的时间比较
长，往往在微秒级，可能几个微妙也可能几十微秒，甚至毫秒级。
具体的时间取决于该 MCU 的处理速度，响应中断的反应时间，以
及是否有操作系统等。
当使用 FPGA 方案时，可以使用硬件加速，在 FPGA 中实现自动回复功能。
当 Preq 数据桢进入到 FPGA 中的 MAC 时，MAC 会将准备好的上一周期的 Pres 数据快速发送
到网络上。当使用了自动回复功能后，Preq 数据桢和 Pres 数据桢之间的时间间隔大概为 1
微秒。

MAC

Preq

Pres

4．集成双口 RAM
在 POWERLINK 的 FPGA 中集成了双口 RAM，POWERLINK 的收发数据直接保存到
双口 RAM 中。这样,对于 Host 而言，POWERLINK 就是一个外部的 RAM。对通信的操作，就转
换成对 RAM 的读写，非常简单而且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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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双口 RAM

POWERLINK
STACK

5． 低抖动，低延迟的同步信号
由于 FPGA 具有快速的信号处理能力，使得各个从站对同步信号的处理非常及时，
从而使得整个网络达到低抖动，低延迟的同步。

10.6 基于 FPGA 解决方案的工程介绍（openPOWERLINK）
1. FPGA 硬件工程介绍
2. FPGA 的 POWERLINK STACK 软件介绍
基于 FPGA 的解决方案目前有 3 种解决方案：
1． 在 FPGA 中构建一个“软”MCU，将 openPOWERLINK 协议运行其上。这种方案，
最短循环周期可以达到 160 微秒左右,价格便宜。
2． 有些 FPGA 中集成了“硬”MCU，将 openPOWERLINK 协议运行其上。
这种方案，最短循环周期可以达到 100 微秒以下，但价格较贵，通常在“硬”
MCU 上除了运行 POWERLINK 以外，还要运行其他的应用程序，这样用户可以
在一片 FPGA 芯片上实现自己的应用和实时通信。
3． 在 FPGA 中用硬件描述语实现 POWERLINK 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部分的
CANopen。这种方案实时性很好，完成一个站的通信，只需 10-20 微秒，成本
不高，但其工作量较大。
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第一种方案，通过在 FPGA 中构建一个“软”MCU 来
实现 POWERLINK , 因为这种方案价格低，实现容易，而且能满足绝大部分的应
用场合。
FPGA 的解决方案主要由两个工程构成：
FPGA 硬件工程和 POWERLINK 协议栈
的软件工程。
FPGA 硬件工程：
该工程将一个“空白”的 FPGA 构建成一个片上系统，该系统包含了一个 CP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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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接口,FLASH 接口，双口 RAM，以太网的 MAC 等。这些模块通过内部总线相连。

FPGA 软件工程：
该工程是 POWERLINK 协议栈的工程，编译生成的软件运行于 FPGA 中的 CPU。该
工程是 POWERLINK 协议栈的核心，包括 FPGA 中实现的以太网 MAC 的驱动程序，POWERLINK
数据链路层程序，以及 POWERLINK 应用层 CANopen 的程序。
该工程包含如下源文件和头文件：
1. 以太网驱动程序：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通过使用 VHDL 在 FPGA 中设计一个以太网的 MAC，
叫做 openMAC。该 MAC 的驱动程序包含如下文件和头文件：
EdrvOpenMac.c
EplTimerSynck_OpenMac.c
EplTgtTimeStamp_OpenMac.c
omethlib.c
omethlibint.c
EplTgtTimeStamp_openMac.h
omethlib.h
omethlib_target.h
omethlibint.h
2. 协议站源代码：
EplStack/EplDllkCal.c
EplStack/EplDlluCal.c
EplStack/EplLedu.c
EplStack/EplEventk.c
EplStack/EplEventu.c
EplStack/EplNmtk.c
EplStack/EplNmt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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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lStack/EplNmtCnu.c
EplStack/EplPdok.c
EplStack/EplPdokCal.c
EplStack/EplPdou.c
EplStack/EplPdouCal.c
EplStack/EplObd.c
EplStack/EplSdoComu.c
EplStack/EplSdoAsySequ.c
EplStack/EplSdoAsndu.c
EplStack/EplTimeruGeneric.c
EplStack/EplErrorHandlerk.c
EplStack/EplApiGeneric.c
ObjDicts/CiA401_3r1tpdo_CN/Objdict.c
EplStack/amiarm.c
Target/altera_nios2/no_os/gnu/generic/ShbTarget_Nios2.c
SharedBuff/SharedBuff.c
SharedBuff/ShbIpc-No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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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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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基于 FPGA 的 openPOWERLINK 的 API 介绍

用户将 FPGA 作为 POWERLINK 通信芯片使用时，用户 HOST 需要从 FPGA 读写数据。
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总线接口和数据缓存区，如下图所示。

HOST
DSP , ARM, FPGA…

总线接口
TPDO

RPDO

AsynTx

AsynRx

Buffer

Buffer

Buffer

Buffer

Control
&
Status

双口 RAM

内部总线
POWERLINK
协议栈

MAC&HUB

系统框图
FPGA 中的程序分为三部分：
1．

POWERLINK 物理层：MAC 和 HUB，该部分采用 VHDL 语言编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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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I/MII 接口的 PHY；为了拓扑方便，在此实现了一个以太网 HUB，支
持各种拓扑结构。
2．

POWERLINK 协议栈，该部分采用 C 语言编写，运行于 FPGA 中的软 MCU
或者硬 MCU。

3．

POWERLINK 协议栈与 HOST 之间通信的程序，该部分包括用 VHDL 实现的
DPRAM 和用 C 语言编写的逻辑。

这里主要讨论 POWERLINK 协议栈与 HOST 之间的通信，以后简称 API。实现 POWERLINK
的 FPGA 简称为 PCP，HOST 简称为 AP（application processor）
。

11.1 AP 与 PCP 之间的总线接口
总线接口是指 HOST 通过哪种总线来访问 FPGA 中的数据。理论上说，可以支持任意
的总线接口，因为 FPGA 是可编程的，它可以实现用户想要的各种总线逻辑。目前我们提
供的源码里提供了如下总线：SPI 串行接口，8/16bits 异步并行接口。

11.1.1 SPI 总线接口
SPI 接口，目前支持字节操作和字（双字节）操作。
1.字节操作：每次读写一个或连续读写多个字节。
2.双字接操作：每次读写一个或连续读写多个字。
3.SPI SLAVE ，而且目前不支持全双工。
4．支持 4 种模式：CPOL = 0 or 1 and CPHA = 0 or 1

FPGA 与用户 MCU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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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时序

目前最快的 SPI 速率可以达到 7Mbps,这取决于用户自身电路板的制作情况。如需
具体的操作说明和示例程序，请法邮件到 openPOWERLINK@163.com。

11.1.2 并行总线接口

市面上有很多 MCU 带有 8/16bits 并行接口，如 ARM,DSP 等。POWERLINK 的 FPGA 与用户
MCU/CPU 之间的并行总线接口如下：

200

王谨秋

信号说明：
信号名称

说明

输入/输出

CS

Chip select

输入

WR

Write

输入

RD

Read

输入

BE(1:0)

Byte Enable ， 该 信 号 仅 用 于

输入

16bits 数据传输,使得 HOST 可以
进行字节寻址
ADDR

Address bus

输入

DATA

Data bus

输入

ACK

确认信号，用来通知 HOST 数据准

输出

备好，也可以认为是 READY 信号
Sync IRQ

同步中断信号，通知 HOST 同步周

输出

期结束
Async IRQ

异步中断信号，通知 HOST 有异步

输入或输出

事件
GPIO

通用 IO ,用于扩展

输出

具体操作请见 FPGA 实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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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DPRAM 中控制/状态寄存器描述
在 POWERLINK 的 FPGA 中实现了一个 DPRAM 用于 POWERLINK 协议栈与 HOST 之间的通信。
该 DPRAM 包含如下五部分：控制状态寄存器，异步发送缓冲区（AP 发送命令给 PCP）
，异步
接收缓冲区（PCP 发送请求给 AP，请求 AP 执行相应的命令）
，同步数据发送缓冲区（TPDO
Buffer 周期性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同步数据接收缓冲区（RPDO Buffer 周期性接收数据的
缓冲区）
。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描述：

地址 0x0000(32bits):对于 AP 来说，这是一个只读的字段，该字段的值被初始化为
0x50435000,即 ASCII 的“PCP\0”
。当 AP 要对 DPRAM 操作时，应该首先判断此字段的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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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x50435000，来确定该 DPRAM 是否正确。如果该字段的值不是 0x50435000，说明该 DPRAM
有错误，AP 应该报告错误。

地址 0x0004(16bits):对于 AP 来说, 这是一个只读的字段。该字段是 PCP 的版本号，
由 PCP 来设定该版本号的值。

地址 0x000C(32bits):应用软件的创建日期，对于 AP 来说, 这是一个只读的字段。该
字段的值由 PCP 来设定。
地址 0x0012(32bits):应用软件的创建时间，对于 AP 来说, 这是一个只读的字段。该
字段的值由 PCP 来设定。

地址 0x0014(16bits):
PCP 在 POWERLINK 网络中的 NodeID，对于 AP 来说, 这是一个只读的字段。

地址 0x0018(16bits):
AP 通过该字段发送命令给 PCP。命令的详细描述如下：

地址 0x001A(16bits):
PCP 通过该字段将自身的状态发送给 AP。详细描述如下：
值
0：ApiPcpStateBooted
1：ApiPcpStateWaitInit
2：ApiPcpStateWaitStart
3：ApiPcpStatePreOperational

描述
PCP 处于等待启动状态，上电时缺省状态，然后自动跳到
ApiPcpStateWaitInit 状态
PCP 等待 AP 发送“初始化 POWERLINK”命令
PCP 等待 AP 发送“启动 POWERLINK”命令
PCP 处于 PreOperational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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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piPcpStateOperational
5：ApiPcpStateError

PCP 处于 Operational 状态
PCP 出错

地址??????（16bits）：NMT_STATE：表示 PCP 当前的网络状态（注意区分 STATE 与
NMT_STATE 的不同，STATE 是 PCP 的工作状态，NMT_STAT 是 PCP 的通信时的 POWERLINK 的网
络状态）
。
kEplNmtGsOff
kEplNmtGsInitialising
kEplNmtGsResetApplication
kEplNmtGsResetCommunication
kEplNmtGsResetConfiguration
kEplNmtCsNotActive
kEplNmtCsPreOperational1
kEplNmtCsStopped
kEplNmtCsPreOperational2
kEplNmtCsReadyToOperate
kEplNmtCsOperational
kEplNmtCsBasicEthernet

=
=
=
=
=
=
=
=
=
=
=
=

0x0000,
0x0019,
0x0029,
0x0039,
0x0079,
0x011C,
0x011D,
0x014D,
0x015D,
0x016D,
0x01FD,
0x011E,

地址 0x001C(32bits) 和 0x0020(32bits)用来设定 AP 想要的同步中断的周期范围。
0x001C 字 段 为 范 围 的 最 大 值 (dwMaxCycleTime) , 0x0020 字 段 为 范 围 的 最 小 值
(dwMinCycleTime)。在有些应用场合，假定 POWERLINK 总线周期是 200us,而 AP 希望每 600us
得到一次同步中断。在这种情况下，AP 可以设置 dwMinCycleTime 和 dwMaxCycleTime 的值。
PCP 会根据当前 POWERLINK 总线周期，计算出一个实际周期值（iSyncPeriod），写入到
0x0028(32bits)字段。该值满足如下条件：
1．是 POWERLINK 总线周期的整数倍；
2. iSyncPeriod 的值介于 dwMinCycleTime 和 dwMaxCycleTime 之间；
如果满足上述 2 个条件的数值有多个，iSyncPeriod 取其中最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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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PCP 会 每 iSyncPeriod 微 秒 向 AP 产 生 一 次 同 步 中 断 。 AP 可 以 通 过 读 取
0x0028(32bits)字段来获取该值。

地址 0x0040(32bits) 和 0x0044(32bits)：网络相对时间的信息。当网络上发送来的 SoC
数据桢包含有网络相对时间时，PCP 会将该时间从 SoC 数据桢中取出，写入到这两个字段，
0x0040(32bits)是相对时间的低 32bits ，0x0044(32bits) 是相对时间的高 32bits。相对
时间由主站广播而来，这个时间在主站的 NMT_GS_INITIALISING 状态下清零，然后每产生一
个 SOC，该数值就累加一个循环周期，其单位为微秒。AP 可以读取这两个字段，用于系统对
时或者同步。

地址 0x0048(32bits) 和 0x004C(32bits)：网络时间的信息。当网络上发送来的 SoC
数据桢包含有网络时间时，PCP 会将该时间从 SoC 数据桢中取出，写入到这两个字段，
0x0048(32bits)是网络时间的低 32bits，该信息是网络绝对时间的纳秒部分， 0x004C
(32bits) 是网络时间的高 32bits，该信息是网络绝对时间的秒部分。网络的绝对时间是以
1970 年 1 月 1 日 00 点 00 分为基准，到目前为止的时间间隔。AP 可以读取这两个字段，用
于系统对时或者同步。

0x0050(16bits):该字段是一个计数器，用来计数从 PCP 产生同步中断信号到现在为止
的时钟个数。该计数器的输入时钟为 50MHZ,时钟周期为 20ns。应次 AP 通过读取该字段的值，
就可以计算出当前时刻距离同步中断信号产生的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由于网络中的每个从
站是单独的个体，他们对同步中断信号的响应有差异，可以通过该字段来补偿多个从站之间
的响应差异。

地址 0x0058(16bits) 和 0x005A(16bits)：保存了 AP 和 PCP 之间 DPRAM 中 TPDO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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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这两个字段对于 AP 来说，是只读的。这两个字段的值由 PCP IP core
自动设定。如果要修改 TPDO Buffer 的大小，可以在 PCP IP core 中修改；如果要修改 TPDO
Buffer 的起始地址，可以在 pdi.vhd 文件中的该行代码中的“2800”
：
constant

extTpdoBuf_c

:

memoryMapping_t

:=

(16#2800#,

iTpdoBufSize_g);

地址 0x005C(16bits) 和 0x005E(16bits)：保存了 AP 和 PCP 之间 DPRAM 中 RPDO0 Buffer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这两个字段对于 AP 来说，是只读的。这两个字段的值由 PCP IP core
自动设定。如果要修改 RPDO0 Buffer 的大小，可以在 PCP IP core 中修改；如果要修改 RPDO0
Buffer 的起始地址，可以在 pdi.vhd 文件中的该行代码中的“3000”
：
constant

extRpdo0Buf_c

: memoryMapping_t := (16#3000#, iRpdo0BufSize_g);

同理，地址 0x0060(16bits) 和 0x0062(16bits)为 RPDO1 Buffer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
地址 0x0064(16bits) 和 0x0064(16bits)为 RPDO2 Buffer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

地址 0x0068(16bits) 和 0x006A(16bits)为异步发送缓冲区 1（ASYNC TX Buffer 1）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该缓冲区用于 AP 发送异步数据给 PCP。

地址 0x006C(16bits) 和 0x006E(16bits)为异步接收缓冲区 1（ASYNC RX Buffer 1）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该缓冲区用于 PCP 发送异步数据给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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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0x0070(16bits) 和 0x0072(16bits)为异步发送缓冲区 2（ASYNC TX Buffer 2）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该缓冲区用于 AP 发送异步数据给 PCP。

地址 0x0074(16bits) 和 0x0076(16bits)为异步接收缓冲区 2（ASYNC RX Buffer 2）
的大小和起始地址。该缓冲区用于 PCP 发送异步数据给 AP。

地址 0x0074(16bits)：该字段用来切换虚拟 Buffer。对于 TPDO Buffer 和 RPDO Buffer，
在 DPRAM 中各有 3 个虚拟 Buffer 与之对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AP 和 PCP 同时对一
个 Buffer 进行操作，而产生冲突。向该字段写入任意一个 8bits 或者 16bits 的数，就会使
得 TPDO Buffer 切换到下一个虚拟 Buffer（保存最新数据的 buffer）。如果对该字段进行读
操作，会得到当前正在使用的虚拟 Buffer 的编号：

地址 0x0082，0x0084，0x0086(16bits)：该字段用来切换 RPDO Buffer_i 的虚拟 Buffer。
向该字段写入任意一个 8bits 或者 16bits 的数，就会使得 RPDO Buffer_i 切换到下一个虚
拟 Buffer（保存最新数据的 buffer）
。如果对该字段进行读操作，会得到当前正在使用的虚
拟 Buffer 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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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0x0089（16bits）：中断模式。AP 设置将 IRQ_REQ 这个 Bit 位设置为 1，表示 AP
希望 PCP 每个循环周期触发一个硬件中断给 AP，即每个循环周期，PCP 通过 FPGA 的管脚给
AP 发硬件中断。如果 RQ_REQ 这个 Bit 位的值为 0，表示 AP 不需要中断。该中断为电平方式。
因此当 AP 响应完该中断，需要通知 PCP 将该中断撤销。AP 向 0x0088（16bits）中的 IRQ_ACK
写入“1”
， PCP 将撤销该中断。注意：PCP 只有在 OPERATIONAL 状态下，才会产生中断。

地址 0x0094（16bits）
：显示物理层两个以太网 PHY 的状态信息。具体的信息如下：

每个以太网的 PHY 有 2 个 LED 灯，用来显示以太网接口的状态信息，一个 LED 用来显示
是否已经有物理连接，另一个 LED 用来表示是否处于活动状态。PL0,PL1 是用来表示 Link
的信息，PAL0,PA1 是用来表示 Activity 的信息。
“S”这个 bit 位用来表示 POWERLINK 的状
态，
“E”这个 bit 位用来表示 POWERLINK 是否有错误，通常这个用红色 LED 表示。
如前所述，POWERLINK 通信分为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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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同步机制&中断
11.3.1 同步机制
此前讲述了两种同步机制：通过网络信号同步和分布式本地同步。
网络信号同步机制：通过网络广播的 SoC 或者 SoA 来触发 POWERLINK 协议栈
（PCP）中的同步回调函数，在同步回调函数中可以产生一个同步信号给 AP，例如将 FPGA
的某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或者产生一个脉冲。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同步中断信号由 PCP
中的软件产生，因此各个从站之间的同步误差较大，大概为 1 微秒左右。

MN
SoC
SoC
CN1（PCP）

SoC
CN2（PCP）

同步中断
AP

SoC
CNn （PCP）

同步中断
AP

同步中断
AP

2.分布式同步：

除了通过网络广播桢来产生同步信号以外，也可以在 POWERLINK 的节点里做一个定
时器，定时产生同步信号，这样的话，从站的同步信号就由自身的定时器产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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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SoC
SoC

SoC

Timer

SoC

Timer

CN1（PCP）

Timer

CN2（PCP）

同步中断

CNn （PCP）
同步中断

同步中断

AP

AP

AP

目前的做法是通过 SoC 数据桢来触发定时器 Timer 的启动，如果 SoC 数据桢丢失，Timer
会自动启动，定时的时间是以前产生中断的平均时间。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由硬件触发同步中
断信号， 抖动小，大概为 20 至 80 纳秒。
使用软件触发中断信号，还是硬件触发，可以通过设置状态和控制寄存器中的字段来选
择。
下面我们从 AP 一侧来详细描述 AP 对同步信号的响应。当采用星形拓扑且线缆等长时，
可以认为网络说所有从节点同步信号是在同一时刻产生的（抖动在１００纳秒以内）
。但是
每个 AP 对同步中断的响应是不同的，如下图所示：

同步信号

AP 响应

同步动作

AP1
响应时间

同步信号

同步时间

AP 响应

同步动作

AP2
响应时间

同步时间

网络上所有的 AP 可以认为在同一时刻收到同步信号，需要在同一时刻产生同步
动作，但是由于 AP 自身可能具有多个不同等级的任务，这导致 AP 对同步信号的响应时间不
同。在基于 FPGA 的解决方案中，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为 AP 提供一个计时器，来记录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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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信号产生到 AP 响应同步信号之间的时间差。有了这个时间，各个 AP 可以调整自己产生
同步动作的时间，使得各个 AP 能够在同一个时刻产生同步动作。
该方法的实现原理如下：
1．首先在运行 POWERLINK 的 FPGA 中实现一个硬件的计数器。
2．当 PCP 收到一个同步信号或者自身的定时器产生一个同步信号时，计数器清零，
并从零开始累加。该计时器的输入是一个时钟（例如 50Mhz），每个时钟周期，计数器的值
就累加 1，同时将该计数值写入状态和控制寄存器中的字段。
3．AP 通过读取状态和控制寄存器中的字段的值，就知道从中断信号产生到目前为止，
经历的时间。
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 0x0050 字段（TIME_AFTER_SYNC），保存了硬件计数器的值。

11.3.2 同步中断
PCP 发给 AP 的同步中断有两个作用：
1． 是多个 AP 的动作同步
2． 通知 AP 一个循环周期结束，
AP 可以与 PCP 进行数据交互，
AP 将新的数据从 RxPDO
Buffer 读走，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 TxPDO Buffer。
PCP 产生同步中断的流程：
1．AP 将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 0x0089（16bits）的 IRQ_REQ 这个 Bit 位设置为 1，
表示 AP 需要 PCP 每个循环周期触发一个硬件中断给 AP。
2．AP 响应中断，数据交换（读写 PDO 缓冲区的数据）以及同步操作。
3．AP 向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 0x0088（16bits）的 IRQ_ACK 写入“1”，来撤销通
知 PCP 同步中断信号。

11.4

AP 对 PCP 的初始化流程

在初始化阶段，AP 与 PCP 通信的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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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阶段

AP

PCP

创建并初始化本地
STATE:1

对象字典

等待 AP 发送初始
化命令。
向初始化命令

执行初始化命令，
初始化 powerlink
检查是否成功
STATE:2
等待 AP 发送 start
命令。
start 命令
执行 start 命令，
启动 powerlink
检查是否成功

STATE:3
等待 MN 配置完成。
等 待

pcp

进 入

operational 状态
配置完成，pcp 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

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

PCP 可以看作是负责通信的独立模块，AP 只需对 PCP 发送一些命令, PCP 就可以启动，
运行 POWERLINK。AP 对 PCP 发送的命令，是通过向异步发送缓冲区 1（ASYNC TX Buffer 1）
写入一些参数来实现的。
首先需要在 AP 中创建一个对象字典，并将该对象字典中的 object 与 AP 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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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起来。即建立如下表格：

OD
变量
Index
0x6000
0x6000
0x6000

SubIndex Size Addr
0x01
1
xxxx
0x02
1
xxxx
0x03
1
xxxx
……

Var1
Var2
Var3

AP 通过如下函数来创建对象字典：
CnApi_linkObject(0x6000, 1, 1, &digitalIn[0]);
CnApi_linkObject(0x6000, 2, 1, &digitalIn[1]);
CnApi_linkObject(0x6000, 3, 1, &digitalIn[2]);
关于 CnApi_linkObject()函数的详细代码，请参见实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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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OD(0x2000 – 0x9fff)

TPDO Buffer

RPDO Buffer

PCP

OD（0x1000 --- 0x1fff）

数
据
桢

数
据
桢

在这个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是对象字典的设计，因为 POWERLINK 的应用层
是 CAN open 的，所以需要在应用层实现对象字典，对象字典的根据功能被分成了三个
部分：
索引值从 0x1000 – 0x1FFF: POWERLINK 的通信参数，用于描述通信所需的参
数，如通信周期，通信错误计数，映射参数等。
索引值从 0x2000 – 0x5FFF :为设备制造商行规，这些 object 用来用来保存
设备商自己定义的设备参数。
索引值从 0x6000 – 0x9FFF :为设备行规，这些 object 用来用来保存某一类
设备所需要的参数。
索引值从 0x2000 – 0x9FFF 的数据都是和应用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 AP
感兴趣和需要的数据，因此这些 object 可以被实现在 AP 中。而索引值从 0x1000 –
0x1FFF 的数据是 POWERLINK 协议栈处理通信时序以及数据收发所需要的参数，AP 中的
应用程序一般不需要这些参数，因此这些 object 可以实现在 PCP 中，如上图所示。这
样，AP 感兴趣的应用数据直接放在 AP 中，而无需经过 PCP 中的 object，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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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初始化命令
要想 PCP 运行 POWERLINK，首先需要将 POWERLINK 初始化。AP 发送初始化命令
给 PCP，即向异步发送缓冲区 1（ASYNC TX Buffer 1）写入如下数据：
0x0000
0x0004
0x0008
0x000C

31
m_wEnable
m_reserved
m_abMac[1..0]
m_abMac[5..4]

15

0
m_wCmd
m_wRetValue
m_wNodeId
m_abMac[3..2]

m_wCmd：命令类型，初始化命令的值为 1。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NodeId： 每个 POWERLINK 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节点号，从站的节点号取值范围从 1
至 239。单主站的节点号为 240，冗余主站的取值范围从 241 至 250。PCP 的节点有两种设定
方法：
1.由 PCP 中的自身来配置：可以通过在 PCP 的 FPGA 中增加硬件的拨码开关来实现。
2.由 AP 来设定：AP 将节点号放在 PCP 的初始化参数中。对于从设备，该参数取值范
围为 1-239。
当字段 m_wNodeId 被 AP 设置为 0，表示 PCP 的节点号是通过与 FPGA 相连的硬件拨
码来设置。当字段 m_wNodeId 被 AP 设置为非 0 的值时，表示 PCP 的节点号是通过 AP 来设置，
PCP 的节点号的值为 m_wNodeId。注意：m_wNodeId 的取值范围。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相应的命令，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
0xffff 代表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m_abMac：
用来设定 PCP 的 MAC 地址。
如果使用交换机来组建网络，就要求每个 POWERLINK
设备具有不同的 MAC 地址。如果该字段的值，设置为零，PCP 将使用内部默认的 MAC 地址。
AP 一侧的参考程序：
WORDAp2PcpInitCmd(WORDnodeId，WORDnodeIdSrc，tAp2PcpCmd*pAsyncTxMsg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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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yncTxMsgBuf为指向异步发送缓冲区的指针
WORDretValue;
if(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0)
{//thelastcmdhasfinished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ApiApCmdInit;
pAsyncTxMsgBuf->cmdChannel.PcpInitCmd.m_NodeIdSrc=nodeIdSrc;
pAsyncTxMsgBuf->cmdChannel.PcpInitCmd.m_wNodeId=nodeId;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0xffff;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1;
}
retValue=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
if((retValue!=0xffff)&&(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ApiApCmdInit))
{//thiscmdhasfinishedbypcp，soclearthecmdType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0;
returnretValue;
}
else
{
return0xFFFF;
}
};

11.4.2 启动 POWERLINK 协议栈命令：
AP 向 PCP 发送启动命令给 PCP，即向异步发送缓冲区写入如下数据：
0x0000
0x0004
0x0008

31
M_wEnable
M_reserved

15

0
m_wCmd
m_wRetValue

m_wCmd：命令类型，开始 POWERLINK 命令的值为 2。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0xffff 代表
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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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程序
WORDStartPowerlinkStack(tAp2PcpCmd*pAsyncTxMsgBuf)
{
WORDretValue;
if(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0)
{//thelastcmdhasfinished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ApiApCmdStart;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0xffff;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1;
}
retValue=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
if((retValue!=0xffff)&&(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ApiApCmdStart))
{//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0;
returnretValue;
}
else
{
return0xFF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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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状态

请求 PDO
描述信息
使能
同步中断
同步数据
(PDO)交换

Shut down
命令

AP

PCP

Reset
命令
SDO 读/写
命令
响应主站
SDO 命令
命令

11.4.3 请求 PCP 返回 PDO 的描述信息
AP 发送 ApiSetUpPdoDes 命令给 PCP，请求 PCP 返回对 PDO 的描述信息，AP 将使用该
信息解析 PDO 缓冲区中的内容。即向异步发送缓冲写入如下值：
31
15
0
m_wCmd
0x00
m_wEnable
命令头
m_wRetValue
0x04
m_reserved
PDO 描述头

第一个 PDO 描述的信息

m_wDescrVers

m_wDescrCnt

0x08

m_wPdoDir

m_wEntryCnt

0x0c

m_size

m_wBufferNum

0x10

m_wPdoSubIndex

m_wPdoIndex

0x14

m_wObjOffset

m_wObjSize

0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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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 PDO 描述的信息

m_wPdoSubIndex

m_wPdoIndex

m_wObjOffset

m_wObjSize

m_wPdoDir

m_wEntryCnt

m_size

m_wBufferNum

m_wPdoSubIndex

m_wPdoIndex

m_wObjOffset

m_wObjSize

m_wPdoSubIndex

m_wPdoIndex

…………

…………….

0x1c

m_wCmd：命令类型，请求建立 PDO 描述命令的值为 7。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0xffff 代表
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当完成以上参数设置后，PCP 会返回给 APPDO 描述的信息，PDO 描述信息包括 PDO 描述
头，第一个 PDO 描述的信息和第二个 PDO 描述的信息。
m_wDescrCnt：表示有几个 PDO 描述。
m_m_wPdoDir：表示该 PDO 描述的是接收 PDO（RPDO：值为 0x80）还是发送 PDO（TPDO：
值为 0x01）
。
m_m_wEntryCnt：标示该 PDO 描述中有多少个 object。
m_wPdoIndex：PDO 中的 object 的索引。
m_wPdoSubIndex：PDO 中的 object 的子索引。
m_wObjSize: PDO 中的 object 的长度，单位为 bit。
m_wObjOffset：PDO 中的 object 在数据桢中的偏移量，即在数据桢中的起始位置，单
位为 bit。
PDO 描述信息对于 AP 来说有两个作用：
1．

AP 通过 PDO 描述信息来检查 PDO 的映射关系的正确性，PDO 描述信息反映了
数据桢中数据段与 object 的对应关系。这个信息由主站配置给 PCP 或者 XDD
文件中的默认值。有可能这个配置有误，例如数据长度不匹配，访问类型不
匹配的。数据长度不匹配是指 PDO 描述信息将数据桢的某一段数据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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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映射，但是这个数据段的长度与 object 的长度不一致.访问类型不
匹配是指，数据桢中的某个数据段，被映射到不能用于 PDO 的 object;或者
RPDO 中的某个字段被映射到一个 object，但是该 object 却不是一个“可写”
的。AP 需要对这类错误进行检查，如果检查有错误，应该将错误写入错误
码中，并提供详细的错误说明，指明是哪个 object 映射有误，以及具体的
错误原因。因此需要 AP 中实现一个 object，来表示错误代码，当出现出现
错误时，将错误代码赋值给该 object,然后将该 object 以 PDO 的方式发送
给主站，主站如果希望得到详细的错误信息，可以通过 SDO 的方式，来读取
错误的详细信息。在初始化状态下，如果有错误发生，可以只启动 TPDO 将
从站的状态和错误发送给主站。但不推荐启动 RPDO，以免产生误操作。可
参考下面的程序。
映射错误是由于用户在 AP 中实现的对象字典和提供的 XDD 文件不匹配
造成的。如果用户能确保自己在 AP 中实现的对象字典和 XDD 文件一致，也可以不做
此项检查。
2．

AP 通过 PDO 描述信息来解析 RxPDO Buffer 中的数据，PDO 描述信息反映了
数据桢中的数据段与 AP 中的 object 的对应关系。因为 PCP 将数据桢直接映
射到双口 RAM 中 PDO Buffer，因此 PDO 描述信息也就描述了双口 RAM 中 PDO
Buffer 的数据段与 AP 中的 object 的对应关系，AP 用此信息来进行数据解
析。为了解析方便，AP 可以根据 PDO 描述信息来创建一个 copy table，来
指定 PDO Buffer 的数据段与 AP 中的 object 对应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PDO 描述信息: 指定了 PDO Buffer 的数据段与 AP 中的 object 的对应关系。
Copy table：指定了 PDO Buffer 的数据段与 object 的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
AP 中如何根据 PDO 描述信息来创建 Copy table，请参见参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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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 Buffer

字段 1
字段 2
字段 3
……

Copy table

PDO
描述信息

Object 1
Object 2
Object 3
……

Var1
Var2
Var3

AP向PCP发送“请求PDO描述信息命令”的程序如下：
WORD Ap2PcpSetupPdoDesCmd( tAp2PcpCmd *pAsyncTxMsgBuf)
{
WORD retValue;
if(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 0)
{//the last cmd has finished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 ApiSetUpPdoDes;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 = 0xffff;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 1;
}
retValue =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RetValue;
if((retValue != 0xffff)&&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Cmd==
ApiSetUpPdoDes))
{//this cmd has finished by pcp , so clear the cmdType
pAsyncTxMsgBuf->cmdHeader.m_wEnable = 0;
return retValue;
}
else
{
return 0xFFFF;
}
}

11.4.4

AP 发送使能同步中断命令

当 PCP 进入到 operational 状态后，PCP 和主站之间就正常通信了。此时 PCP
会将收到的 PDO 数据写入到双口 RAM 中的 RPDO Buffer,以及将双口 RAM 中的 TPDO Buffer
的数据取走。那么 AP 何时与双口 RAM 中的 PDO 数据交互？AP 可以通过查询的方式来访问双
口 RAM 中的 PDO 数据，也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来访问如果通过中断的方式，那就需要使能
PCP 中的同步中断，使得 PCP 周期性向 AP 产生硬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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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TPDO
Buffer

RPDO
Buffer

同步中断

PCP

AP 向 PCP 发送使能同步中断的命令格式如下：
31
15
0x0000 M_wEnable
m_wCmd
0x0004 M_reserved
m_wRetValue
0x0008

0

m_wCmd：命令类型，使能同步中断命令的值为 2。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0xffff 代表
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当 PCP 中的同步中断使能成功，PCP 会周期性的产生硬件中断给 AP。该中断为电平方式，
当 AP 响应了此中断，需要通知 PCP 撤销该中断，等待下一次再次触发。AP 通知 PCP 撤销该
中断，即向“控制状态寄存器”的地址 0x0088（16bits）中的 IRQ_ACK 写入“1”
。

11.4.5

AP 与 PCP 交互同步数据

AP 与 PCP 交互同步数据，包含两个操作：AP 向 TPDO Buffer 写入数据以及 AP 将数据从
RPDO Buffer 读出。
TPDO BUFFER 发送 PDO 缓冲区（AP 将要发送的 PDO 数据放在此缓冲区）
，该缓冲区的首
地址存于状态控制寄存器的 TX_PDO_BUF_ADRS（地址 0x005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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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DO BUFFER 接收 PDO 缓冲区（AP 从 RPDO 缓冲区将数据取走），该缓冲区的首地址存于
状态控制寄存器的 RX_PDO_BUF_ADRS 中（首地址信息见状态控制寄存器说明）
。
TPDO Buffer 和 RPDO Buffer 被设计为双口 RAM （DPRAM）,PCP 从 DPRAM 的一侧读写
数据，而 AP 从另外一侧读写数据，这有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当 PCP 正在向 DPRAM 中写入数
据，而 AP 此时从 DPRAM 读出数据，这会造成 AP 不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用多种解决方法，
我们这里设计了三个物理的 Buffer 来避免冲突。当 PCP/AP 将数据放到其中一个 Buffer（如
Buffer1）后，下一次有新数据来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个 Buffer（如 Buffer2）
。这样就避免
了 PCP 和 AP 同时对同一个 Buffer 访问造成的冲突。
这三个 Buffer 在 FPGA 内部实现，三个 Buffer 共用同一个基地址，通过向控制状态寄
存器写入 ACK 来切换 Buffer。例如当向 TxPDO Buffer 中写完数据以后，需要向控制状态寄
存器的地址 0x0074(16bits) TXPDO_ACK 写入 0xff 来切换 TxPDO Buffer。
当要从 RxPDO Buffer
中读出数据时，需要先向控制状态寄存器的 RXPDOi_ACK 字段写入 0xff 来切换 Buffer，然
后再将数据读出。
通常 AP 在接收到 PCP 的同步中断时，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 TPDO 缓冲区，同时从 RPDO
缓冲区读出新的数据。
下面是 AP 将数据写入到 TPDO Buffer 的例子：
void CnApi_transmitPdo(tPdoCopyTbl aTxPdoCopyTbl_l, tTPdoBuffer aTPdosPdi_l)
{
tPdoCopyTblEntry
*pCopyTblEntry;
///< pointer to table entry
WORD
wEntryCnt;
///< number of copy table entries
register int
iCntin;
///< inner loop counter
register int
iCntout;
///< outer loop counter
WORD
*pPdoPdiData;
///< pointer to Pdo buffer
pCopyTblEntry = &(aTxPdoCopyTbl_l.aEntry_m[0]);
wEntryCnt = aTxPdoCopyTbl_l.bNumOfEntries_m;
pPdoPdiData = aTPdosPdi_l.pAdrs_m;
for (iCntin = 0; iCntin < wEntryCnt; iCntin++)
{
memcpy (pPdoPdiData, pCopyTblEntry->pAdrs_m, pCopyTblEntry->size_m);
pPdoPdiData += pCopyTblEntry->size_m;
pCopyTblEntry++;
}
CnApi_ackPdoBuffer(aTPdosPdi_l.pAck_m);
// 这里向向控制状态寄存器写入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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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将 RPDO Buffer 中的数据取出来的例子函数：
void CnApi_receivePdo(tPdoCopyTbl aRxPdoCopyTbl_l,

tRPdoBuffer aRPdosPdi_l)

{
tPdoCopyTblEntry
WORD
register int
register int
WORD

*pCopyTblEntry;
wEntryCnt;
iCntin;
iCntout;
*pPdoPdiData;

///<
///<
///<
///<
///<

pointer to table entry
number of copy table entries
inner loop counter
outer loop counter
pointer to Pdo buffer

pCopyTblEntry = aRxPdoCopyTbl_l.aEntry_m;
wEntryCnt = aRxPdoCopyTbl_l.bNumOfEntries_m;
pPdoPdiData = aRPdosPdi_l.pAdrs_m;
/* prepare PDO buffer for read access */
CnApi_ackPdoBuffer(aRPdosPdi_l.pAck_m);
// 这里向向控制状态寄存器写入ACK
for (iCntin = 0; iCntin < wEntryCnt; iCntin++)
{
memcpy (pCopyTblEntry->pAdrs_m, pPdoPdiData, pCopyTblEntry->size_m);
pPdoPdiData += pCopyTblEntry->size_m;
pCopyTblEntry++;
}
}

11.4.5

shut down 命令：

AP 向 PCP 发送 shut down 命令，即向异步发送缓冲区写入如下数据：
0x0000
0x0004
0x0008

31
M_wEnable
M_reserved

15

0
m_wCmd
m_wRetValue

m_wCmd：命令类型，shut down 令的值为 2。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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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0xffff 代表
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Shut down 命令用来关闭 PCP 中的 POWERLINK 协议栈。

11.4.6

Reset 命令：

AP 向 PCP 发送 Reset 命令，即向异步发送缓冲区写入如下数据：
0x0000
0x0004
0x0008

31
M_wEnable
M_reserved

15

0
m_wCmd
m_wRetValue

m_wCmd：命令类型，Reset 命令的值为 2。
m_reserved：保留，目前没有使用。
m_wRetValue：PCP 执行此命令的返回值，当 AP 向 PCP 发送新命令时，AP 需要先将此参
数设置为 0Xffff，PCP 执行完，会将该字段设置成相应的返回值：0 代表成功，0xffff 代表
正在执行，除此两个值以外的值代表出错。
m_wEnable：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完，最后将该参数设置为 1，通知 PCP 一个新的命令的
到来。
Reset 命令用来重新启动 PCP 中的 POWERLINK 协议栈。

11.5

AP 对接收到的 SDO 命令的处理

当主站 MN 或者其他从站对该从站进行 SDO read/write 时，如果 SDO read/write 的
object 索引范围从 0x2000 – 0x9fff，这个 SDO read/write 命令需要上报给 AP。AP 处理
该 SDO 命令。处理完，将结果返回给 PCP。PCP 再将处理结果返回给 MN。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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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PCP

AP

SDO 读写
SDO 读写

SDO 回复

规
定
时
间

处
理
SDO 回复

如果超时，
PCP 撤销 SDO 读写

PCP 与 AP 之间使用异步接收缓冲区 2（ASYNC RX Buffer 2）来交互 SDO 读写命令。

11.6

AP 发送 SDO 命令给其他节点

异步发送缓冲区 2（ASYNC TX Buffer 2）

11.7 主站 API 接口
11.7.1 主站 CDC 的配置
POWERLINK 主站需 要配置网络中 的所有从站。前面我们 讲过一个开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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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组网工具 openCONFIGURATOR，该工具生成一个后缀为 cdc 的网络配置文件，该文
件包含了网络中各个从站以及主站自身的参数。但是通常 FPGA 很难支持对文件的读写，因
此需要 AP 读取 cdc 文件中的数据，然后将里面的信息传给主站的 PCP ,PCP 依据这些信息来
配置网络。

11.7.2 对同步数据的解析
11.7.3 步数据交换
与从站相同。

11.7.4 异步数据交换
与从站相同。

11.7.5 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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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POWERLINK 远程更新程序
可以通过 POWERLINK 来更新主站或者从站的程序,即下图所示，主站可以将从站的二进制
程序通过 POWERLINK 传给相应的从站。

从站的二进制程序

MN

POWERLINK

CN
0x1F50/0x01
在 POWERLINK 中，每个节点的 0x1F50/0x01 这个 object 用来保存程序。在需要更新
从站程序时，主站将从站的二进制程序分段读出，通过发送 SDO 的写命令，将数据写入从站
的 0x1F50/0x01。从站可以将这个程序写入本地非易失的存储器，也可以将其传递到更高一
级的应用。
对于非易失的存储器的设计，通常在非易失的存储器中划分 2 个区域，一个区域用
来保存出厂的默认配置，另一个区域用来保存用户更新的程序。用 POWERLINK 更新程序时，
将程序写入用户程序区域。这是为了防止万一程序更新失败，系统还可以从出厂配置的程序
启动。
FPGA Configuration : FPGA 本身的配置
PCP Software : Software of Powerlink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 Powerlink
协议栈的软件。
AP software : Application Processor 上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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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 PCP software 和 AP software 在同一个处理器上，也可能在不同的处理器
上。需要更新的程序可能保存在 PCP 的本地存储器中，也可能会保存在 AP 的存储器中。这
两种情况，操作不同：
一：程序保存在 PCP 的本地存储器中：
对于这种应用，PCP 在接收到主站通过 SDO 写命令发来的程序时，可以将其保存
到 0x1F50/0x01 中，当整个程序传输完成后，PCP 检查程序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如果无误，
将其写入非易失存储器中。
从站的二进制程序

MN

POWERLINK
SDO Write

CN (PCP)
0x1F50/0x01

non-volatile 存储
（Flash）

二：程序保存在 AP 的存储器中：
对于这种应用，PCP 在接收到主站通过 SDO 写命令发来的程序时，可以直接将其保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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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AM 中，传给 AP。当整个程序传输完成后，AP 检查程序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如果无误，
将其写入非易失存储器中。
从站的二进制程序

MN

POWERLINK
SDO Write

CN (PCP)
DPRAM
并行/串行接口

CN(AP)
0x1F50/0x01

non-volatile 存储
（Flash）

在具体应用中，根据 PCP 硬件平台的不同，操作有所不同。对于传送的程序文件的格式，
用户可以自行规定。

232

王谨秋

POWERLINK
实时以太网教程

王谨秋
2012.8

233

王谨秋

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234

王谨秋

目

录

第十五章 冗余设计..................................................................................................................... 236
15.1 双网冗余...................................................................................................................... 236
15.1.1 双网冗余的机制： ......................................................................................... 236
15.1.2 线路状态 .......................................................................................................... 237
15.1.3 选择器的设计 .................................................................................................. 238
15.1.4 双网冗余的 FPGA 解决方案 ............................................................................ 240
15．2 环形冗余................................................................................................................... 241
15.2.1 环形冗余的拓扑 .............................................................................................. 241
15.2.2 环形冗余的机制 ............................................................................................. 243
15.2.3 网络状态检测 .................................................................................................. 246
15.2.4 冗余模块状态检测 .......................................................................................... 247
15.2.5 链路状态检测 .................................................................................................. 248
15.2.6 环形冗余的无缝切换 ...................................................................................... 249
15.2.7 环网冗余的 FPGA 解决方案 ........................................................................... 252
15.3 多主冗余..................................................................................................................... 252
15.3.1 节点号 NODE ID 的分配 ................................................................................. 253
15.3.2 配置管理 ......................................................................................................... 254
15.3.3 接管仲裁 ......................................................................................................... 255
15.3.4 状态切换 ......................................................................................................... 260
15.4 冗余系统的典型拓扑结构 ......................................................................................... 264
15.4.1 多主环网................................................................................................................. 264
15.4.2 多主双网.................................................................................................................. 265
15.4.3 多主双环网.............................................................................................................. 265

235

王谨秋

第十五章 冗余设计
POWERLINK 的冗余包括三种冗余：线缆冗余，环网冗余和多主冗余。

15.1 双网冗余
双网冗余顾名思义，就是系统中有两个独立的网络，当一个网络出现故障，另一个网络
依然可以工作。双网冗余是一种物理介质的冗余,又称 “线缆冗余”，对于每个节点，都有
两个网络接口，或多个网络接口。

15.1.1 双网冗余的机制：

节点 1

数据桢

选择器

数据桢

数据桢

数据桢
数据桢

hub
选
择
器

hub

节
点
2

数据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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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所示，节点 1 和节点 2 既可以是主站节点也可以从站节点。节点 1 发出的数据桢在
经过选择器的时候，一个数据桢被复制成两个数据桢，同时在两个网络中传输。在接收方节
点 2 的选择器处，会同时有两个数据桢到来，选择器选择其中一个，发给节点 2。同理，当
节点 2 发送数据时，在经过节点 2 的选择器时，也被复制成成两个数据桢，同时在两个网
络中传输。在接收方节点 1 的选择器处，会同时有两个数据桢到来，选择器选择其中一个，
发给节点 1。
这样，两个网络同时工作，当一个网络出现故障，网络节点可以从另外一个网络收发数
据。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无需网络切换，所以当一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整个系统的通信没有延
迟，不会丢失数据桢。

15.1.2 线路状态
当某个网段出现线路故障时，需要将此信息通知应用程序，以帮助用户修理网络。
选择器检查网络状态的方法如下：
1．

选择器检查每个网络数据接收情况，假设某个选择器有两个网口，一个
称为 A 网，另一个称为 B 网。如果 B 网已经接收到数据，而 A 网从 B
网接收到数据时开始，在一段时间 T 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或者在一定
时间内 B 网已经收到了多于 2 次数据桢，而 A 网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收到
数据）
，就说明 A 网出现了故障。也可以简单的检查节点的网口状态，
即网口的 Link 状态和 Active 状态的信号。

2．

当选择器检测到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将该信息上报给与其连的
POWERLINK 节点，该 POWERLINK 节点的协议栈需要将这个信息上报
给网络中的其它节点，对于从站节点，需要将该信息包含在 PollResponse,
StatusResponse, IdentResponse 这三种上报的数据桢里；对于主站节点，
需要将该信息包含在 PollReques 数据桢里发给相应的从站。

3．

网路信息在 PollResponse,

StatusResponse, IdentResponse，PollReques

数据桢中的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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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WERLINK 数据桢的第５个字节的第６和第７比特位分别表示第
一个网络和第二个网络的网络情况：
Bit 7 = First Link Status (FLS) (0 = Link OK, 1 = Link not OK).
Bit 6 = Second Link Status (SLS) (0 = Link OK, 1 = Link not OK)
注意: POWERLINK 数据桢的第５个 BYTE,是以太网数据桢的第１９个 BYTE。

15.1.3 选择器的设计
在双网冗余的核心就是选择器，他的功能如下：
1. 发送数据时，将数据桢复制，在两个网络中同时发送。
2. 接收数据时，如果两个网络都正常工作，接收节点将从两个网络收到两包相同的数
据，选择器需要从两个网络中选择一个数据桢，发给节点的应用。选择的机制可以
很多，最简单的选择机制是选择最先到达的那个数据桢。如下所示数据桢到达某个
POWERLINK 节点的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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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节点

数据桢

数据桢

选择器

数
据
桢

选择器

数
据
桢

A
网

数
据
桢

B
网

数
据
桢

情况一

情况二

对于“情况一”
，从两个网络上传来的数据桢在时间上交叠在一起，这对于选
择器来说，很容易确定这两个数据桢是同样的数据桢，选择最早到来的那个数据桢，丢
掉另一个。对于这种网络，要求两个网络对同一个数据桢的延迟时间不能大于一个最小
以太网桢传输的延迟（对于 100Mbps 网络来说，这个时间是５．２微秒）。如果大于了
这个时间，就有可能成为“情况二”
。
对于“情况二”
，选择器需要首先确定这两桢数据是否为相同的数据桢。因为有
可能 A 网过来的数据桢是上一次的老数据，而 B 网过来的数据桢是后一次的新数据，
此时 B 网过来数据桢需要传给 POWERLINK 节点。也有可能这两个数据桢是同一数据
桢，此时 B 网过来数据桢不需要传给 POWERLINK 节点。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区分？需
要在选择器中缓存先到达的数据桢，将后到达的数据桢和前面缓存的先到达的数据进行
比较，如果是相同的，就丢掉后到达的数据桢，否则就需要将后到达的数据桢传给
POWERLINK 节点，同时缓存此桢数据，因为该桢数据为一桢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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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据桢中填写线路状态信息。
通过一个选择器（Selector）与两个不同的网络相连。双网冗余支持任意的拓扑结构，
树形、星形等。在连接的时候，两个网最好选择同样的 HUB、同样长度的线缆，以保证两
个网络的数据包到达某一节点是的时间差不超过 5.2us。
在双网冗余中，每个节点需要一个 Selector，该 Selector 可以集成在节点内部，也可以
作为一个单独的设备外接在节点外面。每个节点需要把自己要发送的数据同时发送到两个网
络上，这样，接收节点会在两个网络上都能收到该数据包，Selector 的作用就是从这两个数
据包中选择一个作为接收的数据。

15.1.4 双网冗余的 FPGA 解决方案
双网冗余的 FPGA 方案如下：
双网冗余是在单网的 FPGA 方案上，将“openHUB”模块替换为“Link Selector”
。
“Link Selector”的功能如上所述。 如需要双网冗余的方案，可以购买基于双网冗余的开发
板，我们将提供双网冗余的全套源代码。更多信息，请登陆 http://www.powerlink.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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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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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Link
Selector

15．2 环形冗余
环形冗余是一种常用的冗余，也是一种线路的冗余，当菊花链的拓扑结构的最后一个节
点再与主站相连接时，就构成了一个环。当某一根线缆出问题，这个系统依然可以继续工作，
但是如果有两根线缆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某个或某些节点从网络中分离开。

15.2.1 环形冗余的拓扑
如下图所示两种拓扑结构，对于第一种拓扑结构，如果某个节点或某段线路出现故障，
就会导致部分节点从网络上脱离，例如当 3 号从节点出现故障，或者和 3 号从节点相连的线
缆发生脱落，就导致 4 号和 5 号节点从网络中脱离，而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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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MN

CN 1

CN 1

CN 2

CN 2

CN 3

CN 3

CN 4

CN 4

CN 5

CN 5

拓扑 一

为此，我们引入了拓扑二，我们将最后一个节点和第一个节点用线缆相连，这样整个
网络上的节点就构成了一个环，因此称之为环形冗余。对于拓扑二，当 3 号从节点出现故障，
或者和 3 号从节点相连的线缆发生脱落，4 号和 5 号节点依然和网络相连。因此环形冗余允
许一个节点或者一处网段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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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MN

CN 1

CN 1

C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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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3

CN 3

CN 4

CN 4

CN 5

CN 5

拓扑 二

15.2.2 环形冗余的机制
网络闭合时的通信机制：
网络的“环”是闭合的，也就是中间没有断开的点，整个网络形成一个
完整的环。
对于环形冗余，有一个节点的模块特殊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冗余模
块”， 通常将该模块放置在 POWERLINK 主站节点处，其他节点都是用普通的
HUB。
当主站有数据需要发送时，它从冗余模块的两个网口中选择一个，假定我
们选择Ｂ口，将数据发送出去，如果当前网络的“环”是闭合的，也就是中间没
有断开的点。这个数据桢从Ｂ口发出，经过网络上所有的节点，最后到达冗余模
块 A 口。至此，该数据桢已经遍历了网络的所有节点，它的作用已经完成，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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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模块从 A 口接收到该数据桢之后，需要把这个数据桢处理掉，无需再放到网
络中传输。

MN

冗余模块
A

B
数
据
桢

数
据
桢

HUB

CN 1

HUB

CN 2

HUB

CN 3

数
据
桢

数
据
桢

当某个从站节点发送数据时，例如２号从节点，如果当前网络的“环”是闭

合的，也就是中间没有断开的点，该节点发送的数据会从 HUB 的两个网口同时
发送出去，由于网络没有断点，所以该数据桢在遍历完网络所有节点以后，也会
到达冗余模块的 A 口和 B 口，此时它的作用已经完成，冗余模块也需要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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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桢处理掉，无需再放到网络中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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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

CN 3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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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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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当网络的“环”是闭合的，冗余模块只从一个网口收／发数据桢，

而另一个网口在收到数据后，将该数据桢吸收掉。
网络开环时的通信机制：
网络开环，也就是网络中有一个断点，使得网络的“环”断开，成为
菊花链结构。如下图所示，假如２号从节点和３号节点之间的网络脱落。 此时
冗余模块的作用和 HUB 的功能相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中的每一个数据桢都遍历
245

王谨秋

整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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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
A

B
数
据
桢

数
据
桢

HUB

CN 1

HUB

CN 2

HUB

CN 3

数
据
桢

因此对于环形冗余，在网络“闭环”时，冗余模块的一个网口用来收／发数据，而另
一个口用来“吸收”数据；在网络“开环”时，冗余模块就变成了一个 HUB。

15.2.3 网络状态检测
由于冗余模块的功能在不同的网络状态（开环和闭环）下，功能是不同的，
因此冗余模块需要实时监控网络的状态，根据网络的状态来切换自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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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闭环状态的检测：
当网络的状态为闭环时，主站从冗余模块网口 B 发出的数据，能达到冗
余模块的网口 A，因此检测网络状态是否为闭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监控冗余模块
的网口 A 是否收到了来之主站的数据桢,即数据桢中的源 node id 的值大于 239。
这些数据桢包括：SoA，SoC, PollPreq, PollPresMN, ASND 等，通常采用 SoA 数
据桢。
网络开环状态的检测：
当网络的状态为开环时，主站从冗余模块网口 B 发出的数据，不能达
到冗余模块的网口 A，因此检测网络状态是否为开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监控冗余
模块的网口 A，如果冗余模块的网口 A 在一段时间 T 内没有收到来自主站的数
据，说明网络状态为开环。这里最关键是的时间参数 T 的选择，如果 T 选的比
较小，就会出现错误的判断，如果 T 选的比较大，就会导致丢失太多的数据桢。
时间参数 T 的选取主要取决于网络的传输延迟，即数据桢从冗余模块网口 B 发
出，至到达冗余模块网口 A，所经历的时间 T_delay。 当主站从冗余模块网口 B
发出一个数据桢，如果网络是闭合的，那么冗余模块网口 A 应该在时间 T_delay
后收到该数据，如果没有收到，就说明网络是开环的。时间 T_delay 可以通过在
冗余模块中实际测量得到。
一种比较简单的算法：冗余模块网口 B 已经连续发送了 2 次的 SoA,但是冗
余模块网口 A 还没收到来自主站的数据，这时说明网络状态是开环的。因为冗
余模块网口 B 已经连续发送了 2 次 SoA 的时间间隔为一个 POWERLINK 循环周
期，数据桢在网络中的传输时间 T_delay 一定小于 POWERLINK 循环周期。否
则，意味着主站发送数据至最后一个节点的时间大于一个 POWERLINK 循环周
期，这是不可能的。

15.2.4 冗余模块状态检测
如前所述，冗余模块的功能和当前的网络状态有关，当网络状态为闭环
时，冗余模块的网口 A 需要吸收掉接收到的数据桢，同时不断检测当前的网络
状态，当发现网络状态变为开环，就切换到开环状态；当网络状态为开环时，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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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模块成为一个 HUB，冗余模块的网口 A 就成了 HUB 的一个接口，同时不断
检测当前的网络状态，当发现网络状态变为闭环，就切换到闭环状态。下图为冗
余模块工作状态图：

初始

网络状态为闭环

检测到
网络为
闭环

检测到
网络为
开环

网络状态为开环

注意：当网络状态从闭环变为开环时，由于检测算法的原因，会导致丢失
一个循环周期内的部分数据；当网络状态从开环变为闭环时，由于检测算法的原
因，会导致丢失一个循环周期内的部分数据在网络中一直被传递，直到冗余模块
的工作状态切换到闭环状态，冗余模块的网口 A 将其吸收为止。

15.2.5 链路状态检测
当网络的某个点出现故障时，网络中的节点需要将此信息传递到应用层，方便用
户检查并修理故障点。HUB 和冗余模块的每个端口都需要检测对数据桢的接收情

况。某个端口如果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没有收到数据，说明有可能与该端口连接
的 网 段 出 现 了 故 障 ， HUB 或 冗 余 模 块 需 要 将 该 端 口 的 状 态 信 息 上 报 到
POWERLINK 协议栈。POWERLINK 协议栈中可以定义一个 object 来保存该信
息。其他的节点可用通过 PDO 或者 SDO 的方式得到该信息，上报给其他节点的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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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 环形冗余的无缝切换
此前所讲的环形冗余，网络从闭环状态转变为开环时，会丢失一个循环
周期的部分数据；网络从开环状态转变为闭环时，会导致一个循环周期的部分数
据在网络上传输多次，造成网路风暴。也就是说前面的设计方案，在网络状态切
换时会造成一个循环周期内的部分数据丢失或多次传输。大部分应用场合，可以
接受这样的扰动，而有些应用场合则要求无缝的切换，也就是网络状态切换时，
网络通信不受影响。
为了达到无缝切换的效果，我们对 POWERLINK 稍加改动，就可以实现。
环形冗余网络无缝切换的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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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描述了节点３将要发送的数据桢，从冗余模块的两个端口同时发出，假如这两桢数据
同时到达节点１的冗余模块，这里约定从端口 A 发出的数据桢为数据桢１，从端口 B 发出
的数据桢为数据桢２。这两桢数据，就像两列列车，分别沿着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行驶，
列车经过的地方，就是数据到达的地方。两列列车，相向而行，必然会在某一个点相遇，假
设数据桢１和数据桢２在节点１处相遇，这时冗余模块从两个数据桢中选择一个上报给与该
冗余模块相连的节点，同时数据桢１和数据桢２中止在网络上传输。由于 POWERLINK 是
工作在以太网的半双工模式下，所以一个端口在接收数据的同时，不能发送数据，所以必然
会导致数据桢１和数据桢２在相遇节点处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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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出现某个断点时，例如节点２从网络上断开，数据桢１和数据桢２依然可以遍历
网络上所有的节点，只是这两桢数据不会发生碰撞。
节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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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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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方案中，每个节点的冗余模块不单单是一个 HUB,而是具有如下功能：
1． HUB 功能
2． 对于同时收到的两个相同数据桢， 选择一个上报给与该冗余模块相连的节点，同
时中止这两个数据桢在网络上传输。比较简单做法是，当在某个冗余模块中检测到
冲突，就选择一个上报给与该冗余模块相连的节点，同时中止这两个数据桢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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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输。因为 POWERLINK 的数据桢具有严格的时序，如果不出故障，就不会出
现数据桢传输的冲突。

15.2.7 环网冗余的 FPGA 解决方案
环网冗余的 FPGA 方案如下：
环双网冗余是在单网的 FPGA 方案上，将“openHUB”模块替换为“Switch HUB”
。
“Switch HUB”的功能如上所述。 如需环网冗余的方案，可以购买基于环网冗余的开发板，
我们将提供环网冗余的全套源代码。更多信息，请登陆 http://www.powerlink.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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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多主冗余
由于一个 POWERLINK 网络有且只有一个 MN，当正在工作的主站出现故障时，网络
就会瘫痪，因此对于要求较高的一些场合，需要多主冗余。在一个系统中，存在多个主站，
其中一个处于活动状态，其他的主站处于备用状态，当正在工作的主站，出现故障，备用主
站接替其工作，继续维持网络的稳定运行。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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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站

CN 1

冗余主站 1`

CN 2

CN 3

冗余主站 2

CN 4

CN n

CN 239

15.3.1 节点号 NODE ID 的分配
对于 POWERLINK 的从站节点号的范围是从１至 239；而对于标准的主
站，节点号为 240；对于主站冗余系统，由于有多个主站，这些主站的节点号范
围为 241 至 250。
在多主冗余中，无论是活动主站还是备用主站，他们的节点号范围是从 241 至 250。

对于活动的主站，在向外发送 SoC, SoA, PollRequest，ASND 数据桢时，将其源
NODE ID 的值设置为 240；在向外发送 PollResponse 数据桢时，数据桢中源
NODE ID 的值设为活动主站自身的 NODE ID。对于备用主站，使用其自身的节
点号来收发数据。如下图所示，当节点号为 241 的主站处于活动状态时，他使用
241 和 240 作为自己的节点号，来收发数据，当节点号为 241 的主站出现故障，
节点号为 242 的主站接替其工作时，节点号为 242 的主站使用 241 和 240 作为自
己的节点号，来收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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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
当活动主站从 MN1 切换到 MN2 时，MN1 和 MN2 发送的数据桢的目标 MAC
地址和 POWERLINK 源地址，目标地址值的变化。

15.3.2 配置管理
主站的对象字典中保存了对网络上所有从节点和冗余主站的配置信
息。当网络上电以后，主站首先检查是否需要配置网络上的其他节点，如果需要，
就根据保存在主站内的配置信息通过 SDO 的方式发送给相应的节点。当某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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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重新回到网络中时，主站也会去检查是否需要重新配置该节点。因此活动主站
从 MN1 切换到 MN2 时，MN2 的对象字典里也需要保存有与 MN1 相同的对网络上节点的
配置信息。

15.3.3 接管仲裁
由于在一个系统中有多个备用主站，当活动主站出现故障时，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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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制，从多个备用主站中选择一个接替活动主站的工作。这里采用竞争机制，
每个备用主站有唯一的优先级，这个优先级有两种方式确定：
1．在备用主站中定一个 object，用来保存优先级参数，这个 object 的索引
为 0x1f89,子索引为 0x0a。在组建 POWERLINK 网络时，事先配置好每个备用
主站的优先级。优先级是一个数值，取值范围为 1，2……等自然数。数值越小，
优先级越高。
2．由节点号来确定优先级。由于每个备用节点有唯一的节点号，可以将节
点号的数值看作是优先级的值。
系统上电时，多个冗余主站同时启动，此时哪个冗余主站应该率先接管网络，
成为活动主站？这由前面所说的优先级决定。所有冗余主站根据优先级的不同，
分别等待不同的时间。如果在等待的时间内收到了 SOA 数据桢，说明已经有其
他的主站开始工作，该冗余主站进入 standby 状态；如果在等待的时间内没有收
到 SOA 数据桢，该冗余主站进入活动主站状态，进入 Reduced Cycle。由于
POWERLINK 主站在启动的时候，首先进入到 Reduced Cycle, 在这个状态下，
主站只是产生 SOA 和 ASND 来配置网络。如果活动主站在这个正在工作在该状
态下，由于某种故障停机，备用主站需要有能力检测，并根据优先级的机制选出
一个备用主站，接替活动主站的工作。因此当活动主站工作在 Reduced Cycle 状
态时，备用主站需要周期性检测 SOA，如果很长时间没有收到 SOA，就认为活
动主站出现故障。具体的方法是在备用主站中实现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定时时
间为 T_reduced_switch_over_MN 是指如果在该时间间隔内没有收到 SOA，就认
为网络中没有活动的主站来产生 SOA。备用主站每次收到 SOA 数据桢，就重新
设置自己的定时器；如果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到，但是还没收到 SOA 数据桢，就
启动接 管 程 序 。 启 动 接管 程 序 时 ， 首 先 发 送 一 个 广 播 消 息
ActiveManagingNodeIndication (AMNI)，来通知网络上其他的备用主站，本主站
将要成为活动主站。其它的备用主站，在收到该消息时，需要重新设置自己的定
时器。
优先级高的备用主站，T_reduced_switch_over_MN 的时间小，这样的
备用主站等待时间短，优先级低的备用主站，T_reduced_switch_over_MN 的时
间大，定时器等待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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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主站 2

冗余主站 1

定时器 T1
（等待 T1）

定时器 T2
（等待 T2）

广播 AMNI

SOA

启动时的时序
冗余主站 1 的优先级高，等待的时间短，当定时结束后，还没有收到 SOA/SOC
数据幀，会发送广播 AMNI 数据幀，通知其他冗余主站，将由本站做为活动主站。冗余主
站 2 的优先级高，等待的时间短，当定时结束后，冗余主站 2 收到了 AMNI 数据幀或者 SOA
数据幀,这时冗余主站 2 将进入到” standby”状态。
注意在启动时，这里的 T1，T2 要设置的足够长，以便有明显的优先级，如果|T1-T2|
的值太小（例如几个微秒）
，由于冗余主站 1 和冗余主站 2 在上电顺序，初始化的速度等差
异，导致两个设备不能同时启动定时器，从而使优先级失效，因此最好把这两个参数设置的
大一些，而且之间的差值也足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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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主站 2

重设定时器

重设定时器

活动主站

SOA

SOA

备用主站 1

重设定时器

重设定时器

定时时间到

广播 AMNI
重设定时器

当活动主站进入到 POWERLINK 正常的循环周期，会周期性产生
SOC 数据桢。在该状态下，备用主站需要检测 SOC 数据桢，如果很长时间没有
收到 SOC 数据桢，就说明当前的活动主站出现故障，优先级最高的备用主站将
接替活动主站的工作。备用主站检测 SOC 数据桢的方法依然是通过设置定时器。
定时器的值如下：

Tcycle_MN 是 POWERLINK 循环周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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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SwitchOverPriority_U32 是节点的优先级，优先级越高，该数值越小。
MNSwitchOverDelay_U32 是一个可选的延时参数，该参数不是必须的。
MNSwitchOverCycleDivider_U32 是一个除数因子，他将循环周期等分，得
到较小的时间片。
在主站进入到 operational 工作模式时，之所以采用监控 SOC 数据桢而不是
SOA 数据桢，原因是 SOC 数据桢的抖动更小，更准确。
对于备用主站，每次收到 SOC 数据桢时，定时器清零重新启动。当某个备
用主站的定时器定时时间到，说明该备用主站超过一个循环周期没有收到 SOC
数据桢，意味着活动主站可能已经出现故障（但是也不排除如下两种可能：SOC
抖动过大和 SOC 数据桢丢失）。每个备用主站，由于优先级不同，所以每个备有
主站的定时器设置的时间不同。当某个备用主站的定时时间到，它就发送一个
AMNI 消息来通知网络上的其他备用主站，本备用主站将要接替活动主站的工
作，其他备用主站收到 AMNI 消息，需要将自身的定时器清零重新设置。下面
举例说明：
假设在我们的系统里有 3 个冗余主站 RMN (POWERLINK node-ID 241, 242,
243) ，241 是活动主站，假设他现在出现了故障，仲裁机制启动：
RMN241
o MNSwitchOverPriority_U32 = 1
o MNSwitchOverCycleDivider _U32 = 3
RMN242
o MNSwitchOverPriority_U32 = 2
o MNSwitchOverCycleDivider _U32 = 3
RMN243
o MNSwitchOverPriority_U32 = 3
o MNSwitchOverCycleDivider _U32 = 3

下面是各个备用主站的定时器定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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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接管的时序图。当 242 号备用主站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 SOC 数
据桢，就发送一个 AMNI 消息，然后接管活动主站的工作。243 号备用主站收到
AMNI 消息后，将定时器清零重新设置。

除此之外，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发送命令让本地或者远程的活动主站进入到
standby 状态。

15.3.4 状态切换
１．启动：POWERLINK 设备在启动时，根据节点号和 NMT_StartUp_U32
object (index 1F80h)的设置来决定该节点接下来的行为。如果该节点的节点号为
1 至 239，那说明该节点是从站，接下来应该进入到从站的状态机。如果节点号
是 240 且 NMT_StartUp_U32 object (index 1F80h)的第 14 bit 为 0，则说明该节点
是标准的主站。如果 NMT_StartUp_U32 object (index 1F80h)的第 14 bit 为１，则
说明该节点是冗余主站，进入到冗余主站的状态机。

260

王谨秋

2. 冗余主站的状态机
冗余主站的状态机主要有两个大的状态，一个是 active 状态，一个是
standby 状态。当处于活动状态时，该节点作为活动的主站在工作。当处于 standby
状态时，该节点处于备用主站。当节点启动完成，进入到冗余主站的状态机时，
首先检测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受到 SOC 和 SOA 数据桢，如果能收到，说明在
网络上有其他的活动主站，该节点应该进入到 standby 状态；否则进入到 active
状态。

261

王谨秋

Active 状态：
当节点工作在冗余主站的 Active 状态时，他的作用和标准的主站一样。此外增
加了切换到 standby 状态的功能。当该节点收到了 SOC,SOA,AMNI 等消息时，就从 Active
状态切换到 standby 状态。
standby 状态：
当节点工作在冗余主站的 standby 状态时，从活动主站的角度看，备用主站
的就像标准的从站那样工作，从活动主站接收 PollReq 数据桢，回复 PollRes 数据桢。此外
他还具有如下功能：
1． 定时检测 SOA 和 SOC 数据桢。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 SOA 和 SOC，
需要切换状态，接管活动主站的工作。
2． 监 控 网 络 上 其 他 节 点 的 状 态 ， 备 用 主 站 通 过 监 听 节 点 的 PollResponse ，
StatusResponse，IdentResponse 这些数据桢的信息来得知其状态信息，并将这
些信息更新到自己的列表中。在接管活动主站的工作时，需要这些信息，来达
到无缝切换。

262

王谨秋

3.状态切换
如下所示为状态切换的条件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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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冗余系统的典型拓扑结构
15.4.1 多主环网
多主环网，即在一个环形网络中，存在多个主站，拓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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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
1

从站
1

主站
2

从站
2

从站
3

15.4.2 多主双网
多主双网，即在双网的架构中，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冗余主站，拓扑如下：
主站
1

主站
2
网络 1

网络 2
从站
1

从站
2

15.4.3 多主双环网
多主双环网，即在一个双环网架构中，存在两个或多个冗余主站，这种架构的安全性更
高，拓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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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
1

网络 1

网络 2

从站
1

从站
2

主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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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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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POWERLINK 通信诊断
有两个工具可以用于 POWERLINK 的诊断，一个是 wireshark，另一个是 Omnipeak。我
们首先来介绍 wireshark。

16.1 wireshark 简介
Wireshark 是一个通用的以太网诊断工具，可以诊断多种基于标准以太网的协议。因为
POWERLINK 是基于普通以太网的，因此也可以使用该工具进行诊断。该工具是一个开源的公
共

工

具

。

该

工

具

中

关

于

POWERLINK

的

介

绍

在

网

站

http://www.wireshark.org/docs/dfref/e/epl.html。

16.2 wireshark 使用方法
16.2.1 下载及安装
下载并安装 wireshark。

16.2.2 网络连接
将安装了 wireshark 的电脑的以太网口与 POWERLINK 的网络相连，网络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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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用电脑

POWERLINK主站

以太网
从站

从站

图 16-1

16.2.3 运行 wireshark

图 16-2
点击

”list the available capture interfaces”，会在弹出的窗口中列出所有的

可用网口，选择和 POWERLINK 网络相连的那个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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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在这里，使用了“Marvell Yukon Ethernet Controller”，点击该网卡后面的

按

钮，开始抓取 POWERLINK 网络上的数据包。

图 16-4

16.2.4 wireshark 数据分析
Wireshark 有 3 个窗口，最上边的窗口显示抓取的数据包的编号（No）
、时间（Time）
、
源 MAC 地址
（Source）
、
目标 MAC 地址(Destination)、协议类型(Protocol)、附加信息(info)。
对于 Preq 数据帧有目标 node 号，即该数据包发往哪个节点（dst=1）
，Pres 数据帧有源 node
号，即该数据包由哪个节点发出（sr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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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单击，选择该窗口中的某一行，也就是选中了一个数据包。

图 16-6
中间的窗口和最下边的窗口内容就会改变，最下面窗口的内容是选中的数据包的内容
（以 16 进制的格式显示）
。

图 16-7
中间窗口的内容为数据包中各个数据段的内容，以及数据包中每个数据段的含义。

图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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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 对各个从节点状态的诊断
POWERLINK 的数据链路层有一个状态机，包括如下几种状态：
State_NMT_GS_INITALISATION
NMT_CS_NOT_ACTIVE
NMT_CS_BASIC_ETHERNET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NMT_CS_PRE_OPERATIONAL_2
NMT_CS_READY_TO_OPERATE
NMT_CS_OPERATIONAL
NMT_CS_STOPPED
整个状态机的状态转换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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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_GS_
INITIALISATION

NMT_CS
NMT CN State Machine

(NMT_CT3)
Timeout
(SoA,SoC,PReq,PRes)

NMT_CS_
BASIC_ETHERNET

(NMT_CT1)
auto,
[NodeID !=
C_ADR_MN_DEF_NODE_ID]

NMT_CS_
NOT_ACTIVE

(NMT_CT12)
SoA,SoC,PReq,PRes

(NMT_CT2)
SoA,SoC

NMT_CS_EPL_MODE
NMT_CS_
PRE_OPERATIONAL_1

(NMT_CT5)
NMT
EnableReadyToOperate

(NMT_CT11)
Error Condition

(NMT_CT4)
SoC

NMT_CS_
PRE_OPERATIONAL_2
(NMT_CT10)
NMT
EnterPreoperational2

(NMT_CT6)
auto

NMT_CS_
READY_TO_OPERATE
(NMT_CT7)
NMT
StartNode

(NMT_CT9)
NMT
EnterPreoperational2

NMT_CS_
OPERATIONAL

(NMT_CT8)
NMT
StopNode

NMT_CS_
STOPPED

Type of Communication
no Communication

Listen Only

Legacy Ethernet
(IP and others)

POWERLINK
Reduced Cycle
(SoA-Asnd)

POWERLINK Cycle
(SoC-PReq-PRes-SoAAsnd)

图 16-9
当正常通信时，从节点应该处于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如果从站不能进入这个状
态，那就意味着有一些错误发生，例如主站无法配置该从站等等。
在调试从站时，从站是否能进入到 NMT_CS_OPERATIONAL 状态很重要。如何诊断从站的
状态？
例如我们要诊断 1 号从节点的通信状态，点击 wireshark 中最上面窗口中的 src=1 的
Pres 数据帧，然后在中间的窗口打开 Ethernet Powerlink V2 前的+号，查看 NMT STATUS。
就可以看到当前 1 号从节点网络状态——NMT_CS_OPERATIONAL (0x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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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0

16.2.6 wireshark 过滤功能
wireshark 会把整个通信过程的所有节点的所有数据包都显示出来，这导致数据量很
大。有时候诊断者可能只是想知道特定的数据包的信息，这就需要 wireshark 有过滤功能。
例如只想看一下 1 号节点发送的数据包，或者 1 号节点接收的数据。
可以在 Filter：一栏中写入 epl.src==1 然后回车。

图 8-11
这样在 wireshark 的最上面窗口中就只显示由 1 号节点发送的数据包。

图 16-12
Wireshark 的过滤功能可以过滤出很多种数据帧，具体的参数名称和用法，点击菜单栏
的

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EPL-Ethernet

POWERLINK

V2。就可以看到

wireshark 支持的各种过滤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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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3

16.2.7 配置过程中，对错误的诊断
当使用主站使用 cdc 文件对网络进行配置时，主站会打印出配置过程的信息 ，如下图
所示。

上图的最后一行显示，在配置 Node = 0x1 节点的 0x1600/1 这个 object 时，出现了错
误，错误代码 0x8000。0x1600 是用来配置接收 PDO 的映射参数，这可能是由于将接收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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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映射到属性为只读的 object 上了。我们通过 wireshark 也可以过滤出这个错误，用于网
络诊断。
方法如下：
1． 在运行主站之前，先将 wireshark 打开，开始捕捉数据。
2． 运行主站
3． 在下面界面中的“Filter:”中输入“epl.asnd.sdo.cmd.abort”
，然后按回车。

4． Wireshark 会过滤出如下信息：

上图中“SDO Write = 0x1600/1”一行是主站发给 1 号从站一个“SDO 写”命令，
接下来一行“SDO Abort=0x08000000”是 1 号从站回复给主站的，通知主站上一
次“SDO 写”命令失败，错误代码为“0x08000000”
。然后我们再到源文件中去查
找错误码 0x08000000 的描述。

16.3

Omnipeek 简介

Wireshark 运行在 windows 上，每个数据包的“time”是由 windows 打上去
的，由于 windows 实时性不高，因此每个数据包的时间戳误差比较大，在几十甚至几百微秒。
因此如果需要非常精确的监控网络上的数据桢，就需要专用的硬件设备，我们称该设备为“总
线分析仪”
。拓扑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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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用电脑

POWERLINK主站

以太网
总线分析仪
从站

从站

当使用“总线分析仪”来诊断网络时，网络的数据包进入“总线分析仪”时，会被“总
线分析仪”打上时间戳，这个时间戳是由硬件打上去的，因此精度非常高。在需要非常精确
的分析网络中每个数据桢的起止时间，传输时间，数据桢之间的空隙时，可以使用该工具。
进入到“总线分析仪”的数据桢，被缓存在其中，然后通过以太网传输到电脑上。最后在电
脑上进行显示和统计。这就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工具，来显示和统计“总线分析仪”抓取
的数据桢。这个软件可以是 wireshark，也可以是 Omnipeek，这里我们采用 Omnipeek。

16.3.1 Omnipeek 安装
这里我们下载并安装 Omnipeek 6.06。

16.3.2

EthernetAnalyzer 安装

这个软件是 X20_ET8819 这个硬件的驱动程序。该软件可以从贝加莱首页下载。
该软件的运行需要 Omnipeek，而且需要一个完全安装且许可的 license.
双击，运行 EthernetAnalyzer.msi，到如下界面时，点击“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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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Omnipeek 的安装目录，如下所示。然后完成安装。

16.3.3 PC 网卡的配置
X20_ET8819 需要将从 POWERLINK 采集的数据通过以太网发送给 PC,因此 PC 需要与
X20_ET8819 通信。在通信之前，需要先设置 PC 网卡的 IP 地址。IP 地址配置如下：
1． 手动获取 IP
2． IP 地址范围：192.168.0.16 至 192.168.0.253
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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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X20_ET8819 的设置
X20_ET8819 有两个拨码开关：
“MODE”和“ADD”
。

“ADD”是用来设定 X20_ET8819 的 IP 地址，目标的 MAC 以及多播的 IP。例
如，当“ADD”的拨码拨到“8”，那么
X20_ET8819 的 IP 地址： 192.168.0.8
目标的 MAC : 01:00:5 e: 00:00: 08
多播的 IP : MulticastIP 224.0.0.8
“MODE”拨至“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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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 启动 Omnipeek
点击“New Capture”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左侧的“适配器”
，在右边的列表中选
择“EthernetAnalyzer”。这里一共有 15 个可选的 EthernetAnalyzer（224.0.0.1 至
224.0.0.15）
，到底选择哪一个，取决于 X20_ET8819 的“ADD”设置,如果“ADD”设置为 n,
那么这里就选择 224.0.0.n。

16.3.6 对 X20_ET8819 的配置
单击左面界面中的“工具”->“X20ET8819”，在右边出现对其设置的页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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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nalysis Options”中勾选“Continuous Capture”和“Both Ports”

16.3.7 关闭防火墙
打开 windows 的“start”->“R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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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services.msc”,然后回车。

在弹出的页面中双击“Windows Firewall…”

在弹出的页面中，单击“stop”按钮，停止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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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线缆连接:
将 X20_ET8819 的 IF 1 口用网线与 PC 相连，
IF 2 口用网线与要分析 POWERLINK
网络相连，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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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 开始分析
点击右上角的“Start Capture”,开始捕获数据。

单击左侧的“数据包”，会在右侧显示出捕获的数据包信息，这里有每个数据包到达
X20_ET8819 的时间，以及数据包的类型和大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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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0 对 X20_ET8819 的高级设置
1．时间的设置，选择“工具”->“选项”

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单位”，在右侧页面的“时间单位”选择“微秒”
或者“纳秒”
，这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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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触发
在有些场合，需要诊断整个网络是否丢失某种数据桢，可以通过设置处罚
条件，当网络中丢失了某个数据桢或者出现某种错误时，停止捕获。可以设置的触发条件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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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POWERLINK 通信错误处理
通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例如数据传输错误，物理连接出现问题
等等。POWERLINK 对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错误都作了定义。

17.1 错误处理机制
对于每一种可能会出现的错误，POWERLINK 协议栈都有两个参数来描述他：THRESHOLD
COUNTER 和 THRESHOLD。
THRESHOLD COUNTER 用来记录某种错误出现的次数，每次出现该种错误，THRESHOLD
COUNTER 的值就会增加 8，每次正常工作，该值就会减 1。这就意味着没出现 1 次这种错误，
就需要 8 次正常的工作来消除。
THRESHOLD 表示 THRESHOLD COUNTER 值的上限，即当 THRESHOLD COUNTER 的值超过了
THRESHOLD，POWERLINK 协议栈就会触发一个 ERROR，并通过事件回调函数通知用户的应用程
序，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会把该 ERROR 写入 0x1003 这个 Object。0x1003 保存了各种错
误的历史记录。用户可以通过读此 Object 来查看错误记录。

17.2 POWERLINK 可能出现的错误
Loss of Link：物理连接断线
Incorrect Physical operate mode：不正确的物理操作模式
TxBuffer Underrun：发送缓冲区不足
RxBuffer Overflow：接受缓冲区溢出
CRC Error：CRC 错误
Collision：冲突
Invalid Format：不正确的数据格式
SoC Jitter out of range：SoC 抖动超出范围
Loss of Preq：丢失 Preq 数据桢
Loss of SoA：丢失 SoA 数据桢
Loss of SoC：丢失 SoC 数据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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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Address conflict：POWERLINK 地址冲突
Loss of Pres：丢失 Pres 数据桢
Late of Pres：Pres 数据桢迟到
Loss of StatusResponse：丢失 StatusResponse 数据桢
Cycle time exceeded：循环周期超限

17.3 各种错误对应的对象字典中的对象
Object0x1C00：DLL_MNCRCError_REC
Object0x1C01：DLL_MNCollision_REC
Object0x1C02：DLL_MNCycTimeExceed_REC
Object0x1C03：DLL_MNLossOfLinkCum_U32
Object0x1C04：DLL_MNCNLatePResCumCnt_AU32
Object0x1C05：DLL_MNCNLatePResThrCnt_AU32
Object0x1C06：DLL_MNCNLatePResThrCnt_AU32
Object0x1C07：DLL_MNCNLossPResCumCnt_AU32
Object0x1C08：DLL_MNCNLossPResThrCnt_AU32
Object0x1C09：DLL_MNCNLossPResThrCnt_AU32
Object0x1C0A：DLL_CNCollision_REC
Object0x1C0B：DLL_CNLossSoC_REC
Object0x1C0C：DLL_CNLossSoA_REC
Object0x1C0D：DLL_CNLossPreq_REC
Object0x1C0E：DLL_CNSoCJitter_REC
Object0x1C0F：DLL_CNCRCError_REC
Object0x1C10：DLL_CNLossOfLinkCum_U32
Object0x1C12：DLL_MNCycleSuspendNumber_U32
Object0x1C13：DLL_CNSoCJitterRange_U32
Object0x1C14：DLL_CNLossOfSoCTolerance_U32
Object0x1C15：DLL_MNLossStatusPresCumCnt_AU32
Object0x1C16：DLL_MNLossStatusPresThrCnt_AU32
Object0x1C17：DLL_MNLossStatusPresThreshold_AU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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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0x0424：DLL_ErrorCntRec_TYPE
用户可以通过 EplApiReadObject()和 EplApiWriteObject()来访问这些参数。

17.4 源码中经常出现的错误
在源文件 EplDef.h 中有对各种错误的定义，如下：
// 0x816x HW errors
#define EPL_E_DLL_BAD_PHYS_MODE
#define EPL_E_DLL_COLLISION
#define EPL_E_DLL_COLLISION_TH
#define EPL_E_DLL_CRC_TH
#define EPL_E_DLL_LOSS_OF_LINK
#define EPL_E_DLL_MAC_BUFFER
// 0x82xx Protocol errors
#define EPL_E_DLL_ADDRESS_CONFLICT
#define EPL_E_DLL_MULTIPLE_MN
// 0x821x Frame size errors
#define EPL_E_PDO_SHORT_RX
#define EPL_E_PDO_MAP_VERS
#define EPL_E_NMT_ASND_MTU_DIF
#define EPL_E_NMT_ASND_MTU_LIM
#define EPL_E_NMT_ASND_TX_LIM
// 0x823x Timing errors
#define EPL_E_NMT_CYCLE_LEN
#define EPL_E_DLL_CYCLE_EXCEED
#define EPL_E_DLL_CYCLE_EXCEED_TH
#define EPL_E_NMT_IDLE_LIM
#define EPL_E_DLL_JITTER_TH
#define EPL_E_DLL_LATE_PRES_TH
#define EPL_E_NMT_PREQ_CN
#define EPL_E_NMT_PREQ_LIM
#define EPL_E_NMT_PRES_CN
#define EPL_E_NMT_PRES_RX_LIM
#define EPL_E_NMT_PRES_TX_LIM
// 0x824x Frame errors
#define EPL_E_DLL_INVALID_FORMAT
#define EPL_E_DLL_LOSS_PREQ_TH
#define EPL_E_DLL_LOSS_PRES_TH
#define EPL_E_DLL_LOSS_SOA_TH
#define EPL_E_DLL_LOSS_SOC_TH
// 0x84xx BootUp Errors

0x8161
0x8162
0x8163
0x8164
0x8165
0x8166
0x8201
0x8202
0x8210
0x8211
0x8212
0x8213
0x8214
0x8231
0x8232
0x8233
0x8234
0x8235
0x8236
0x8237
0x8238
0x8239
0x823A
0x823B
0x8241
0x8242
0x8243
0x8244
0x8245

296

王谨秋

#define EPL_E_NMT_BA1
#define EPL_E_NMT_BA1_NO_MN_SUPPORT
#define EPL_E_NMT_BPO1
failed in BootStep1
#define EPL_E_NMT_BPO1_GET_IDENT
#define EPL_E_NMT_BPO1_DEVICE_TYPE
#define EPL_E_NMT_BPO1_VENDOR_ID
#define EPL_E_NMT_BPO1_PRODUCT_CODE
#define EPL_E_NMT_BPO1_REVISION_NO
#define EPL_E_NMT_BPO1_SERIAL_NO
#define EPL_E_NMT_BPO1_CF_VERIFY
failed
#define EPL_E_NMT_BPO2
BootStep2
#define EPL_E_NMT_BRO
mandatory CN
#define EPL_E_NMT_WRONG_STATE
state

0x8410 // other MN in MsNotActive active
0x8411 // MN is not supported
0x8420 // mandatory CN was not found or
0x8421
0x8422
0x8423
0x8424
0x8425
0x8426
0x8428

// IdentRes was not received
// wrong device type
// wrong vendor ID
// wrong product code
// wrong revision number
// wrong serial number
// verification of configuration

0x8430 // mandatory CN failed in
0x8440 // CheckCommunication failed for
0x8480

// mandatory CN has wrong NMT

下面是对一些常见错误的描述：
#define EPL_E_DLL_CYCLE_EXCEED
0x8232
该错误表明循环周期太短，需要将循环周期加长，循环周期的单位为微秒。
#define EPL_E_DLL_INVALID_FORMAT
0x8241
该错误表明 PDO 接收的数据桢超出限制，如果对于主站或者从站，接收到的数据桢如果超
过了可接受的最大数据桢，就会报这个错误，通过修改如下参数， 可以修改数据桢的限制。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 = 100; // const
EplApiInitParam.m_uiPreq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28 bytes)
EplApiInitParam.m_uiPres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of Pres frame (+28 bytes)
以及对象字典中 1F8D 的默认值。
#define EPL_E_NMT_BPO1_CF_VERIFY
0x8428 // verification of configuration
failed
该错误表明主站通过 cdc 配置网络过程中出现错误，可能 openCONFIGURATOR 使用有误。
在具体应用中，可以通过错误代码（例如 0x8241），找到相应的错误宏定义（例如
EPL_E_DLL_INVALID_FORMAT）
，然后在源代码中查找出现该错误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知道是
由于什么条件导致了该错误，进而定位到问题的原因。在实际使用中，使用 wireshark 来抓
取通信过程，过滤出其中的错误，然后根据错误，进行诊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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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关键参数的设置

18.1 POWERLINK 主要的参数设置
运行一个 POWERLINK 网络，需要设置一些基本参数，这些参数包括循环周期，
PResponse timeout，异步超时，异步数据的大小，最大 PDO 数据桢的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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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网络的通信循环周期是由主站决定的，网络中的从站不需要设置这个参
数。在主站上电后，会通过 SDO 命令来配置各个从站的循环周期，即对象字典中 0x1006 这
个参数。
循环周期的长短，关系到 POWERLINK 网络是否能正常工作，也关系到是否能满足应
用的需求。POWERLINK 网络循环周期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管理节点（MN）
等时同步阶段
SoC

PReq
至 CN 1

异步阶段
PReq
至 CN 2

PRes
来自 CN 1

PRes
来自 MN
PRes
来自 CN 2

空
SoA

AsyncSend

闲
阶

Async S e nd
段

因此循环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如下几方面：
1．主站本身的性能：
硬件处理器的性能，如果有操作系统，和操作系统的实时性也有关。例如 POWERLINK
在 VxWorks 上，可以达到几十至几百微秒的循环周期，在 Linux+实时补丁下，可以达到几
百微秒的循环周期；在 Windows 下，最短循环周期在 2 毫秒以上。
2．从站的性能--PRresponse 的 timeout：
POWERLINK 从站在收到来自主站的 PReq 数据桢以后，会发送 Pres 数据桢。从站在收
到 PReq 数据桢之后，多长时间回复 Pres 数据桢，取决于从站的性能。如果使用 FPGA，这
个反应时间大概为 1 微秒，如果使用其他平台，这个时间取决于平台的性能（包括硬件性能
和软件性能）
。
由于每个从站的性能可能不同，其 PRresponse 的反应时间也不同，因此主站中有
一个参数列表，保存了每个从站 PRresponse 的 timeout 。这个参数被包含在索引为 0x1F92
的 object 中，
其子索引为 n 的子 object 保存的是节点号为 n 的从站 PRresponse 的 timeout
时间。在使用 openCONFIGURATOR 时，点击某个从站，右边显示如下页面：

“PollResponse Timeout”参数表示从站发送 PollResponse 的超时时间，单位为微秒。
当从站接收到主站的 PollRequest 数据桢后，在 PollResponse Timeout 时间内没有收到从
站的回复，主站就会认为从站的回复已经超时，不会继续等待，而是给下一个从站发送
PollRequest 数据桢。
“PollResponse Timeout”参数的设置会影响 POWERLINK 通信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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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如果需要缩短循环周期，就需要根据从站的实际反应能力将该参数设置的小一些。

3．网络中从站的数量：
网络中的从站数量越多，循环周期就越长。每增加一个从站，根据数据量的大小
和从站性能不同，会增加不同的时间。
4. 每个从站传输的数据量：
传输的数据量越多越多，时间越长。基于 100MHZ 的以太网，一个微秒传输约 12
个 byte，如果要传 1200 个 byte，则需要约 100 微秒。因此需要根据数据量的大小来估算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这部分本章后面有详细描述。
5.异步数据的长度
一个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包括同步阶段和异步阶段，异步阶段的时间长短，同
样会影响循环周期的长短。

Loss of SoC Tolerance :
可忍受的丢失 SoC 的时间，单位为微秒。即在该参数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 SoC，就会
认为丢失了 SoC。
Asynchronous MTU size: 最大的异步数据桢，即在异步阶段可允许发送的最大数据桢。
Asynchronous Timeout: 异步超时，单位 ns。当主站发送了异步命令给从站，从站如
果在该参数设置的时间内没有回复，主站就认为该命令超时，没有得到回复，可能会重新发
送。

18.2 修改 POWERLINK 节点的最大通信数据
POWERLINK 是基于标准以太网的，
因此 POWERLINK 的数据桢是一个标准的以太网数据桢，
这个数据桢最大为 1490Bytes。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周期性传输的数据不多，可能只有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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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几十个 Bytes。因此 POWERLINK 提供了几个参数，来限制在某种设备或应用中最大传输
/接收的数据。

18.2.1 从站配置
对于从站主要有 4 个参数，其中 2 个参数用于描述接收，另外 2 个用于描述发送，详
细描述如下：
对象 0x1F98/0x01：IsochrTxMaxPayload_U16,是同步发送数据桢（PRes 数据帧）的
最大值，该参数为无符号 16 bit。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
定义如下：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F98, 0x01,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R,
tEplObdUnsigned16, IsochrTxMaxPayload_U16, 0x00)
这里的“0x00”表示默认值。
在源程序EplApiUpdateObd(void)函数中，有如下代码：
wTemp = (WORD)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
Ret = EplObdWriteEntry(0x1F98, 1, &wTemp, 2);
该代码将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写入了对象
0x1F98/0x01。“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实际就是初
始化参数“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的值。因此，如果想修改该参数，
只需修改初始化参数的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TxMaxPayload = 100; // const
对象 0x1F98/0x02：IsochrRxMaxPayload_U16,是同步接收数据桢（PReq 数据帧）的最
大值，该参数为无符号 16 bit。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
定义如下：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F98, 0x02,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R,
tEplObdUnsigned16, IsochrRxMaxPayload_U16, 0x00)
这里的“0x00”表示默认值。
在源程序EplApiUpdateObd(void)函数中，有如下代码：
wTemp = (WORD)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
Ret = EplObdWriteEntry(0x1F98, 2, &wTemp, 2);
该代码将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的值写入了对象
0x1F98/0x02。“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实际就是初始
化参数“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的值。因此，如果想修改该参数，只
需修改初始化参数的 EplApiInitParam.m_uiIsochrRxMaxPayload = 100; // const

对象 0x1F98/0x04：PReqActPayloadLimit_U16,是 Preq 数据桢的真实限值。该参数为无符
号 16 bit。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定义如下：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F98, 0x04,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SRW,
tEplObdUnsigned16, PReqActPayloadLimit_U16, 36)

这里的
“36”
表示默认值，
即一个最小的POWERLINK 数据桢的最小容量为3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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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参数是实际传输的数据桢的大小，当配置的PDO的数据长度小于
PReqActPayloadLimit_U16的值时，POWERLINK协议栈可能会填充PDO数据桢,
使数据桢的长度达到PReqActPayloadLimit_U16规定的大小。例如，当
PReqActPayloadLimit_U16的值为100，而实际配置的PDO数据一共20 Bytes，
在这种情况下，协议栈会将剩余的80 Bytes填充为0，从而使发送的数据桢大
小为100Bytes 加 28 Bytes的桢头。
在源程序EplApiUpdateObd(void)函数中，有如下代码：
if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PreqActPayloadLimit <=
EPL_C_DLL_ISOCHR_MAX_PAYL)
{
wTemp = (WORD)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PreqActPayloadLimit;
Ret = EplObdWriteEntry(0x1F98, 4, &wTemp, 2);
}
该代码将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 uiPreqActPayloadLimit”的值写入
了对象0x1F98/0x02。“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 uiPreqActPayloadLimit”实际
就是初始化参数“EplApiInitParam.m_ uiPreqActPayloadLimit”的值。因此，如果想修改
该参数，只需修改初始化参数的EplApiInitParam.m_uiPreq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28 bytes)

对象 0x1F98/0x05：PResActPayloadLimit_U16,是 Pres 数据桢的真实限值。该参数为
无符号 16 bit。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定义如下：
EPL_OBD_SUBINDEX_RAM_VAR(0x1F98, 0x05,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SRW, tEplObdUnsigned16, PResActPayloadLimit_U16, 36)
这里的“36”表示默认值，即一个最小的POWERLINK 数据桢的最小容量为36 Bytes。
注意，该参数会被当作的实际传输的数据桢的大小，当配置的PDO的数据长度小于
PResActPayloadLimit_U16的值时，POWERLINK协议栈可能会填充PDO数据桢,使数据桢的长度
达到PResActPayloadLimit_U16规定的大小。例如，当PResActPayloadLimit_U16的值为100，
而实际配置的PDO数据一共20 Bytes，在这种情况下，协议栈会将剩余的80 Bytes填充为0，
从而使发送的数据桢为100Bytes 加 28 Bytes的桢头。
在源程序EplApiUpdateObd(void)函数中，有如下代码：
if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PresActPayloadLimit <=
EPL_C_DLL_ISOCHR_MAX_PAYL)
{
wTemp = (WORD)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uiPresActPayloadLimit;
Ret = EplObdWriteEntry(0x1F98, 5, &wTemp, 2);
}
该代码将 “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 uiPresActPayloadLimit”的值写入
了对象 0x1F98/0x02。“EplApiInstance_g.m_InitParam.m_ uiPresActPayloadLimit”实
际就是初始化参数“EplApiInitParam.m_ uiPresActPayloadLimit”的值。因此，如果想修
改该参数，只需修改初始化参数的 EplApiInitParam.m_ uiPresActPayloadLimit = 36; //
required for initialisation (+2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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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主站配置
由于主站会和每一个从站进行数据交互，针对与每一个从站的通信，主站都有相应
的参数来限定通信的数据量。因此，在主站一侧会有一个 List，来保存这些参数。
1F8Bh: NMT_MNPReqPayloadLimitList_AU16 该 object 是对从站 Preq 数据桢大小
的约束。0x1F8B/0x01 是对 1 号从节点 Preq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0x1F8B/0x02 是对 2 号从
节点 Preq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0x1F8B/n 是对 n 号从节点 Preq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该参数
的设值范围为 36 至 EPL_C_DLL_ISOCHR_MAX_PAYL。
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定义如下：
// Object 1F8Bh: NMT_MNPReqPayloadLimitList_AU16
EPL_OBD_RAM_INDEX_RAM_ARRAY(0x1F8B, 254, NULL,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SRW, tEplObdUnsigned16, NMT_MNPReqPayloadLimitList_AU16, 36)
“36”是该object的默认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该object有254个子
object，也就是说保存了254个从站的NMT_MNPReqPayloadLimit的值。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
通过EplApiWriteLocalObject()或者EplApiWriteObject()来修改针对某一个从站的
PReqPayloadLimit参数的值。
1F8Dh: NMT_PResPayloadLimitList_AU16 该 object 是对从站 Pres 数据桢大小的
约束。0x1F8D /0x01 是对 1 号从节点 Pres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0x1F8D/0x02 是对 2 号从节
点 Preq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0x1F8D/n 是对 n 号从节点 Pres 数据桢大小的约束。该参数的
设值范围为 36 至 EPL_C_DLL_ISOCHR_MAX_PAYL。
该参数在对象字典中的定义在 objdict_1b00-1fff.h 中，定义如下：
// Object 1F8Dh: NMT_PResPayloadLimitList_AU16
EPL_OBD_RAM_INDEX_RAM_ARRAY(0x1F8D, EPL_NMT_MAX_NODE_ID, NULL,
kEplObdTypUInt16, kEplObdAccSRW, tEplObdUnsigned16,
NMT_PResPayloadLimitList_AU16, 36)
“36”是该object的默认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该object有254个子
object，也就是说保存了254个从站的NMT_MNPResPayloadLimit的值。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
通过EplApiWriteLocalObject()或者EplApiWriteObject()来修改针对某一个从站的
PResPayloadLimit参数的值。

18.2.3

FPGA 解决方案

对于 FPGA 解决方案，如果 POWERLINK 的 FPGA 使用了 DPRAM 与 host 通信，当传输的
PDO 数据量变化时，也要修改 DPRAM 中 TPDO 和 RPDO 缓冲区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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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 buffer size 的大小，然后重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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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基于 POWERLINK 的伺服
19.1 迈信公司介绍
19.2 POWERLINK 伺服的功能和性能
19.2.1 速度模式
19.2.2 位置模式
19.2.3 同步性

19.3 POWERLINK 伺服的使用方法
19.3.1 与贝加莱 PLC 通信
19.3.2 与华兴数控系统通信
19.3.3 使用 Windows 控制 POWERLINK 伺服（点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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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初稿，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
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 果 您 需 要 推 广 或 者 购 买 POWERLINK 产 品 ， 请 与 我 们 联 系 或 登 陆
POWERLINK 网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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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贝加莱产品与第三方设备通信

20.1 贝加莱主站 （PLC）
一．所需软件：Automation studio
用于对 POWERLINK 主站（贝加莱 PLC）的编程和监控。该软件为收费软件，可以
提供免费试用版，如有需要，可以与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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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置过程
1. 新建工程，打开 automation studio,点击 FILE->New Projec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工程的名称（例如 powerlink_mn） ,然后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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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默认配置，再点击 NEXT

接下来选择硬件平台（PLC 的型号）,这里以 X20CP1486 为例,选择好 PLC， 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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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 finish ， 完成

接下来加入 POWERLINK 的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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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XDD 文件：点击“Tools”->”Import Fieldbus Device…” ,选择要导入的
XDD 文件。

选择要导入的 xdd 文件，然后点击“open”, xdd 文件就会被检查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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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utomation studio 下方会提示 xdd 文件的信息，如 warning 或者 error。 如果 xdd 文
件有错误，会给出错误信息。

如果 xdd 文件没有错误，就会导入成功。接下来，在逻辑中将该 POWERLINK 从站加入到网络
中。点击 Automation studio 左侧的”physical view”, 右键单击“x20cp1486”

315

王谨秋

选择 “open POWERLINK”

在弹出的窗口中，右键单击 “IF3” , 选择 “Insert ”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刚刚加入的设备，然后点击“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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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设置 node id， 默认值为 1。再点击“next”

此时，就能在主站的 POWERLINK 口，看到刚刚加入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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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DO 和 POWERLINK 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
右键单击“x20cp1486“ , 选择”open IF3 POWERLINK configuration”

修改循环周期：在弹出的窗口中配置循环周期，将“cycle time “ 设置为希望的数值， 单
位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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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从站的参数：
右键单击刚刚加入的设备， 选择“open I/O configuration“ ,

在弹出的窗口中，将“Module supervised“ 设置为”off“

配置 PDO:
点击“channels“ , 配置要传输的 pdo。如果想让某个 object 在 PDO 中通信， 展开
该 object , 将”cyclic transmission“设置为”read” 或 ”write“.。然后点击 保
存。

将 PDO 中的 object 与主站应用程序的变量绑定：
选择刚刚加入的硬件，右键单击，选择“open I/O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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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示了需要在 PDO 中传输的 object 的信息， 包括 name , 数据类型等， 选择一个
要测试的 object, 根据其 name 在 XDD 文件中，找到其对于的索引（index）和子索引
(subIndex)。

点击 automation studio 左侧的“logical view“，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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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
,在右边弹出的窗口中，右键单击任何位置，选
择”add variable“，就会自动添加一个新的变量到应用程序,修改该变量的名称和类型。

修改相应的数据类型，双击该变量的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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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相应的数据类型， 该变量的数据类型应该与被测试的 object 的类
型相同。

接下来，将变量与 object 绑定：
选择刚刚加入的硬件，右键单击，选择“open I/O mapping“

322

王谨秋

双击要测试的 object 的“PV or Channel name“列，点击

，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刚刚加入的变量， 然后点击“OK“，这样就完成了程序中的变量
与 PDO 中 object 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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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编写一个程序，来控制刚刚添加的变量，由于变量与 Object 绑定了， 因此改变变
量的值，也就是改变了从站 object 的值.
在”Logical view”里，右键单击“POWERLINK_MN”工程，选择“add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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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rogram -> New Program，然后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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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选择 next,

Language 选择 ANSIC C

点击”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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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 logical view 下的“NewProgramCyclic.c”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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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工程，点击“compile“按钮。等待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后，得到如下信息。 如果有错误，请看 automation studio 下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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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下载：如果此时电脑和贝加莱的 PLC 相连， 可以直接点击“Treansfer“ ，进行下
载。

如果是第一次上电，CF 卡里面有没程序，则按如下操作， 制作过程如下：
首先设置 PLC 以太网的参数（IP 地址等）,右键单击 X20CP1486，选择
“Open IF2 Ethernet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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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的页面中做如下配置：
将“Mode”设置为 DHCP Server,此时，该 PLC 主站是 DHCP Server，可以为与之相连
的以太网设备分配 IP 地址。
将“Internet address”设置为“192.168.0.100”,这个地址就是 PLC 主站的 IP 地
址,也可以设置为其他的值。
将“Subnet mask”设置为“255.255.255.0”
接下来设置“Lease configuration”
将“Start address”设置为“192.168.0.10”
将“Stop address”设置为“192.168.0.20”
将“Subnet mask”设置为“255.255.255.0”
完成上述设置后，将自己的电脑设置为自动获取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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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F 卡插入电脑。
点击“Tools“ -> “Create compact flash” ,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select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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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则 CF 卡， 点击“OK“，然后点击 ”generate disk“。等待完成。完成以后 ，将 CF
卡插入 PLC 中。

以上步骤完成了主站的编程和配置工作。将主站 POWERLINK 口和从站 POWERLINK 口用网线连
接。

20.2 贝加莱 POWERLINK 从站 （BC0083）
一：所需软件
1． 配置软件：OPENCONFIGURATOR windows 版
2． OPEN POWERLINK 源代码
3． 诊断工具：
如果想要监控网络上的数据包，需要安装 wireshark-setup-1.0.6.exe
4． 安装 WinPcap_4_0_2
5． Vs2005 或 vs2008、
6． FieldBusdesigner 3.0.80
二：安装 OPENCONFIGURATOR
1． 首先安装
ActiveTcl8.5.6.0.289025-win32-ix86-threaded.exe
2．然后安装
OPENCONFIGURATOR windows 版
3.安装 FieldBusdesigner 3.0.80
三：用 FieldBusdesigner 生成 xdd 文件
1. 运行 FieldBusdesigner，创建新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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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直“next” ， 最后选择 powerlink cpu, 再 “next””finish”

3.打开 powerlink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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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插入ＢＣ００８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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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插入ｓｍ 模块
双击 ＢＣ００８３

然后一直“ｎｅｘｔ”
， 重复上述步骤， 添加另一块ｓｍ１４３６
６．设置ｓｍ模块参数，右键，选择 open I/O configu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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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根据需要设置 sm1436 的参数

7． 编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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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在工程的目录下生成一个 x20BC0083_1.XDC 文件。

三：首先根据 CN 的 xdc 文件生成 MN 需要的 cdc 配置文件。
1．安装完以上软件
2．运行 OPENCONFIGURAT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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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OK”
4．将会自动创建一个性的工程，默认名称为 projectx,点击“borwse”选择该项目要保
存的路径。然后“OK”

5 .右键选择“OPENPOWERLINK MN”,选择“ADD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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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Import XDC/XDD”
，然后点击“Browse”选择要导入的 XDD.

7. 此时在左边就增加了一个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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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后“build project”

9 . 到该项目的文件夹下，找到“mnobd.cdc”和“x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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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将 mnobd.cdc 拷贝到\openPOWERLINK_v1.6-1\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pcap_cfm
文件夹下。
2. 将 xap.h 拷贝到\openPOWERLINK_v1.6-1\Include 文件夹下。
3. 用 vs2008 打开 \openPOWERLINK_v1.6-1\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pcap_cfm
下的工程
五：在 demo_application.c 文件的 AppCbSync(void)函数里，对 xap.h 里定义的 cn 进行
操作。
1. 打开 xap.h 头文件， 这里面定义了和 sm1436 绑定的变量的结构体，结构体中
每个变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通过其名称可以知道。

2 在 kaly_cfgmgr_demo.c 文件里找到 AppCbSync

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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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apProcessImageOut，gxapProcessImageIn 变量来控制 sm 模块，这两个变量的类型就是
xap 文件中声明的结构体。

六：运行程序

七 ： 该示例的硬件配置为：BC0083 + PS9400 + SM1426 , BC0083 的拨码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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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以太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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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草稿版，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术
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果您需要推广或者购买 POWERLINK 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登陆 POWERLINK 网上
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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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POWERLINK 产品测试
POWERLINK 产品开发完成以后，最好经过一致性测试与互操作性测试，来保证开
发出来的产品满足 POWERLINK 的规范，以及可以与其他的产品互联互通。
22.1 范围
本测试手册定义了 POWERLINK 互操作测试的内容,POWERLINK 通信实时性测试系
统的结构与方法。本测试仅对 POWERLINK 设备的互操作性和与协议栈一致性的测试，不
包含 EMC 等可靠性测试,那些测试为产品整体测试的构成。
22.2 术语和缩略语
为了方便测试人员进行测试与识别，列出测试中所需的相关术语和缩略语
MN
CN
PReq
PRes
SDO
PDO
Multiplex
Cross traffic
Cycle time

Management Node
管理节点
Controlled Node
受控节点
Poll Request
主站数据请求信号
Poll Respone
受控节点响应信号
Service Dictionary of Objective
服务对象字典
Process Dictionary of Objective
过程对象字典
Multiplex
多路复用
交叉通信
循环时间

22.3 POWERLINK 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
22.3.1 被测试的产品信息：
制造商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MN/CN)
POWERLINK 制造商 ID
硬件修订
软件修订
XDD/XDC 文件名
测试工程师姓名
整体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22.3.2 测试项目一：XDD 文件测试
测试目的:在于测试被测对象的 XDD 文件是否满足规范要求，主要检查其文件的格式和语法
是否符合规范描述。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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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
测试 ID

测试描述

测试结果描述

说明

可以使用 XDD File Checker 来检
查 XDD 文件的合法性。XDD File
Checker 是根据 XDD File 规范书而
编写的软件。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试项目二：对象字典（OD）测试
测试目的:在于测试被测对象的对象字典（OD）是否能正确，以及是否与 XDD 文件相一致。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测试过程
测试 ID

测试描述

测试结果描述

说明

根据 XDD 文件逐项检查对象字典
（OD）中的 object 的各项属性。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试项目三：启动测试
测试目的:在于测试被测对象是否能够正常启动,启动过程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测试过程
测试 ID

测试描述

测试结果描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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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一

MN 和 CN 同时启动,CN 完全预先配
置,MN 不需下载配置到 CN。

启动二

MN 和 CN 同时启动,MN 下载配置
到 CN。

启动三

在 MN 运行时启动 CN，监控网络是
否能最终正常通信。

启动四

在网络运行中重新启动 MN，监控
网络是否能最终正常通信。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要说明配置文件在哪里？通过什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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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四： SDO 测试
测试目的: 测试被测产品是否支持 SDO 操作。
测试方法:
测试 ID

测试描述

SDO1

使用 SDO 读命令，读取被测设备上
的对象
注:如果可能可测试 Asnd 和 IP 上的
SDO
如果可能可测试在主站上的 SDO
服务器和从站上的 SDO 客户端

□ASnd 上的 SDO
□IP 上的 SDO
SDO 服务器: □CN
被测对象:

SDO 写命令，向被测设备上的对象
写入一个数值。
注:如果可能可测试 Asnd 和 IP 上的
SDO
如果可能可测试在主站上的 SDO
服务器和从站上的 SDO 客户端

□ASnd 上的 SDO
□IP 上的 SDO
SDO 服务器: □CN
被测对象:

SDO2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通过

说明

□MN

□MN

□不适用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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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五： PDO 测试
测试目的：测试被测设备的 PDO 功能，能支持多少个 object，数据桢的最大容量。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PDO1

Pres：在发送 PDO 中，配置 1-255
个 object。
注:如可能,从你能手动改变的 CN 读
取一个输入信号

被测对象

PDO2

PReq：在接收 PDO 中，配置 1-255
个 object。
注:如可能,在可以容易识别的 CN 上
切换一个输出信号（例如:LED 显示
或其它）

被测对象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通过

说明

□不适用

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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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六:多路复用
测试目的：测试被测设备是否支持多路复用
测试原理
测试方法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通过

操作 CN 为一个多路复用节点
注:如可能测试 CN 被指派为第 1 个,
中间和最后一个多路复用循环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说明
多路复用数:

□不适用

测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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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七:循环时间测试
测试目的: 测试被测设备最小循环周期，和最快的反应时间
测试原理
测试条件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循环时间
1

配置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循
环周期从 50 微秒至 5000 微秒,看
MN 和 CN 是否能正常工作。

循环时间:

循环时间
2

配 置 被 测 设 备 的 PResponse
timeout 的时间，从 5 微秒至 500
微秒, 看 MN 和 CN 是否能正常工
作。

PResponse 反应时间: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通过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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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八:数据负载测试
测试目的：测试被测设备能发送/接收的最大字节数
测试原理
测试条件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接
收
PDO 数
据负载 1

配置最大字节数 PDO 数据,MN 和
CN 可以同时运行

Number of bytes mapped:

发
送
PDO 数
据负载 2

配置最大字节数 PDO 数据,MN 和
CN 可以同时运行

Number of bytes mapped: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通过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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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九:交叉通信测试
测试目的：测试被测设备对交叉通信的支持
测试原理
测试条件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通过

配置一个或多个的对象用来接收来
自其他从站的数据
注:如可能,测试从 PResMN 和第二
个 CN 之间的交叉通信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说明
□PResMN
□ CN
被测对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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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十:监控测试
测试目的：测试当强制从站丢失时，主站的反应
测试原理
测试条件
测试步骤
测试 ID

测试描述

通过

如果 MN 可以监控一个节点,例如,1
个强制 CN,当这个 CN 的丢失时，
应该被 MN 检测到并处理

测试结果
□通过

□失败

说明
□强制 CN
□其它监控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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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测试项

通过

失败

不适用

XDD 文件测试
OD 对象字典测试
启动测试
SDO 测试
PDO 测试
多路复用测试
循环时间测试
数据负载测试
交叉通信测试
监控测试

22．3 openCONFORMANCE 测试软件
openCONFORMANCE 是根据 POWERLINK 一致性测试规范（EPSG DS310）编写的测
试软件。如下图所示：

该软件包括如下功能：
1． XDD 文件的纠错。
2． 启动过程测试。
3． SDO 测试。
4． NMT（网络管理）状态测试。
5． 对象字典（OD）测试。
6． 各种出错的测试。
该软件的详细使用手册，请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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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POWERLINK 开发板和板卡介绍
附 1.1 Altera 开发板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SIA-EPL-0A 是基于 ALTRA FPGA 的 POWERLINK 通信
接口模块，采用 FPGA 嵌入 nios 内核实现 POWERLINK 协
议栈的方案，可用作 POWERLINK 主/从站。用户可利用该
模块快速方便地实现实时、高效、参数化的 POWERLINK
网络通信与控制。是学习，研究与开发 POWERLINK 系统
的有效工具。

硬件说明
 主芯片：ALTRA Cyclone IV 系列芯片；
 USB 或 5V 供电；
 一片 16X512K bit SRAM 存储器；
 两组 RJ-45 网口，用于 POWERLINK 通信实验与测试；
 二组拨码开关，支持 0-255 数字设定。用于设置从站的 NODE ID；


一组 8/16/32 位并行接口，用 FPGA GPIO 实现，同时可扩展为 SPI 接口或 LVDS 接口。

关键特性
 采用 ALTRA Cyclone IV FPGA 平台，实现了高性能的 POWERLINK 协议栈，响应速度达到 200us；
 可用软件编程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直接在板卡上实现 POWERLINK 主/从站。

王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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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 Altera 通信模块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基于 ALTRA FPGA 的 POWERLINK 评估
板，可用于从站设计，具有丰富的通信接
口 ， 采 用 FPGA 嵌 入 nios 内 核 实 现
POWERLINK 协 议 栈 的 方 案 ， 可 用 作 为
POWERLINK 网络从站。用户可利用本评估
板快速方便地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实
现实时，高效，参数化的网络通信与控制。

硬件说明


采用 ALTRA Cyclone IV 系列芯片；



一组 CAN 接口，采用 TJA1040 实现；



USB 或 5V 供电；



二组拨码开关，支持 0-255 数字设定。用于设置从



一片 16X512K bit SRAM 存储器；



两组 RJ-45 网口，用于 POWERLINK 通信实验与测
试；



一组 RS232 串口，采用 SP3232 实现；



一组 RS485 串口，采用 MAX3485 实现；

站的 NODE ID；


一组 8/16/32 位并行接口，用 FPGA GPIO 实现，
同时可扩展为 SPI 接口或 LVDS 接口。

关键特性


实现了高性能的 POWERLINK 协议栈，响应速度达到 200us；



软件编程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直接在板卡上实现 POWERLINK 主/从站；



丰富的外围接口资源，方便迅速地开发出差异化的 POWERLINK 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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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3 POWERLINK PCI 通信卡

LTRA 平台） 通信

A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接口

卡
基于 ALTRA FPGA 的 POWERLINK 评估板，该板可
做为 POWERLINK 主/从站设计，具有 PCI 接口，应用
嵌入式 Nios 内核的 FPGA 方案实现 POWERLINK 协议
栈，可用作为 POWERLINK 网络从站。用户可利用本高
性能工程板快速方便地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实现
实时，高效，参数化的网络通信与控制。

硬件说明
 采用 ALTRA Cyclone III 系列芯片；
 PCI 供电；
 一片 16 X 512Kbit SRAM 存储器, 一片 32 X 4M SDRAM 存储器；
 两组 RJ-45 网口，用于 POWERLINK 通信实验与测试；
 一组 8 位 DIP 拨码开关，用于设置主/从站的 NODE ID；
 一组 PCI 接口，用于上位机通信;
 一组标准以太网接口，实现以太网通信。

关键特性
 实现了高性能的 POWERLINK 协议栈，响应速度达到 200us；
 具有 PCI 接口，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系统集成；
 软件编程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直接在板卡上实现 POWERLINK 主/从站；
 丰富的外围接口资源，方便迅速地开发出差异化的 POWERLINK 应用系统

王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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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4 POWERLINK PCI-E 通信卡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基于 XILINX FPGA 的 POWERLINK 工程应用板，
采用全工业级硬件设计，具有 PCIE、CAN、ETHERNET
通用工业通信接口，可扩展 RS232 和 RS485，该板可
做为 POWERLINK 主/从站冗余设计，应用嵌入式
Microblaze 内核的 FPGA 方案实现 POWERLINK 协议
栈，可用作为 POWERLINK

网络主/从站。用户可利用本高性能工程板快速方便地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实现实时，高效，参数化的
网络通信与控制。是开发 POWERLINK 系统应用的核心控制设备。
硬件说明
 采用 XILINX FPGA SPARTAN-6I 系列芯片；
 DC 5V 直流供电；
 二片 16X1024bit 存储器；
 三组 RJ-45 网口，用于 POWERLINK 通信实验与测
试；
 一组标准 PCIE 接口；







一组标准以太网；
四组 CAN 接口，采用 TJA1040 实现；
一组 8 位 DIP 拨码开关，用于设置主/从站的 NODE ID；
一组 8/16/32 位并行接口，用 FPGA GPIO 实现，同时
可扩展出 SPI 接口或 LVDS 接口。

关键特性
 实现了高性能的 POWERLINK 协议栈，响应速度达到 200us；
 软件编程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直接在板卡上实现 POWERLINK 主/从站，多网介质冗余和多主站冗余；
 丰富的外围接口资源，方便迅速地开发出差异化的 POWERLINK 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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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5 POWERLINK 的 XILINX 通信模块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基于 XILINX FPGA 的 POWERLINK 评估板，
该板可做为 POWERLINK 从站设计，应用嵌入
式 Microblaze 内 核 的 FPGA 方 案 实 现
POWERLINK 协议栈，可用作为 POWERLINK 网络
从站。用户可利用本评估板快速方便地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实现实时，高效，参数化
的网络通信与控制。

硬件说明
 采用 XILINX FPGA SPARTAN-6 芯片；
 DC 5V 供电；
 一片 1Gbit DDR3 存储器；
 两组 RJ-45 网口，用于 POWERLINK 通信实验与测
试；
 一组 RS232 串口，采用 SP3232 实现；
 一组 RS485 串口，采用 MAX3485 实现；





一组 CAN 接口，采用 TJA1040 实现；
二组拨码开关，支持 0-255 数字设定。用于
设置从站的 NODE ID；
一组 8/16/32 位并行接口，用 FPGA GPIO 实
现，同时可扩展为 SPI 接口或 LVDS 接口。

关键特性
 实现了高性能的 POWERLINK 协议栈，响应速度达到 200us；
 软件编程实现 POWERLINK 协议栈，直接在板卡上实现 POWERLINK 主/从站；
 丰富的外围接口资源，方便迅速地开发出差异化的 POWERLINK 应用系统

360

王谨秋

附 1.6 基于 ARM 的 POWERLINK 主从站解决方案--Freescale M4 上的 Powerlink 实现
武汉迈信电气 PowerLink 技术项目组
Ethernet Powerlink 技术是目前被市场广泛接受并认同的实时以太网技术之一，它具有很
多优良的特性，并且适应多种嵌入式平台，如 FPGA、arm 等。其中，FPGA 平台具有较高
的实时性和灵活性，是实现 Powerlink 的较为理想的平台，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但是
考虑到性能、功耗、成本，Cortex M4 处理器都优于 FPGA 软核处理器，并且实现起来简单，
因此也是一种可行的 Powerlink 实现方案。

一、硬件平台
MCU 选用了 Freescale 的 K60、K70，具体测试平台使用的是 TWR 开发板、以及自己
的 M4 的测试板。

图 1 Cortex M4 (Freescale)
Freescale 的 TWR 开发板配置如下：
 K70FN1M：120 MHz
 DDR2 SDRAM：1Gb
 10/100 Mbps Ethernet MAC，PHY：KSZ8041

二、移植测试
基于这样一个硬件平台，做了两组测试，一组全部是 I/O 从站，一组包括 6 个武汉迈信
电气的伺服驱动器。
1、测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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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站：freescale 的 twr 开发板
 从站：两个 X20 模块（贝加莱的 I/O 从站模块）
，两个 M4 从站
 周期：500us，抖动：1-2us

图 2 测试一通信数据
2、测试二
 主站：freescale 的 twr 开发板
 从站：6 个武汉迈信伺服驱动器
 周期：600us，抖动：1-2us

图 3 测试二通信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将伺服驱动器和 I/O 从站一起混搭测试，这里只是给出了这样两
组测试以作示例。
测试二的实物图如图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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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测试二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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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抖动测试
3、小结
经过多次测试，Cortex M4 的主站节点的通信周期可以小结为：
周期 = 250 + 轴数*60 （单位：us）
即：500us 可以带 4 个从站节点，1ms 带 12 个从站节点，依次类推。该方案基本满足
小型运动控制系统的需求，对于轴数较多的系统，可以考虑性能更优的处理器。

三、基于 MCU 的优势
�
�
�
�

当然，采用ST 的F4 来实现Powerlink 也存在很大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MCU 成本较FPGA 便宜，很多MCU 可以实现单芯片解决方案
电源系统简单，系统硬件简洁，BOM 综合成本低
基于CortexM 内核的开发人员众多，开发人员容易上手
比较适合非运动控制的节点，特别适合PowerLink 的过程控制

四．咨询与服务
武汉迈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伺服驱动器厂商之一，致力于推动
PowerLink 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其研发团队PowerLink 技术项目组在PowerLink
主站与从站上面积累了很多的实际工程经验，无论是基于x86 平台RTX 与InTime
操作系统上的主站，还是x86 平台RTAI，xenomai，OSADL 等Linux 平台的主
站，还是xilinx，altera，microsemi(actel)，以及通用MCU(ST 与Freescale 的M4)的主站
与从站，我们都有所涉及。
我们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我们愿意与中国PowerLink 技术的同仁一起推动PowerLink
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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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7 基于 ZYNQ 的 POWERLINK 主从站解决方案
武汉迈信电气 PowerLink 技术项目组
Ethernet Powerlink 技术是目前被市场广泛接受并认同的实时以太网技术之一，它具
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并且适应多种嵌入式平台，如 FPGA、arm 等。其中，FPGA 平台具有较
高的实时性和灵活性，是实现 Powerlink 的较为理想的平台，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但
是考虑到性能、功耗、成本，Xilinx 的 Zynq 处理器都优于 FPGA 软核处理器，并且实现起
来简单，因此也是一种可行的 Powerlink 实现方案。

一．硬件平台
Zynq 由双核 Cortex-A9 MPcore 和 FPGA 可编程逻辑器件两部分组成，分别是 PS
（processing system, 双核 A9 + 存储管理 + 外设）+ PL（programable Logic）。这里采
用开发板 ZedBoard 来做实验，测试了 Powerlink 在 Zynq 上的解决方案。

图 1 Zynq (Xilinx)
基于 Zynq 的 Powerlink 方案很灵活，有一下几种方式：
1、 双核 A9 cpu 上采用 Linux 系统，
在 Linux 系统下运行 Powerlink，
使用 ps 上的 ethernet；
2、 单独采用一个核来实现 Powerlink，使用 ps 上的 ethernet，另一个核做计算；
3、 采用一个核来做 Powerlink，但是 ethernet 使用 FPGA 软核实现，mac 可以定制，可以
加时间戳；
这里参考了 Xilinx 官方的推荐做法，第二种方法，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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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Zynq 电机控制应用示例
其中，cpu0 上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打上了 rt-linux 实时补丁，占有 512M 内存中的前
448M，管理除 ethernet 以外的外设；cpu1 上直接 bare_metal，运行 Powerlink 主站，占有
PS 上的 ethernet 和 PL 上的三个定时器，以及 512M 内存中的后 64M。

二、移植测试
基于这样一个硬件平台，做了如下测试，一组包括 4 个武汉迈信电气的伺服驱动器。
 主站：Zynq 的开发板
 从站：4 个武汉迈信伺服驱动器
 周期：1000us，抖动：1-2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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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试通信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将伺服驱动器和 I/O 从站一起混搭测试，这里只是给出了这样一
组测试以作示例。
测试的实物图如图三所示：

图 4 测试二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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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抖动测试
3、小结
经过一定的优化，以及多次测试，Zynq 的主站节点的通信周期可以小结为：
周期 = 180+ 轴数*27（单位：us）
即：400us 可以带 8 个从站节点，800us 可以带 22 个轴，1ms 带 30 个从站节点，依次
类推。该方案基本满足中型运动控制系统的需求，对于轴数较多的系统，可以考虑性能更优
的处理器。

三、基于 Zynq 的优势
�
�
�
�

当然，采用Zynq来实现Powerlink 也存在很大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硬件简单，最小系统的解决方案
电源系统简单，系统硬件简洁，BOM 综合成本低
基于CortexA 内核的开发人员众多，开发人员容易上手
比较适合运动控制与非运动控制的节点，特别适合PowerLink 的运动控制

四、咨询与服务
武汉迈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伺服驱动器厂商之一，致力于推动
PowerLink 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其研发团队PowerLink 技术项目组在PowerLink
主站与从站上面积累了很多的实际工程经验，无论是基于x86 平台RTX 与InTime
等实时操作系统上的主站，还是x86 平台RTAI，xenomai，OSADL 等Linux 平台的主站，还
是xilinx，altera，microsemi(actel)，以及通用MCU(ST 与Freescale 的M4)的主站与从站，
我们都有所涉及。
我们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我们愿意与中国PowerLink 技术的同仁一起推动PowerLink
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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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8 基于 FPGA 的高性能 POWERLINK 方案
应用此方案所构成的 POWERLINK 系统可以极大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节省
应用者 CPU 的资源，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同时，因为 IP 核是全硬件数字逻辑构成的，其将
有力的保证了数据安全性、通讯可靠性和极低的数据传输抖动。同时系统的构建成本也很低。

性能和功能描述：
主站周期低至 43μs，最短周期与从站数量有关可以近似等效为 24+19*n（n 为节点数，
n<=6）
。每个从站支持 40 字节 RPDO，40 字节 TPDO 数据。支持站点数和通信数据量可以
根据需求配置。
该主站支持与其他标准 POWERLINK 从站设备互联，如贝加莱 X20 的 IO 模块，迈信，
康尼，新时达等伺服驱动器，openPOWERLINK 设备等。支持 openCONFIGURATOR 的配
置功能。

使用方法：
该模块可以做为POWERLINK的主站/从站的通讯模块。该模块通过16bit的并行接口与
用户的MCU/CPU通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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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详细资料或者购买，请与王谨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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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为草稿版，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
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
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果您需要推广或者购买 POWERLINK 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登陆 POWERLINK 网
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
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
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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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1.0 用户手册-Xilinx
1.基础篇
本篇为入门篇，详细介绍如何编译运行 CNDK1.0 中的示例工程

1.1 评估板硬件介绍

FPGA：Xilinx SPARTAN6 系列 FPGA，型号为 xc6slx16ftg256-2；
JTAG：FPGA 调试接口，引脚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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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RS232 接口，引脚定义如下图；

RESET：复位按钮；
PROG_B：FPGA 的 PROGRAM_B 按钮，按下该按钮后，FPGA 将重新从
FLASH 加载配置文件并运行；
拨码盘：两个 16 进制拨码盘，用于设置 POWERLINK 的节点号；
2×RJ45 接口：两个 RJ45 以太网接口；
DDR2：DDR2 芯片，用于运行 POWERLINK 的软件程序，型号为
MT47H64M16HR，大小为 64MByte；
2×PHY：两个以太网 PHY 芯片，型号为 DP83640；
FLASH：用于存储 FPGA 的配置文件和用户程序，型号为 W25Q80VSSI，
大小为 1MByte；
50MHz 晶振：为 FPGA 和 PHY 的提供 50MHz 时钟；
电源指示灯：评估板接通电源后该灯亮；
用户 LED：4 个用户 LED，在 POWERLINK 的示例程序中使用了其中的两
个（一个用作状态指示灯，一个用作错误指示灯），另外两个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使用；
FPGA DONE：FPGA 的 DONE 指示灯，FPGA 加载完配置文件后该灯常
亮；
电源接口和 40 针扩展接口：评估板的电源接口和 40 针扩展接口，在不同
的示例工程中，引脚的定义不同，也可以自己定义和更改引脚的用途，具体如何
实现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具体介绍，各引脚的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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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源代码文件夹介绍
在源代码根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
01_Documentation：存放的是说明文档和用户手册；
02_Reference_Sources：CNDK 的全部源代码在这个文件夹中，其中几个
主要的文件夹有：
apps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两个 AP 的源代码，ap_PDI 工程为 CNDK 中原有
的 AP 的例子，该例子的代码结构较复杂，学习以及使用需要的时间较长；BriefAp
工程采用了较为简洁的代码结构，实现了大部分应用场合所必须的功能，并配有
相关的设计文档，学习、使用以及移植相对简单，并可以方便的根据应用需要添
加功能；
fpga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 FPGA 的硬件工程，以及 POWERLINK 的 IP core；
libCnApi 文件夹是 ap_PDI 工程的库文件的源代码；
objDicts 文件夹存放了 DirectIO 和 pcp_PDI 两个工程的对象字典的头文件
object.h 和相应的 xdd 文件；
powerlink 文件夹下存放的是 PCP 端的两个工程：pcp_DirectIO 和 pcp_PDI，
以及移植到 FPGA 平台上的 openPOWERLINK 协议栈和驱动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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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文件夹下存放的是打包 FPGA 配置文件和软件的脚本工具，以及从
Flash 中加载应用程序的 bootloader 的源代码。

1.3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方案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方案有以下四种模式：

外部总线扩展
OpenMAC
DirectIO

ARM, DSP…

在 FPGA 内部
集成 AP

only
AP

DPRAM

DPRAM

PCP

PCP

PCP

PCP

openMAC

openMAC

openMAC

openMAC

powerlink

powerlink

powerlink

powerlink

1. openMAC only
该种模式下，FPGA 中只集成 openMAC,MCU 等运行 POWERLINK 所
必需的资源，来运行最基本的 POWERLINK 协议，除此之外无其他功能。
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需要的功能，例如 DI/DO,AI/AO，PWM，
CAN-bus,RS-485 等。
2. DirectIO
在“openMAC only”的基础上增加 IO 功能，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定义
的功能模块。
3. 外部总线扩展
在 FPGA 内部集成了一个双口 RAM
（DPRAM），MCU 可以通过 DPRAM
上的总线接口访问 DPRAM 来控制 PCP 的运行并与 PCP 交换数据，
PCP
负责通信功能，现有的 DPRAM 外部总线接口有 16/8 并行总线接口和
SPI 总线接口。
4. 内部集成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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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的基础上，在 FPGA 内部集成了另外一个 CPU：AP。AP 与 DPRAM
通过内部总线连接，在 AP 端可以添加自己定义的各种功能模块。
在 CNDK 中，提供了 DirectIO、外部总线扩展、内部集成 AP 三种模式的示
例工程，openMAC only 可以在 DirectIO 的基础上去掉 IO 扩展即可实现。

1.4 编译 FPGA 硬件工程
评估板的 FPGA 硬件工程位于 CNDK 根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fpga\xilinx\lx16 文件夹中，在 CNDK1.0 的源码里面，
提供了 3 个硬件工程：
DirectIO：FPGA 上集成了 IO 接口，当从站的数据处理比较简单时可以在
该示例工程上进行扩展；
16bit 并行接口：在 FPGA 内部集成了一个双口 RAM（DPRAM），DPRAM
的一端与 PCP（POWERLINK Communication Processor）连接，另一端通过
扩展 IO 引出，可以与 MCU 连接。MCU 通过读写 DPRAM 可控制 PCP 的运行、
交换 PDO 数据等，当从站上的数据处理较复杂时（例如运动控制等），PCP 的
运算能力不能满足应用要求，此时 PCP 只负责 POWERLINK 的通信，应用程序
在 MCU 上实现；
AP-PCP 双核工程：在 FPGA 中集成了两个 CPU，一个作为 PCP 负责处
理 POWERLINK 的通信，一个作为 AP（Application Processor）控制 PCP 的
运行并处理应用程序。
编译 FPGA 的硬件工程需要安装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2，安装其他版
本可能会造成一些未知的错误。
下面介绍如何编译 FPGA 的硬件工程。
1．打开 Xilinx Platform Studio (Start->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2->
EDK->Xilinx Platform Studio )。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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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 POWERLINK IP-core 的路径。在 XPS 中点击 Edit -> Preferences。

在弹出的页面做如下设置：在“Application”中“Global Peripheral
Repository Search Patch”下点击“Browse…”，在对话框中选择实例中
fpga¥xilinx¥ipcore。设置完以后，将 XPS 关掉，然后再重新开启，这样刚才的
设置才会生效，该设置只需要在首次打开 POWERLINK FPGA 工程前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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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工程。点击 XPS 中“File”->“Open Project”，在弹出的页面中
选择“system.xmp”。

最终弹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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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PS 编译，产生 Bitstream

点击“Hardware”->“Generate Bitstream”, 编译 FPGA 工程，等待编译
完成，这里等待的时间略长。
5．将硬件设计导出到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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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Project”->“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在弹出的页面中
点击“Export Only”。这样会将 bitstream 和 BMM 文件导出到工程目录下的
“SDK\SDK_Export”文件夹下。这样在 SDK 中就可以使用该硬件配置，进行软
件开发了。

1.5 编译软件工程
在 CNDK 的 02_Reference_Sources 目录下有四个软件示例工程，分别是
pcp_DirectIO、pcp_PDI、ap_PDI 以及 BriefAp 四个工程，工程所在文件夹的位
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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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p_DirectIO 是 DirectIO 的软件工程，对应的 FPGA 工程为
lx16_pcp_DirectIO-axi；
pcp_PDI 是带 PDI 接口软件工程，lx16_pcp_16bitprll-axi 和
lx16_ap_pcp_intaxi-axi 的 PCP 端均使用该软件工程；
ap_PDI 和 BriefAp 两个工程是 AP 端的源代码可以在
lx16_ap_pcp_intaxi-axi 工程的 AP 端运行，也可以移植到其他 MCU 上运行。

1.5.1 设置编译环境
下面介绍如何设置软件编译环境。
打开 Xilinx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Start ->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2 -> EDK -> Xilinx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切换工作空间的目录：File -> Switch Workspace -> Other，如下图，选择
工作空间的目录，推荐将工作空间的目录设置为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 文件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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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DK 添加搜索路径，Xilinx Tools->Repositories，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fpga\xilinx\ ipcore 到 Local Repositories 中，如下图。

1.5.2 生成 BSP
在编译软件之前，首先需要生成 BSP（Board Support Package）：
建立 Hardware Platform，File -> New -> Xilinx Hardware Platform
Specifi-cation，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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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内点击 Browse 选择 FPGA 硬件工程中导出的 xml 文件，
填写好硬件平台的名字，点击 Finish 完成 Hardware Platform 的创建，如下图。

建立 BSP 工程，点击 File->New->Xilinx Board Support Package，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第一步中创建的 Hardware Platform，填写 BSP 的工
程名，点击 Finish 完成 BSP 工程建立，如下图。对于双核工程，需要建立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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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CPU 建立一个 BSP 工程，这时，需要在下图中的 CPU 一栏中选择对应的
CPU 名称。

BSP 工程的设置，建立完 BSP 工程后，要查看并设置 BSP 工程，右键点
击第二步中建立的 BSP 工程，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 Board Support Package
Setting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查看并进行设置，需要查看和设置的有如下几点：
在 standalone 中设置 stdin 和 stdout 为 RS232，即使用 RS232 接口作为标
准输入输出，这样调试时的打印信息将通过 RS232 接口输出，如下图。注意，
如果使用默认的 mdm0，即通过调试器打印调试信息会使得程序在执行打印函数
时速度很慢（因为通过调试器作为输入输出时，波特率固定为 9600），在编译
PCP 的软件时如果使用调试模式，将影响 POWERLINK 协议栈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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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rivers 中查看并确认 axi_powerlink_0 的驱动为 axi_powerlink，如下图，
如果驱动为 generic，则在编译 PCP 软件时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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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导入软件工程
点击 File->Import，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 General 下的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点击 Next，进入下一个对话框，如下图。

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点击 Browse，选择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在 Projects 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入的软件工程（也可以
一次全部倒入），点击 Finish 按钮完成软件工程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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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导入的工程，在弹出的列表中点击 Change Reference BSP，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0 中建立的 BSP 工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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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调试及下载
1.6.1 编译软件工程
1.6.1.1 编译参数设置
在每个软件工程下面都有一个 makefile.settings 的文件，在编译软件之前，
需要设置该文件中的每一个配置。其中每个配置的意义如下：
CNDK_DIR：CNDK 源代码路径，该项通常不用改动；
BSP_PATH：BSP 工程的路径，即 0 中建立的 BSP 工程的路径；
HW_PLATFORM_PATH：Hardware Platform 的路径，即 0 中建立的
Hard-ware Platform 的路径；
BOARD_NAME：评估板的名称，对于本文中的硬件，需要设置为“lx16”；
BUS_INTERFACE：FPGA 工程中使用的内部总线的名称，对于 lx16 评估
板所提供的示例程序，全部基于 AXI 总线，因此，该项需设置为“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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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R_NAME：处理器名称，对于 PCP 的工程需设置为“pcp”，
对于 AP 的工程，需设置为“ap”；
VIRT_ETH：虚拟以太网开关，如果需要传输其他以太网协议的数据包，例
如 IP 协议，需要将该项设置为“yes”，如果不需要传输其他以太网协议的数据
包，建议将该项设置为“no”，以减小编译后的程序的大小；
PROC_FEATURES：处理器的特征描述，需要根据 CPU 的具体配置以及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描述设置每一项；
DBG_MODE：调试模式，在调试软件时需要设置为“_DEBUG”，在完成
调试后，将软件烧写到 Flash 时建议使用“NDEBUG”，即关闭调试，需要注
意的是，PCP 如果工作在调试模式下会影响协议栈的性能，使得该节点不能工
作在比较短的循环周期下（500μs 以下），如果需要该节点工作在较短的循环
周期下，需要关闭 PCP 端的调试功能；
DEF_DEBUG_LVL：调试级别，在调试模式下，根据实际需要和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说明进行设置；
OPT_LEVEL：编译器的优化级别，建议使用 o3 优化级别来提高协议栈的
性能；
DEBUG_FLAG：编译器的调试标志，在非调试模式建议设置为 g0 级别，
以减少编译后的程序的大小。

1.6.1.2 编译软件工程
完成编译参数的配置后就可以编译软件工程了，可以通过右键点击 SDK 的
Project Explorer 窗口中的工程，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 Build Project 来编译工程。
在编译软件工程前，需要先编译 BSP 工程。
除了上述方法外，还可以使用 Make Target 来编译工程。在 SDK 中点击
Window->Show->Make Target，打开 SDK 的 Make Target 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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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ke Target 窗口中展开软件工程的目录，可以直接双击目标项来编译
软件工程，如下图。

all：编译软件工程；
clean：清除编译产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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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_flash：将 FPGA 的配置文件和编译生成的软件组合成一个 Flash 文件；
prog_flash：将生成的 Flash 文件下载到评估板的 Flash 中。
注意，在调试软件工程时不需要执行 gen_flash 和 prog_flash。

1.6.2 软件的调试
编译好软件后就可以通过调试器在评估板上进行软件的调试了。首先按照原
理图将 JTAG 调试器与评估板连接，然后连接评估板的电源，并将 JTAG 调试
器与 PC 连接。如果调试中需要使用 RS232 串口观察 CPU 的打印信息，需要按
评估板的原理图将 RS232 串口通过交叉线与 PC 的串口连接。
连接好后，点击 SDK 的 Xilinx Tools->Program FPGA，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下载到评估板上的硬件工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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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OK 按钮，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确认信息正确后，点击 Program 按
钮，开始下载 FPGA 配置到评估板上，如下图。

在 Project Explorer 中选中软件工程，点击菜单栏的 Run->Debug
Configura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双击 Xilinx C/C++ ELF，对各配置项进行配
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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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设置有：
如果使用评估板上的串口输出调试信息，需要在 STDIO Connection 选项卡
下，勾选 Connect STDIO to Console，在 Port 中选择对应的连接在 PC 上的串
口，并设置波特率为 115200。如果使用 JTAG 调试器作为输入输出接口，需要
在 Port 中选择 JTAG UART。选择哪个端口作为输入输出接口需要与 0 下的 0
中的设置相同，才能在调试时在 Console 窗口中看到 CPU 输出的信息。
在双核工程中需要注意在 Device Initialization 选项卡下将 Reset Type 设置
为 Reset Processor Only。
完成配置后，点击 Apply 按钮保存配置内容，点击 Debug 按钮开始调试。

1.6.3 测试从站
在调试时可以使用 Windows 作为主站来测试从站。如何测试从站将在第二
章 DirectIO 的应用中做介绍，其他工程的测试，可以参照 DirectIO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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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下载到 Flash
完成软件的调试后，就可以将 FPGA 配置和软件打包下载到 Flash 中了。
在下载到 Flash 之前，需要在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将调试相关的内容关闭，
设置完后，保存文件。在 Make Target 窗口中双击 clean，清除之前编译产生的
文件；双击 all，编译生成新的文件；双击 gen_flash，将 FPGA 配置和软件打包
为一个文件；双击 prog_flash，将打包后的文件下载到 FPGA 上的 Flash 芯片中。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需要调试 mem_bootloader，否则不需要更改
mem_bootloader 中的 makefile.settings 中的任何内容，以及 mem_bootloader
工程下的任何文件，甚至不需要导入该工程到 SDK 中，在 pcp 的软件工程中，
执行 gen_flash 会自动编译 mem_bootloader 工程。

2.中级篇
本篇介绍如何应用 3 个示例工程
介绍如何应用 lx16 评估板
3 个 FPGA 工程的详细介绍

2.1DirectIO 的应用

DirectIO 介绍 configPORT 和 latchPORT
MAN_OAT113110_11_V100 - Part I - Hardware Design and IP-Core
Settings.docx
DirectIO 工程适合从站作为一个 IO 站，即只是简单的将接收到的数据转换
为信号输出或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数据发送。
在 DirectIO 模式下，POWERLINK 的 IP core 中提供了一个 32 位的 IO 接
口，32 位 IO 接口按字节分为 4 个端口，每个端口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输入端口
或输出端口。
每个端口上有一个锁存器接口，当一个端口作为输入端口时，对应的锁存器
接口被激活。当锁存器接口为高电平时，对应端口上的数据有效，此时内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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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值会随端口上数据的变化而变化，当锁存器接口为低电平时，内部寄存器的
值为端口上最后一次的有效数据，其值不在随端口上的数据而变化。当一个端口
上外接一个 AD 转换器时，可以将 AD 转换器的转换结束状态信号（EOC）接到
锁存器上，这样端口内部寄存器上的数据始终为 AD 转换器的最后一次有效数
据。如果端口不需要数据锁存功能，应将锁存器接口接到 VCC，或在 FPGA 内
部接高电平。
每个端口上有一个数据有效信号，当一个端口作为输出端口时，该信号有效。
FPGA 上电或复位后，该信号为低电平，当向输出端口写入数据（该操作在软件
的同步回调函数中）后，该信号为高电平。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选择使用该
信号。

2.1.1FPGA 工程介绍及应用
在 XPS 的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中的 Ports 选项卡下，可以查看并
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 IO 端口，如下图。

IO 端口的接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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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_pconfig：IO 端口的配置接口，宽度为四位，分别对应四个 IO 端口，配
置接口上为“0”时表示对应的 IO 端口为输出端口，为“1”时表示对应的端口
为输入端口。可以在 Net 一栏中直接写入数据来配置端口，如 0b1110 表示，1
号端口为输出端口，2、3、4 端口为输入端口，也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的引脚上，通过硬件开关来配置端口。
pio_portinlatch：输入锁存器接口，宽度为四位，分别对应四个 IO 端口的锁
存器。可以在 Net 一栏中直接写入数据来设置输入端口的锁存器为高电平，如
0b1110 设置 2、3、4 输入锁存为有效，如果事先不确定哪个端口做为输入端口，
也不需要使用锁存器功能，可以将所有的锁存器设置为有效，即在 Net 一栏中填
入 0b1111。如果应用中需要使用该信号，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引脚。
pio_portio：IO 端口，宽度为 32 位，按字节分为四个端口，输入输出由
pio_pconfig 来配置。
pio_portOutValid：输出有效信号，IO 端口作为输出端口时，当端口上的数
据有效时，该信号为高电平，FPGA 上电或复位后，该信号为低电平。如果需要
使用该信号，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引脚上。
pio_operational：协议栈是否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的信号，协议栈处于
operational 状态时，该信号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在应用 DirectIO 工程时，仅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要，更改上面所述的 IO 端
口的配置即可，没有必要更改 FPGA 工程中的其他配置。

2.1.2 软件工程介绍及应用
在 DirectIO 的软件工程中，将输入端口上的数据（digitalIn[4]）与索引为
0x6000 子索引为 1 到 4 的 4 个对象链接在了一起，将输出端口上的数据
（digitalOut[4]）与索引为 0x6200 子索引为 1 到 4 的 4 个对象链接在了一起。
程序运行时会根据每个端口的配置（pio_pconfig 的值），决定是将端口上
的数据读入到 digitalIn 数组中对应的元素内，还是将 digitalOut 数组中的数据写
入到对应的端口上输出。由于一个端口在同一时间只能作为输入端口或输出端
口，因此一个端口上的数据只能有一个方向。例如，2 号端口配置为输入端口，
程序运行时，2 号端口上的数据会被读入到 digitalIn[1]中，此时 digitalOut[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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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不再有效（即使在 POWERLINK 的网络配置中使用了 0x6200/02 对象，
其数据也不会被输出）。因此在 POWERLINK 组网时，配置 DirectIO 的节点时，
应根据实际的 IO 端口配置来进行配置。作为输入的端口，只能配置为 TPDO（此
时使用 0x6000 索引），不能配置为 RPDO；作为输出的端口，只能配置为 RPDO
（此时使用 0x6200 索引），不能配置为 TPDO。

2.1.3Windows 做主站进行测试
下面以一个 Windows 做主站的例子来叙述如何通过
openCONFIGURATOR 来使用 DirectIO 的从站。

2.1.3.1openCONFIGURATOR 配置
打开 openCONFIGURATOR 软件，新建一个工程，使用默认的主站，如下
图。

点击 OK，完成新建工程。点击菜单栏的 View 菜单，点击 Advanced View，
如下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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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work Browser 中选择 openPOWERLINK_MN(240)，在主窗口中设置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例如 5000μs，如下图。

右键点击 Network Browser 中的 openPOWERLINK_MN(240)，在弹出的列
表中选择“Add CN…”，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Import XDC/XDD，点击 Browse，
选择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objDicts\Direct_IO 文件夹中的
00000000_POWERLINK_CN_DS401_DirectIO.xdd，设置节点号，点击 Ok 完
成 XDD 的导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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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work Browser 中展开 CN_1(1)->PDO，选中 TPDO 或 RPDO 来配置
从站的 PDO 数据。根据示例工程中 IO 端口的配置（pio_pconfig=0b1110）可
知，1 号端口为输出端口，2、3、4 号端口为输入端口，因此 1 号端口上的数据
可以配置为 RPDO，对应的对象字典为 0x6200/01；2、3、4 号端口上的数据可
以配置为 TPDO，对应的对象字典为 0x6200/02、0x6200/03、0x6200/04。
TPDO 的配置如下图。

RPDO 的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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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 TPDO 和 RPDO 后要分别点击 Save 按钮保存配置。配置完成后，
点击工具栏中的 Build Project 按钮，编译工程，生成 cdc 文件和 Xap.h 头文件，
如下图。

2.1.3.2 编译 Windows 主站
在此介绍的是 openPOWERLINK1.8.2 版本的 Windows 主站的编译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 1.8.x 版本。较早版本的协议栈，请直接打开 openPOWERLINK
源代码下面 Examples\X86\Windows 文件夹中的示例工程即可，省略下面提到
的 CMake 的配置过程。
openPOWERLINK1.8.x 版本的协议栈使用 CMake 来管理源代码工程，因
此，需要先安装 CMake 软件，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上下载 windows 下的安装包来
安装 CMake 软件：http://www.cmake.org/cmake/resources/soft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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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 CMake 软件后，打开 CMake 软件，点击 Browse Source 选择
openPOWERLINK 的源码目录，点击 Browse Build 选择构建目录，如下图。

点击上图界面中的 Configure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Windows 上安
装的编译环境（建议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选择 Use default native
compilers，点击 Finish 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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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会根据编译环境对工程进行配置，等待配置完成后，将出现如下界面。

405

王谨秋

保持上图所示的默认配置即可，点击 Generate 按钮，生成 Visual Studio 的
工程。这时可以在界面下方的看到输出 Generating done，说明生成工程成功。
将 openCONFIGURATOR 生成的 Xap.h 文件（在 openCONFIGURATOR
工程目录下的 cdc_xap 文件夹中）复制到 openPOWERLINK 源代码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 文件夹中。
在构建目录下面打开 ALL_BUILD.vcproj 工程文件，如下图。

Xap.h 中包含输入输出的结构体定义，Xap.h 替换后，原有的结构体发生了
改变，因此我们需要修改同步回调函数中的代码，避免编译错误。
工程打开后，在 Solution Explorer 中打开 demo_mn_console 工程下 Demo
Application 中的 demo_main.c 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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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同步回调函数的代码如下。
t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tEplKernel

EplRet;

EplRet = EplApiProcessImageExchange(&AppProcessImageCopyJob_g);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return EplRet;
}
AppProcessImageIn_g.CN1_M00_DigitalOutput_00h_AU8_DigitalOutput

=

AppProcessImageOut_g.CN1_M00_DigitalInput_00h_AU8_DigitalInput01;
return EplRet;

}
在上述代码中只是简单的将 1 号输入端口（DirectIO 的端口 2）上的数据，
在输出端口（DirectIO 的端口 1）上输出。
修改完同步回调函数的代码后，编译工程。

2.1.3.3 运行 Windows 主站
工程编译完后，将 openCONFIGURATOR 生成的 mnobd.cdc 文件（在
openCONFIGURATOR 工程目录下的 cdc_xap 文件夹中）和构建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powerlink_user_lib\Debug\openPOWERLINK.dll 文件
复制到 openPOWERLINK 构建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Debug 文件夹中。
点击 Start Debugging 按钮或按 F5 键开始调试程序，首次运行需要制定 exe
文件，在下图的对话框中点击 选择 Browse…，

407

王谨秋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构建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Debug\demo_mn_console.exe 文
件，如下图。

程序运行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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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评估板连接的网卡的序号，按回车键开始运行主站。需要注意的是，
Windows 做主站的时候需要先运行从站，在网络连接正常（评估板上网口的 Link
灯，即绿色灯亮）后再运行 Windows 主站。
Windows 主站运行后，此时在评估板的 1 号端口上接上 LED 灯，在 2 号端
口上接上按钮。通过 2 号端口的按钮就可以控制 1 号端口上的 LED 灯。断开主
站后 2 号端口失去对 1 号端口的控制能力。

2.2 PCP 的应用
本节主要以 lx16_pcp_16bitprll-axi 硬件工程介绍 PCP 端的硬件及软件的应
用，对应的 AP 的应用将在下节中介绍。

2.2.1 硬件的介绍及应用
lx16_pcp_16bitprll-axi 硬件工程是一个基于 16 位并行接口的 PCP 工程，使
用其它支持外部 16 位 RAM 扩展功能的 MCU 可以采用外部总线通过评估板的
扩展引脚与评估板连接，控制 PCP 运行，并通过 PCP 与 POWERLINK 网络交
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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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POWERLINK IP Core 的配置
在 lx16_pcp_16bitprll-axi 工程中，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参数。下面介绍如何根据需要设置参数。
打开 lx16_pcp_16bitprll-axi 硬件工程后，在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的
Bus Interface 下双击 axi_powerlink_0，如下图。

打开的 IP Core 设置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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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PDI 选项可以对 PDI 的参数进行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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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中需要根据需要进行设置的参数有：
Number of RPDO buffers：RPDO buffer 的数量，取值范围为 1~3，其中一
个 buffer 用来接收主站的 PDO 数据，另外两个 buffer 用来与其他从站做交叉通
信，如果不需要交叉通信功能，该值可以设置为 1，当设置为 3 时，对多支持与
另外两个从站做交叉通信；
RPDO buffer size：RPDO buffer 的大小，单位为字节，根据应用中从站实
际需要接收的最大数据量来设置具体数值；
Number of TPDO buffers：TPDO buffer 的数量，只能设置为 1，因为从站
在一个循环周期内只能发送一次 TPDO；
TPDO buffer size：TPDO buffer 的大小，单位为字节，根据应用中从站实
际需要发送的最大数据量来设置具体数值；
Asynchronous buffer 0/1 size：异步缓冲区的的大小，单位为字节，用于设
置 AP 与 PCP 进行异步通信的缓冲区的大小，通常不用更改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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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LED outputs：是否使能 LED 输出，不建议更改该项内容，因为
POWERLINK 的工作状态指示灯和错误指示灯是通过 PDI 接口引出的，设置为
false 将使这两个指示灯失效；
Use low-jitter SYNC IRQ with SoC timestamps for AP synchronization：是
否使用低抖动的同步中断信号，该项为 ture 时，POWERLINK IP Core 在收到
SOC 数据帧后会直接通过 FPGA 硬件产生中断信号供 AP 使用，否则该信号由
PCP 软件中的同步回调函数产生，此时抖动较大；
Handle events in hardware：该项设置为 true 可以通过硬件加快 AP 对事件
的响应。
选中 Parallel interface 可以对并行接口进行设置，如下图。

需要更改的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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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interface Polarity：并行总线的控制引脚（CS，RD，WR，BE 等
信号）的极性，Low Active 表示控制引脚为低电平有效，High Active 表示控制
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Data width of the parallel interface：并行接口的数据宽度，8 为 8 位，16
为 16 位宽度；
Parallel interface endianness：并行接口的排列顺序，Little Endian 表示小
端在前，Big Endian 表示大端在前，通常选择 Little Endian。

2.2.1.2 POWERLINK IP Core 中引脚的设置
在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更改 FPGA 上的引脚与 POWERLINK IP Core
中的逻辑引脚的连接关系，下面介绍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相关引脚的设置。
中断信号引脚
在 Ports 窗口中可以看到中断的相关引脚，如下图红色框中的内容

ap_syncIrq 和 ap_syncIrq_n 是同步中断信号的一组，ap_syncIrq 应用在高
电平触发或上升沿触发中断的时候，ap_syncIrq_n 应用在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
触发中断的时候，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其中一个使用即可；
ap_asyncIrq 和 ap_asyncIrq_n 是异步中断信号的一组，ap_syncIrq 应用
在高电平触发或上升沿触发中断的时候，ap_syncIrq_n 应用在低电平触发或下
降沿触发中断的时候，异步中断用于 AP 响应 PCP 发送给 AP 的事件，该事件
可以通过中断来处理（此时需要异步中断信号）也可以通过轮询的方式来处理（此
时不需要异步中断信号），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其中的一个使用即可。
并行接口信号引脚
并行接口的引脚的设置在 PAP 下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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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_addr：并行接口的 16 位地址线引脚；
pap_data：并行接口的 16/8 位数据线引脚；
pap_cs_n：并行接口的片选信号引脚；
pap_rd_n：并行接口的读信号引脚；
pap_wr_n：并行接口的写信号引脚；
pap_be_n：并行接口的 BE 信号引脚。

2.2.1.3 硬件工程中默认的 FPGA 引脚配置
在 lx16_pcp_16bitprll-axi 工程中，多功能扩展接口的引脚的定义如下表。
引脚功能

FPGA 引脚

引脚编号

FPGA 引脚

引脚功能

SYNC_IRQ

P15

1

2

——

5V(输入)

ASYNC_IRQ

P16

3

4

——

3.3V(输入)

PDI_ADDR[0]

N16

5

6

N14

PDI_DA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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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_ADDR[1]

M16

7

8

M15

PDI_DATA[1]

PDI_ADDR[2]

L16

9

10

L14

PDI_DATA[2]

PDI_ADDR[3]

K16

11

12

K15

PDI_DATA[3]

PDI_ADDR[4]

J14

13

14

J16

PDI_DATA[4]

PDI_ADDR[5]

K11

15

16

H16

PDI_DATA[5]

PDI_ADDR[6]

K14

17

18

K12

PDI_DATA[6]

PDI_ADDR[7]

H14

19

20

J13

PDI_DATA[7]

PDI_ADDR[8]

H13

21

22

H11

PDI_DATA[8]

PDI_ADDR[9]

F14

23

24

G12

PDI_DATA[9]

PDI_ADDR[10]

E13

25

26

F13

PDI_DATA[10]

PDI_ADDR[11]

E12

27

28

D14

PDI_DATA[11]

PDI_ADDR[12]

G11

29

30

F12

PDI_DATA[12]

PDI_ADDR[13]

G16

31

32

H15

PDI_DATA[13]

PDI_ADDR[14]

F16

33

34

G14

PDI_DATA[14]

PDI_ADDR[15]

E16

35

36

F15

PDI_DATA[15]

PDI_CS_n

D16

37

38

E15

PDI_BE_n[1]

PDI_RD_n

C15

39

40

C16

PDI_BE_n[0]

PDI_WR_n

B15

41

42

B16

——

——

43

44

——

GND

GND

需要说明的是，PDI 接口的地址线的连接需要根据 MCU 的要求进行连接，
通常是 MCU 的 ADDR[0]与 PDI_ADDR[1]连接，MCU 的 ADDR[1]与
PDI_ADDR[2]连接，依次类推；有的 MCU 的外部地址线有内部移位功能，此时
需要 MCU 的 ADDR[0]与 PDI_ADDR[0]连接，
MCU 的 ADDR[1]与 PDI_ADDR[1]
连接，依次类推。通常只要连接 PDI_ADDR[0]~ PDI_ADDR[13]即可寻址 PDI
接口的所有数据，PDI_ADDR[14]和 PDI_ADDR[15]可以不连接，不连接的地址
线引脚建议接地（FPGA 内部或外部）。虽然地址线引脚已经在 FPGA 内部做
了下拉处理，为了防止外部电路的干扰，建议不使用的引脚在外部进行接地。

2.2.2 软件的介绍及应用
lx16_pcp_16bitprll-axi 工程对应的软件工程为 pcp_PDI，在应用中不建议修
改 PCP 端的软件工程的代码。在实际应用中，只需要根据工程需要修改 object.h
中的对象字典的定义即可。在 PDO 数据总量较大时（RPDO+TPDO 的数据总
量超过 100 字节）需要根据实际 PDO 数据总量修改 pcpPDO.c 中第 42 行中关
于最大通信数据量的宏定义，如下。
#define PCP_PDO_MAPPING_SIZE_SUM_MA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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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宏默认为 100，根据需要设置该宏的值。
关于 MCU 上软件工程，请参考 BriefAp 工程的介绍：
《如何实现一个 AP》，
其中详细叙述了如何实现一个 AP 工程，以及 BriefAp0.1.0 到 0.7.1 版本的开发
过程。最新的 BriefAp 工程的版本号为 1.0.0，该版本在 0.7.0 的基础上，将其由
仅支持 Altera 的 Nios II 平台改为支持 Altera 的 Nios II 平台、Xilinx 的 MicroBlaze
平台，并给出了一个基于 STM32F20x 的 ARM 的例子。

2.3 AP-PCP 的应用
AP-PCP 是在 FPGA 内部集成了两个 CPU：ap 和 pcp。其中 pcp 负责
POWERLINK 通信，AP 负责处理应用。两个 CPU 使用内部 AXI 总线通过 DPRAM
连接进行通信。对应的 FPGA 工程为 lx16_ap_pcp_intaxi-axi。

2.3.1 硬件介绍及应用
2.3.1.1 POWERLINK IP Core 的配置
在 lx16_ap_pcp_intaxi-axi 工程中，POWERLINK 的 IPCore 的设置请参考
0 中的内容，不同的是，在 lx16_ap_pcp_intaxi-axi 工程中由于使用的是内部 AXI
总线，因此不在需要设置 Parallel interface 中的内容，也不需要设置相关的引脚。

2.3.1.2 AP 端的配置
在 AP 端连接了两个 GPIO 外设，AP_Output 为 24 位的输出，AP_Input
为 16 位的输入，这 40 个 IO 均连接到了多功能扩展接口上，引脚定义如下表。
引脚功能

FPGA 引脚

引脚编号

FPGA 引脚

引脚功能

GPIO_O[0]

P15

1

2

——

5V(输入)

GPIO_O[1]

P16

3

4

——

3.3V(输入)

GPIO_O[2]

N16

5

6

N14

GPIO_I[0]

GPIO_O[3]

M16

7

8

M15

GPIO_I[1]

GPIO_O[4]

L16

9

10

L14

GPIO_I[2]

GPIO_O[5]

K16

11

12

K15

GPIO_I[3]

GPIO_O[6]

J14

13

14

J16

GPIO_I[4]

GPIO_O[7]

K11

15

16

H16

GPIO_I[5]

GPIO_O[8]

K14

17

18

K12

GPIO_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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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_O[9]

H14

19

20

J13

GPIO_I[7]

GPIO_O[10]

H13

21

22

H11

GPIO_I[8]

GPIO_O[11]

F14

23

24

G12

GPIO_I[9]

GPIO_O[12]

E13

25

26

F13

GPIO_I[10]

GPIO_O[13]

E12

27

28

D14

GPIO_I[11]

GPIO_O[14]

G11

29

30

F12

GPIO_I[12]

GPIO_O[15]

G16

31

32

H15

GPIO_I[13]

GPIO_O[16]

F16

33

34

G14

GPIO_I[14]

GPIO_O[17]

E16

35

36

F15

GPIO_I[15]

GPIO_O[18]

D16

37

38

E15

GPIO_O[23]

GPIO_O[19]

C15

39

40

C16

GPIO_O[22]

GPIO_O[20]

B15

41

42

B16

GPIO_O[21]

——

43

44

——

GND

GND

另外，评估板上的串口连接在 AP 端，可以用作调试输出，也可以用作与其
他设备通信。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在 AP 端添加其他外设控制器，替换 AP_Output 和
AP_Input，通过扩展接口与外部设备连接。

2.3.2 软件介绍及应用
PCP 端
lx16_ap_pcp_intaxi-axi 硬件工程，PCP 端对应的软件工程为 pcp_PDI，相
关应用请参考 0。

AP 端
AP 端有两个工程可供选择使用：ap_PDI 是 CNDK 中原有的 AP 的例子；
BriefAp 是一个代码简明的 AP 的例子。在此主要说明如何使用 BriefAp 工程，
关于 BriefAp 的设计以及 DPRAM 的结构请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
在应用 BriefAp 工程的使用，有 3 个函数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修改。
main()函数
需要修改的包括：
PCP 初始化参数 InitPcpParam，根据应用需要更改各个参数的实际值，该
结构体中的参数是用来初始化 PCP 端 POWERLINK 协议栈的，其意义与
418

王谨秋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的意义相同，需要注意的是 m_bNodeId 的值，如果需
要通过 PCP 端的拨码开关来设置节点号，该参数需要设置为“0”；
AP 初始化参数 InitCnApiParam，通常不用修改，需要注意的是
m_wNumObjects 参数，该参数定义了链接变量时最多的对象个数，根据实际应
用时最大的链接个数来确定该值；
CnApi_initSyncInt()函数定义了 AP 能够接受的同步中断的时间间隔，参数
为(最小值，最大值)，单位为微秒；
使用 CnApi_linkObject()函数链接变量，采纳火速为(索引值，子索引值，变
量长度，变量地址)，变量长度的单位为字节；
变量的初始化，变量的初始化要在 while 执行之前完成。
事件回调函数 processEvent()：
处理 PCP 端发送给 AP 的事件，该函数类似于 openPOWERLINK 中的
AppCbEvent()函数，相关的事件类型与参数与 openPOWERLINK 中类似，具体
意义可以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
同步回调函数 CnApi_AppCbSync()：
该函数会在同步中断中被调用，对于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输入输出等）应
根据实际需要在该函数中完成。

3.高级篇
本篇介绍如何将 CNDK 移植到其他的板子上。
移植有两种实现方法，一种是新的板子与 CNDK 中提供的示例中的板子比
较相似，此时可以通过更改示例工程中的参数（FPGA 型号，物理引脚，RAM
参数等）来适合新的板子；另一种是新建一个工程，添加相关的外设以及设置参
数来实现一个可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的片上系统。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新建一个硬件工程，并逐步添加外设，实现一个可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的片上系统。本篇将以 Lx16 评估板为例，介绍如何构建一
个偏上系统，并移植 POWERLINK 软件工程到该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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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基本系统
在添加 POWERLINK IP Core 之前，首先要建立一个基本的片上系统，该
系统应具有一个或两个 CPU（根据实际应用决定），一个外部 RAM 控制器。
打开 XPS 软件，在开始的对话框中选择 Base System Builder wizard，点
击 OK 按钮，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点击 Project File 处的 Browse 按钮选择工程文件的存
放目录，并选择使用 AXi 总线，如下图，点击 OK 按钮进入 Base System Builder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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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ase System Builder 窗口中选择 Create a System for a Custom Board，
并设置 FPGA 的型号以及时钟频率，复位电平等信息，选择系统的 CPU 的个数，
设置好后点击 next 进入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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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窗口中点击 Add Device，添加外部 RAM 控制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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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与 PCB 上对应的 RAM 的控制器，例如 DDR2 可选择
S6_DDRX_MEMORY 控制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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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OK 按钮将外部 RAM 控制器添加到系统中，点击 Base System Builder
窗口中的 Finish 按钮完成系统的创建。创建好的系统如下图。

打开 system.mhs 文件做如下修改：
将时钟引脚做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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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TRL+H，将 mhs 文件中的“microblaze_0”全部替换为“pcp”，因
为软件工程中默认的 CPU 的名称为“pcp”，替换后可以不必修改软件工程。
在 System Assembly View 中双击外部 RAM 控制器，设置外部 RAM 控制
器的参数，由于不同的 RAM 的设置不同，在此不详细叙述，请参考相关的技术
文档或教程进行设置。
打开 system.ucf 文件，编写约束，Lx16 评估板的基本系统的约束如下：
NET CLK_P LOC = "M7"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RESET LOC = "C9"| IOSTANDARD = LVCMOS33 | TIG;
NET rzq IOSTANDARD = "LVCMOS18_JEDEC";
NET "CLK_P" TNM_NET = sys_clk_pin;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 kHz;

编译硬件工程，参考 0 中硬件编译的第 4 步进行。
在 SDK 中建立 Hardware Platform 和 BSP 工程，并建立 Memory Tests 工
程测试内存的读写是否成功，以验证基本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关于 Memory Tests
工程的建立和测试请参考 Xilinx 的相关文档或教程。

3.2 FPGA 硬件工程移植
POWERLINK IP Core 设置
在完成了基本系统的创建并通过 Memory Tests 之后就可以添加
POWERLINK 的 IP Core 到系统中了，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Global Peripheral
Repository0 下，Industrial Ethernet 下的 AXI_POWERLINK，来添加
POWERLINK 的 IP Core，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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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参数。下面详细介绍需要根
据实际应用进行设置的各个参数的意义。

General 的设置
在 User 选项卡下的 General 窗口中，需要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工
作模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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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IO：Direct IO 模式；
Parallel interface：FPGA 内部集成 DPRAM，DPRAM 的 AP 端接口为并行
总线接口；
SPI interface：FPGA 内部集成 DPRAM，DPRAM 的 AP 端接口为 SPI 总
线接口；
AXI bus：FPGA 内部集成 DPRAM，DPRAM 的 AP 端接口为 AXI 总线接
口，该模式下需要在 FPGA 内部集成 AP；
openMAC only：在 FPGA 内部只集成了 openMAC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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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MAC 的设置
openMAC 的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Packet Buffer Location：MAC 收发数据包的存放位置，有三种模式可以选
择：
Tx and Rx into BRAM ：将以太网 MAC 收发的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BRAM 中。使用 BRAM 的好处是速度快，但需要更多的 FPGA 资源，FPGA 的
BRAM 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建议使用。
Tx into BRAM and Rx over AXI：将以太网 MAC 要发送的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BRAM 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包放到 AXI 总线上的外部存储单元（如外部
SRAM），这里的外部存储单元也是用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程序的堆栈。
Tx and Rx over AXI：将以太网 MAC 接收/发送的数据包放到 AXI 总线上的
外部存储单元（如外部 SRAM），这里的外部存储单元也是用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程序的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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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BBRAM 中时，优点是数据收发会比较快，
缺点是实现这个 Buffer 需要 FPGA 资源。当数据包放到 AXI 总线上的其他存储
单元时，缺点是数据要经过 AXI 总线传输，速度会比较慢；优点是不需要 FPGA
资源，而且外部的 SRAM/SDRAM 容量可以很大。因此，如果传输的数据量小，
要求速度快，就选择 Tx and Rx into BRAM；如果传输的数据量大，不要求速度
快，就选择 Tx and Rx over AXI。而 Tx into BRAM and Rx over AXI 是一种折
衷的方案。使用 AXI 总线上的其他存储单元时，为了加快总线的传输，在
openMAC 中实现了一个数据的 FIFO 和 DMA。FIFO 的大小和允许的 Burst 的
大小可以在 POWERLINK IP-core 的“system”项里进行设置。
Set Ethernet Ports Interface：openMAC 与以太网 PHY 之间的接口，是
MII 还是 RMII。这里推荐使用 RMII 接口。
Generate OpenHUB for 2nd Ethernet Port：为了拓扑方便，可以在 FPGA
中实现一个 Ethernet HUB，这时就可以带有２个以太网接口。如果需要第二个
以太网接口，此项设置为 true。
Number of SMI interface：PHY 的 SMI 控制总线的数目，当使用两个 PHY
时，如果两个 PHY 使用的是同一个 SMI 总线接口，该值设置为 1 即可；如果两
个 PHY 使用各自的 SMI 总线接口，则需要设置为 2。
Number of RX Buffers(MTU=1500bytes)for openMAC only mode：在
openMAC only 模式下，接收缓冲区的数目，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 1500 字节。
Size of the MAC TX packet buffer for openMAC only mode：在 openMAC
only 模式下，发送缓冲区的大小需要手动设置，作为 POWERLINK 从站需要两
个发送缓冲区，每个缓冲区都包含以下的数据帧：TPDO (1500 字节)、Asnd
(1500 字节)、IdentResponse(180 字节)、StatusResponse (76 字节)、
NMTRequest(180 字节) 以及 SyncResponse (64 字节)。上述情况下，最小的
缓冲区大小为： (1500 字节 +1500 字节 + 64 字节 + 180 字节 + 76 字节 + 64
字节) * 2 ~=7000 字节。
Enable Virtual Ethernet driver：是否使用虚拟以太网驱动器，如果需要在
POWERLINK 网络上传输其他以太网协议的数据，需要将该项设置为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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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Ethernet driver:Number of pending RX packets：虚拟以太网驱动需
要额外的缓冲区接收其他协议的以太网数据包，该项设置接收数据包的缓冲区的
数目，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 1500 字节。
Instance an ODDR2 component to stabilize the phy clocks：当 PHY 工作
在 RMII 模式下，如果 PHY 的 RX/TX 时钟没有连接在 FPGA 上的专用时钟引脚
上，此时可以将该项设置为 true 来稳定时钟信号。

PDI 的设置
PDI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Parallel interface、SPI
interface 或 AXI bus 三种模式下，PDI 的设置请参考 0 中的叙述。

Parallel interface 的设置
Parallel interface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Parallel
interface 模式下，具体设置请参考 0 中的叙述。

SPI interface 的设置
SPI interface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SPI interface 模式
下，SPI interface 设置的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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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 interface endianness：SPI 接口的字节次序，Little Endian 为小端在前，
Big Endian 为大端在前，通常需要工作在 Little Endian 模式。
SPI in CPHA mode：选择 ture 使能 API 接口的 CPHA 模式。
SPI in CPOL mode：选择 ture 使能 API 接口的 CPOL 模式。

Direct IO 的设置
Direct IO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Direct IO 模式下，Direct
IO 设置的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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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RPDO buffers：RPDO 缓冲区的数目，一个用来接收主站的数
据，另外两个用来接收其他从站的数据，实现交叉通信，如果不需要交叉通信功
能可以设置为 1。
Number of TPDO buffers：TPDO 缓冲区的数目，对于从站，只需要一个
TPDO 的缓冲区。
Direct IO value length：IO 端口在多少个 POWERLINK 周期后数据有效，
因为从站再接到网络中后，主站有一个配置过程，在此过程中，收发的数据是无
效的。

System 的设置
在 System 选项卡下面是 POWERLINK IP Core 中的各个数据区的地址及总
线的参数的设置，地址可以在 System Assembly View 中设置。通常情况下，总
线的参数不用进行更改。

432

王谨秋

Misc 的设置
杂项的设置，该选项卡下设置是否开启 DMA 的观察器，用于监视 DMA 的
工作状态（读写数据是否成功），主要用作调试。当不适用外部 RAM 做为 RX
或 TX 的缓冲区时，该项为关闭状态，不可设置。

Interconnect Settings for BUSIF 的设置
各个数据区的总线参数的设置，只有该总线使用的时候，才能进行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端口的连接
在 Ports 窗口中可以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端口的连接，如下图。

test_port：POWERLINK IP Core 的测试端口，可以不用连接。
clk100：100MHz 的时钟输入。
mac_irq，tcp_irq：MAC 的中断输出引脚，需要连接到中断控制器。
ap_syncIrq，ap_syncIrq_n，ap_asyncIrq，ap_asyncIrq_n：PDI 的中断信
号，需要连接到 AP 端，具体连接请参考 0 中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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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AXI_MAC_DMA_md_error：openMAC 的 DMA 错误信号，供调试使用，
通常可以不连接。
S_AXI_MAC_REG，S_AXI_MAC_PKT，S_AXI_PDI_PCP：POWERLINK
IP Core 的各种数据区的总线接口。
PHY：PHY 的 SMI 总线接口，包含：phy_SMIDat，数据端口，需要与 PHY
的 SMI 数据端口连接；phy_SMIClk，时钟端口，需要与 PHY 的 SMI 时钟端口
连接；phy_Rst_n，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需要与 PHY 的复位端口连接。
PHY0/PHY1：PHY 端口，与 PHY 的工作模式 MII/RMII 有关，与 PHY 对
应的端口连接即可，需要注意的有：phyX_link，PHY 的 link 信号，该信号应该
在以太网端口电缆连接后为低电平，断开后为高电平，如果该信号没有连接到
FPGA 上可以接地；phyX_clk，PHY 的时钟信号，当 PHY 的时钟引脚连接在外
部时钟上，该端口可以不接（不要将该信号连接到 VCC 或 GND 上）。
PORTIO：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Direct IO 模式下，该端口有效，
具体连接请参考 0。
PAP：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Parallel Interface 模式下，该端口有效，
具体连接请参考 0。
SPI：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SPI Interface 模式下，该端口有效。该
端口上有四个信号引脚：spi_clk、spi_mosi、spi_miso、spi_sel_n，需要连接
到 FPGA 的外部引脚上并与作为 AP 的 MCU 的对应的引脚进行连接。
LED：LED 接口，可以连接到外部 LED 上面，显示协议栈和硬件的工作状
态，该端口需要在 PDI 的设置中将 Enable LED outputs 设置为 true 才有效。LED
有：led_error，错误信号，当协议栈运行错误时该信号为高电平；led_status，
协议栈状态信号，协议栈进入 operational 后该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否则是一
个脉冲信号，即 LED 闪烁；led_gpo，用户自定义 LED，共 8 位；led_opt，
operational 信号，协议栈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该信号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led_phyAct，PHY 处于活动状态信号；led_phyLink，对应 PHY 的以太网端口
电缆连接正常时，该信号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所有的 LED 端口均为输出
端口，选择需要的连接即可，不需要的可以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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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其他外设
POWERLINK 协议栈的运行还需要其他的外设，主要有定时器、中断控制
器、拨码开关（用于设置 Node ID）、串口控制器和 FLASH 控制器。

定时器
POWERLINK 协议栈的运行需要一个毫秒级的时钟，通常使用 fit timer。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DMA and Timer 下的 Fixed Interval Timer，来添加 fit timer，
fit timer 的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主要的参数为 Number of Clocks Between Strobes，即多少个时钟触发一次
中断，当输入时钟为 50MHz 时，设置为 50000。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该 GPIO 设备的名称命名为 fit_timer_0，这样在软件中
不用进行更改就可以使用 fit timer 了。
在 Ports 窗口中，设置 fit timer 的输入时钟，复位信号，并将中断信号引出，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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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控制器
POWERLINK 的 IP Core 在运行中会有两个中断信号，需要 CPU 响应，同
时 CPU 需要响应其他的中断信号，在 Xilinx 平台上需要使用一个中断控制器来
将中断信号接到 CPU 的中断引脚上。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Clock, Reset and
Interrupt 下的 AXI Interrupt Controller，来添加中断控制器，通常不用调整中断
控制器的参数。
在 Ports 窗口中，可以设置中断信号源及中断的优先级，如下图。

点击 Intr 端口的 Net，可以打开中断源的设置，如下图。

可以选择左侧的中断信号源添加到右侧窗口，并在右侧窗口中调整中断优先
级，建议按照上图设置优先级。
最后需要将 Irq 信号连接到 CPU 的中断引脚 INTERRUPT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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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是一个 8 位的 GPIO 输入设备，用于设置从站的节点号。也可以通
过软件中设置。
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General Purpose IO 下的 General Purpose IO，来添
加 GPIO，设置 GPIO 的数据宽度为 8，Input Only 设置为 1，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该 GPIO 设备的名称命名为 Node_Switches，这样在
软件中不用进行更改就可以使用 Node ID 的拨码开关了。
在 Ports 中将 GPIO 的 GPIO_IO_I 引脚与外部拨码开关连接。如果外部拨
码开关采用上拉输入，需要使用 util_vector_logic 设备将输入信号与）0XFF 进
行异或（即，将原信号取反）后输入到 GPIO 控制器中，可以参考 Lx16 评估板
的示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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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在带有 PDI 接口的模式下，PDI 上有协议栈工作状态的 LED 输出端口，但
是到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Direct IO 或 openMAC only 模式下时需要添
加一个 GPIO 设备做为 LED 输出端口。
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General Purpose IO 下的 General Purpose IO，来添
加 GPIO，设置 GPIO 的数据宽度为 2，Input Only 设置为 0，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该 GPIO 设备的名称命名为 POWERLINK_LED，这样
在软件中不用进行更改就可以使用 LED 端口了。
在 Ports 中将 GPIO 的 GPIO_IO_O 引脚与外部 LED 连接。如果外部 LED
采用上拉输出（漏型输出），需要使用 util_vector_logic 设备将输出信号与 0b11
进行异或（即，将原信号取反）后输出到 LED 引脚上，可以参考 Lx16 评估板
的 Direct IO 示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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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通常需要一个 RS232 串口作为调试输出，虽然可以使用调试器作为输出，
但是由于调试器中的输入输出接口的波特率只有 9600，速度较慢，会影响协议
栈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使用一个 RS232 作为输入输出接口。
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Communication Low-Speed 下的 AXI UART(Lite)，来
添加 URAT 设备，设置 UART 的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宽度为 8，奇偶校验根
据需要设置，如下图。

在 Ports 窗口中将 UART 设备的（IO_IF）uart_0 下的 RX 和 TX 端口接到
FPGA 的外部引脚上。

FLASH 控制器
外部 FLASH 的作用是用来存储 FPGA 的配置文件和 CPU 运行的软件的。
由于 CPU 运行后需要通过 BootLoader 从 FLASH 中加载软件，因此需要在系统
中添加一个 FLASH 控制器。
在 IP Catalog 中双击 Communication Low-Speed 下的 XPS SPI Interface，
来添加 SPI 控制器，按下图设置 SPI 控制器的参数。

439

王谨秋

在 Ports 窗口中将 SPI 控制器的 SPISEL 与 net_vcc 连接，SS_O、MOSI_O、
MISO_I 和 SCK_O 与 FPGA 上连接 FLASH 芯片的外部引脚连接，其余端口保
持不连接即可，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该 SPI 控制器的名称命名为 SPI_FLASH，这样在软件
中不用进行更改，BootLoader 就可以使用外部 FLASH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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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CP 双核
在 Xilinx 平台上，CPU 运行的软件是通过 BootLoader 程序从 Flash 中加载
到内存中运行的，在单核的工程中，只有一个 CPU 来操作 Flash，但在双核工
程中两个 CPU 都要从同一 Flash 中加载应用软件，直接操作很难避免冲突。因
此在 AP-PCP 双核的工程中，除了在两个 CPU 上添加各自必要的外设外，为了
两个 CPU 能从同一片 FLASH 加载各自的运行程序而不产生冲突，需要增加 AXI
总线之间的连接器（AXI to AXI Connector）和互斥锁（Mutex），系统的结构
如下图。

在硬件设计上需要将 FLASH 控制器放置在 PCP 端，AP 端通过 axi to axi
connector 来操作 PCP 端的 FLASH 控制器，两个 CPU 通过 Mutex 避免读写冲
突。

添加 axi2axi_connector
在 EDK 工程中的 IP Catalog 中双击 Bus and Bridge 下的 AXI to AXi
Connector，在弹出的对话框的 System 选项卡下 Addresses 一栏中，设置 Slave
AXI Number of ADDR Ranges 参数为 1（如果需要在 AP 端访问 PCP 端的更多
外设的话，根据需要设置该参数）；设置 Slave AXI RNG00 Base Addres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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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AXI RNG00 High Address 的值为 PCP 端 Flash 设备对应的基地址和高地
址，如下图。

在 Configuration 一栏中，设置 Protocal 为 AXI4LITE。其余参数保持默认，
单击 OK 完成 AXI to AXi Connector 的添加，如下图。

在 EDK 的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的 Bus Interfaces 中，将
axi2axi_connecter_0 的 S_AXI 连接到 AP 端的 axi4lite_1 总线上，将 M_AXI 连
接到 PCP 端的 axi4lite_0 总线上。正确设置后，可以在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的 Addresses 中的 ap’s Address Map 中看到 SPI_FLASH 的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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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Mutex
在 EDK 工程中的 IP Catalog 中双击 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 下的
Mutex，在弹出的对话框的 User 选项卡的 System 一栏中，设置 Number of
Available PLB Interfaces 为 0，设置 Number of Available AXI4-Lite Interfaces
为 2，如下图。

在 Mutex 一栏中，设置 Number of Mutexes 为 2（实际使用的只有 1 个，
如果两个 CPU 共享更多的硬件，需要设置更多的数目）。其余参数保持默认，
单击 OK 完成 Mutex 的添加，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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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DK 的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的 Bus Interfaces 中，将 mutex_0
的 S1_AXI 连接到 AP 端的 axi4lite_1 总线上，将 S0_AXI 连接到 PCP 端的
axi4lite_0 总线上。在 EDK 的 System Assembly View 窗口的 Addresses 中设
置 mutex_0 的地址即完成了 Mutex 的添加。

关于 BRAM Block
CPU 的 BootLoader 程序需要运行在 BRAM Block 中，这样 FPGA 上电后，
从 Flash 加载 FPGA 配置的同时把 BootLoader 一同加载到了 BRAM Block 中，
在 FPGA 加载完配置后，CPU 从 00h 地址开始运行。BootLoader 需要 4k 字节
的 BRAM Block 的存储空间。在 CNDK 的 AP-PCP 双核例程中，PCP 端已经连
接好了用于存储 BootLoader 的 BRAM Block：boot_lmb_bram，以及应用程序
运行所需要的 BRAM Block：pcp_bram_block。在 AP 端只有应用程序运行所需
要的 BRAM Block：ap_bram_block，而没有 BootLoader 运行所需要的 BRAM
Block。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在 FPGA 的 BRAM Block 充足的情
况下可以增加 BootLoader 运行所需要的 BRAM Block 以及相应的控制器，可以
参照 PCP 端的 boot_lmb_bram 进行添加，例如添加后的 BRAM Block 名称为
boot_lmb_bram_0，这时需要将 boot_lmb_bram_0 的基地址设置为 00h，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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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原有 ap_bram_block 的基地址为 2000h，最后需要在软件工程中的 linker
script 文件里添加 boot_lmb_bram_0 的地址信息，并修改 ap_bram_block 的基
地址，重新编译软件工程。
如果 FPGA 上没有剩余的 BRAM Block 供 AP 的 BootLoader 使用，可以使
用原有的 ap_bram_block，这种情况下需要在 AP 的软件工程中的 linker script
文件里设置原本使用 ap_bram_block 存储的.local_memory 的内容到外部 RAM
中去。

软件移植
对于一个新的 PCB 板，在 FPGA 硬件工程设置好后，需要在软件工程中做
相应的修改。

Makefile 的修改
首先是给新的 PCB 板命名，并将新的命名添加到对应的软件工程中的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 BOARD_NAME 中。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其他
参数的设置请参考 0。
在 Makefile 中添加新的 PCB 板的 FLASH 的参数设置。在 Makefile 中的 set
flash image parameters 中，如下位置：
###################################

# set flash image parameters
添加新的参数，格式如下：
ifeq ($(BOARD_NAME),board_name)
FLASH_IMAGE_NAME_DUAL= flash_image
PROM_SCRIPT= program_prom_s6plkeb.cmd
PROMGEN_FLAGS= -w -p mcs -c FF
PROMGEN_TYPE= -s 8192 -u 0000
PROMGEN_PREFIX= -spi
PCUBLAZE_PARAMS= --format mcs --swap off
PCUBLAZE_FILES=
--promfile
${FLASH_IMAGE_NAME_DUAL}.mcs
--outfile ${FLASH_IMAGE_NAME_DUAL}.mcs

Endif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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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_name 为实际的 PCB 的命名；
PROM_SCRIPT：下载 FLASH 文件的脚本的名称，该脚本需要根据 FLASH
芯片的型号以及 FPGA 的型号进行编写；
PROMGEN_FLAGS：下载 FLASH 文件的标志，通常不用更改；
PROMGEN_TYPE：FLASH 的类型参数，-s 后面的是 FLSAH 的容量，单
位为字节，-u 后面的参数是起始位置，通常为 0000；
PROMGEN_PREFIX：下载 FLASH 的前缀，-spi 代表 SPI FLSAH；
PCUBLAZE_PARAMS：将 FPGA 配置文件与软件打包为一个文件的脚本
的参数，通常不用修改；
PCUBLAZE_FILES：将 FPGA 配置文件与软件打包为一个文件的脚本输入
文件的名称（即，FPGA 配置文件名称）和输出文件的名称，通常不用修改。

Linker Script 文件
Linker Script 文件是确定编译器链接时将不同的段（Section）放置到不同
的内存中。Linker Script 中的内存地址及大小应与硬件工程中的一致。对于新的
PCB 板应新建一个 Linker Script 文件，可以从类似的示例工程中复制一个，将
内存地址与大小按照硬件工程更改即可。
新建的 Linker Script 文件的命名应遵循以下规则，这样就不用更改 Makefile
的内容了。

PCP
在 pcp_PDI 和 pcp_DirectIO 工程中，Linker Script 文件的命名格式如下：
lscript_$(BOARD_NAME)_$(BUS_INTERFACE).ld

$(BOARD_NAME)：PCB 板的名称，应与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一致；
$(BUS_INTERFACE)：FPGA 硬件工程中的内部总线的名称，通常为 axi。

AP
在 ap_PDI 和 BriefAp 工程中，Linker Script 文件的命名格式如下：
lscript_$(BOARD_NAME)_$(BUS_INTERFACE)_$(DESIGN).ld

$(BOARD_NAME)：PCB 板的名称，应与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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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_INTERFACE)：FPGA 硬件工程中的内部总线的名称，通常为 axi。
$(DESIGN)：FPGA 硬件工程的设计，双核为 dual，只有 AP 为 single。
PDI DirectIO AP bootloader

BootLoader
在 mem_bootloader 工程中，Linker Script 文件的命名格式如下：
lscript_$(BOARD_NAME)_$(BUS_INTERFACE)_$(APP_MODE)_$(PROCESSOR_NA
ME).ld

$(BOARD_NAME)：PCB 板的名称，应与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一致；
$(BUS_INTERFACE)：FPGA 硬件工程中的内部总线的名称，通常为 axi；
$(APP_MODE)：应用程序的模式，DirectIO 情况下为：directIO，基于 PDI
的工程为：pdi；
$(PROCESSOR_NAME)：处理器名称，运行 BootLoader 的处理器的名称，
为 pcp 或 ap。

下载脚本
下载脚本位于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tools\xilinx\scripts
文件夹内，命名格式如下：
program_prom_$(BOARD_NAME).cmd

$(BOARD_NAME)：PCB 板的名称，应与 makefile.settings 文件中的一致。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工具进行编辑。其内容如下：
setMode -bscan
setCable -p auto
identify
identifyMPM
attachflash -position 1 -spi "W25Q80BV"
assignfiletoattachedflash -position 1 -file flash_image.mcs
program -p 1 -dataWidth 1 -spionly -e -v -loadfpga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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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硬件设计更改第 5 行中-spi 参数后双引号中的内容，该参数应设置
为 FLASH 芯片的型号。其余内容通常不用更改。

AP 的移植
BriefAp 工程的移植请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中的 8.2 中的内容。

448

王谨秋

附录三

POWERLINK
实时以太网教程

李沛卿
2013.9
449

王谨秋

本教程为草稿版，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我们专注于 POWERLINK 的维护，升级和推广，为客户提供 POWERLINK 技术培训，技
术支持，与 POWERLINK 相关的硬件设计，POWERLINK 的开发板等。如果您有任何关
于 POWERLINK 的疑问，不要犹豫，请立即联系我们。
如果您需要推广或者购买 POWERLINK 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登陆 POWERLINK 网
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
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
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联系人：王谨秋
固定电话：021-54644800-819
手机：13917489045
邮箱：jinqiu.wang@br-automation.com 或 openpowerlin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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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CNDK1.0 用户手册-Altera
1 基础篇
本篇为入门篇，详细介绍如何编译运行 CNDK1.0 中的示例工程

1.1 评估板硬件介绍

FPGA：Altera Cyclone IV 系列 FPGA，型号为 EP4CE10F17C8N；
JTAG：FPGA 调试接口；
按键：一个复位按钮和一个用户按键；
Node ID 配置：两个 16 进制拨码盘，用于设置 POWERLINK 的节点号；
以太网接口：两个 RJ45 以太网接口， PHY 芯片型号为 DP8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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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M：SRAM 芯片，用于运行 POWERLINK 的软件程序，型号为
IS61WV25616，大小为 512Byte；
FLASH：用于存储 FPGA 的配置文件和用户程序，型号为 EPCS16，大小
为 2MByte；
50MHz 晶振：为 FPGA 和 PHY 的提供 50MHz 时钟；
电源指示灯：评估板接通电源后该灯亮；
用户 LED：2 个用户 LED，在 POWERLINK 的示例程序中一个用作状态
指示灯，一个用作错误指示灯；
电源接口和 40 针扩展接口：评估板的电源接口和 40 针扩展接口，在不同
的示例工程中，引脚的定义不同，也可以自己定义和更改引脚的用途，具体如
何实现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具体介绍，各引脚的定义如下图：

1.2 源代码文件夹介绍
在源代码根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
01_Documentation：存放的是说明文档和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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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_Reference_Sources：CNDK 的全部源代码在这个文件夹中，其中几
个主要的文件夹有：
apps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两个 AP 的源代码，ap_PDI 工程为 CNDK 中原有
的 AP 的例子，该例子的代码结构较复杂，学习以及使用需要的时间较长；
BriefAp 工程采用了较为简洁的代码结构，实现了大部分应用场合所必须的功
能，并配有相关的设计文档，学习、使用以及移植相对简单，并可以方便的根
据应用需要添加功能；
fpga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 FPGA 的硬件工程，
以及 POWERLINK 的 IP core；
libCnApi 文件夹是 ap_PDI 工程的库文件的源代码；
objDicts 文件夹存放了 DirectIO 和 pcp_PDI 两个工程的对象字典的头文件
object.h 和相应的 xdd 文件；
powerlink 文件夹下存放的是 PCP 端的两个工程：pcp_DirectIO 和
pcp_PDI，以及移植到 FPGA 平台上的 openPOWERLINK 协议栈和驱动的源
代码。

1.3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方案
基于 FPGA 的 POWERLINK 方案有以下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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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模式下，FPGA 中只集成 openMAC,MCU 等运行 POWERLINK
所必需的资源，来运行最基本的 POWERLINK 协议，除此之外无其他
功能。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需要的功能，例如 DI/DO,AI/AO，
PWM，CAN-bus,RS-485 等。
6. DirectIO
在“openMAC only”的基础上增加 IO 功能，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定
义的功能模块。
7. 外部总线扩展
在 FPGA 内部集成了一个双口 RAM（DPRAM），MCU 可以通过
DPRAM 上的总线接口访问 DPRAM 来控制 PCP 的运行并与 PCP 交
换数据，PCP 负责通信功能，现有的 DPRAM 外部总线接口有 16/8 并
行总线接口和 SPI 总线接口。
8. 内部集成 AP
在 3 的基础上，在 FPGA 内部集成了另外一个 CPU：AP。AP 与 DPRAM
通过内部总线连接，在 AP 端可以添加自己定义的各种功能模块。
在 CNDK 中，提供了 DirectIO、外部总线扩展、内部集成 AP 三种模式的
示例工程，openMAC only 可以在 DirectIO 的基础上去掉 IO 扩展即可实现。

1.4 编译 FPGA 硬件工程
评估板的 FPGA 硬件工程位于 CNDK 根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fpga\Altera\T13_CN 文件夹中，在 CNDK1.0 的源码
里面，提供了两个硬件工程：
DirectIO：FPGA 上集成了 IO 接口，当从站的数据处理比较简单时可以在
该示例工程上进行扩展；
16bit 并行接口：在 FPGA 内部集成了一个双口 RAM（DPRAM），DPRAM
的一端与 PCP（POWERLINK Communication Processor）连接，另一端通过
扩展 IO 引出，可以与 MCU 连接。MCU 通过读写 DPRAM 可控制 PCP 的运
行、交换 PDO 数据等，当从站上的数据处理较复杂时（例如运动控制等），

455

王谨秋

PCP 的运算能力不能满足应用要求，此时 PCP 只负责 POWERLINK 的通信，
应用程序在 MCU 上实现；
编译 FPGA 的硬件工程需要安装 Quartus II 10.1sp1，安装其他版本可能
会造成一些未知的错误。
下面介绍如何编译 FPGA 的硬件工程。
打开 Quartus 软件，点击 File->Open Project…，如下图，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选择示例工程，例如：
E:\powerlink\BR_POWERLINK-SLAVE_ALTERA_V1.0.0\02_Reference
_Sources\fpga\altera\T13_CN\t13_pcp_DirectIO\nios_openMac.qpf

工程打开后，点击 SOPC Builder 按钮，如下图：

在弹出的 SOPC Builder 窗口中点击 Generate 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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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工程生成完毕后，点击 Exit 按钮，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Save 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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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uartus 工具栏上点击 Start Compilation 按钮开始编译 FPGA 工程，如
下图：

编译成功后，会看到如下的信息：

1.5 编译软件工程
在 CNDK 的 02_Reference_Sources 目录下有四个软件示例工程，分别是
pcp_DirectIO、pcp_PDI、ap_PDI 以及 BriefAp 四个工程，工程所在文件夹的
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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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p_DirectIO 是 DirectIO 的软件工程，对应的 FPGA 工程为
t13_pcp_DirectIO；
pcp_PDI 是带 PDI 接口软件工程，t13_pcp_16bitprll 的 PCP 端均使用该
软件工程；
ap_PDI 和 BriefAp 两个工程是 AP 端的源代码可以在外部 MCU 上运行。

生成 BSP
完成 FPGA 的编译后就可以关闭 Quartus 软件，打开 Nios II 集成开发环
境进行软件的编译和调试。
打开 Nios II 软件，选择工作空间，建议将工作空间的目录选择在
02_Reference_Sources\ProjectsWithAllFiles。
单击 File->New->Nios II Board Support Package，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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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 BSP 构建界面窗口中填写 Project name，选择 SOPC Information
File name，该文件在前面编译好的 FPGA 的工程目录下，选择 BSP 工程的存
储目录 Location，建议将 BSP 工程目录设置在
02_Reference_Sources\ProjectsWithAllFiles 目录下，单击 Finish 按钮，完成
BSP 工程的建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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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软件工程
接下来是建立应用软件工程，在
02_Reference_Sources\ProjectsWithAllFiles 目录下，已经建立好了包含全部
源文件和头文件的应用工程，只需要将对应的工程导入到 Nios II 集成开发环境
中即可，这些应用工程包括：
ap_libCnApi：CNDK1.0 中提供的 AP 工程，该工程将 CNDK1.0 中 libCnApi
库与 AP 应用整合到了一起，当在 FPGA 上运行双核工程或作为 AP 使用时，
使用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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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p_DirectIO：CNDK1.0 中 DirectIO 的工程，该工程的运行不依赖 AP，
是一个独立的工程；
pcp_Pdi：CNDK1.0 中基于双口 RAM 的 PCP 工程。
在 Project Explorer 中的空白处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Import，
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点击
Next，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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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Browse 选择 02_Reference_Sources\ProjectsWithAllFiles 目录，在
Projects 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入的工程，单击 Finish 完成工程的导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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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工程的 Makefile，修改 BSP_ROOT_DIR := 的值为对应的 bsp 工程
的所在目录；修改 QUARTUS_PROJECT_DIR :=的值为 Quartus 工程的目录。
对于 pcp_DirectIO 和 pcp_Pdi 工程，只要完成上面的设置就可以进行编译
调试了，对于 AP 的工程需要根据 DPRAM 的接口对
ap_libCnApi\libCnApi\inc\cnApiCfg.h 进行设置，如果使用的是 SPI 接口需要打
开 CN_API_USING_SPI 宏等声明，并注释掉 CN_API_INT_AVALON 宏；如
果使用的是 Avalon 总线，需要注释掉 CN_API_USING_SPI，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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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_API_INT_AVALON 宏的声明；如果使用的 16/8 位并行总线，需要将上述
两个宏全部注释掉。

1.6 调试及下载
编译软件工程
完成编译参数的配置后就可以编译软件工程了，可以通过右键点击 NiosII
的 Project Explorer 窗口中的工程，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 Build Project 来编译
工程。在编译软件工程前，需要先编译 BSP 工程。

软件的调试
编译好软件后就可以通过调试器在评估板上进行软件的调试了。首先
JTAG 调试器与评估板连接，然后连接评估板的电源，并将 JTAG 调试器与 PC
连接。
单击 Debug 的下拉菜单，选择 Debug Configurations，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双击 Nios II Hardware，新建一个 Debug 的配置，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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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配置的名字，name，如下图，并在 Project 选项
卡中选择对应的软件工程的工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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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进入配置对话框，需要在 Target Connection 选项卡中单击 Refresh
Connection 来更新 FPGA 中的 CPU 信息，点击 Apply 后可以看到 CPU 的名
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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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双核工程，请选择软件工程对应的 CPU，并选择与 CPU 对应的 Uart
端口，如下图，并勾选 Ignore mismatched system ID 和 Ignore mismatched
systm timestamp 选项，点击 Apply 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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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工具栏的 Debug 的下来菜单，选择相应的 Debug 配置可以对对应的
软件工程进行调试，如下图：

在 Debug 界面单击 resume 按钮开始调试，如下图，如果调试双核工程，
需要先运行 PCP 工程，再运行 AP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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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从站
在调试时可以使用 Windows 作为主站来测试从站。如何测试从站将在第
二章 DirectIO 的应用中做介绍，其他工程的测试，可以参照 DirectIO 完成。

下载到 Flash
完成软件的调试后，就可以将 FPGA 配置和软件下载到 Flash 中了。为了
使从站获得较高的性能，在下载前需要将软件的调试级别设置为 0。打开软件
工程的 Makefile 将 CFLAGS 中的-DDEF_DEBUG_LVL 的值设置为 0X00LL，
保存后重新编译软件工程。
在 Nios II 的 IDE 中点击 Nios II->Flash Programmer 打开 Flash 下载窗口，
在 Flash 下载窗口中点击 File->New 新建现在配置，在弹出的新建对话框中点
击“…”按钮，选择需要下载的 FPGA 硬件工程的 sopcinfo 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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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OK 按钮完成新建。在下载窗口中点击“Add…”按钮依次添加需要
下载到 Flash 的 sof 文件和 elf 文件。Sof 文件为对应的 FPGA 硬件工程编译产
生的 FPGA 配置文件，elf 文件为对应的软件工程编译产生的可执行文件，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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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Start 按钮开始下载。

2 中级篇
本篇介绍如何应用两个示例工程。

2.1 DirectIO 的应用
DirectIO 工程适合从站作为一个 IO 站，即只是简单的将接收到的数据转换
为信号输出或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数据发送。
在 DirectIO 模式下，POWERLINK 的 IP core 中提供了一个 32 位的 IO 接
口，32 位 IO 接口按字节分为 4 个端口，每个端口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输入端
口或输出端口。
每个端口上有一个锁存器接口，当一个端口作为输入端口时，对应的锁存
器接口被激活。当锁存器接口为高电平时，对应端口上的数据有效，此时内部
寄存器的值会随端口上数据的变化而变化，当锁存器接口为低电平时，内部寄
存器的值为端口上最后一次的有效数据，其值不在随端口上的数据而变化。当
一个端口上外接一个 AD 转换器时，可以将 AD 转换器的转换结束状态信号
（EOC）接到锁存器上，这样端口内部寄存器上的数据始终为 AD 转换器的最
后一次有效数据。如果端口不需要数据锁存功能，应将锁存器接口接到 VCC，
或在 FPGA 内部接高电平。
每个端口上有一个数据有效信号，当一个端口作为输出端口时，该信号有
效。FPGA 上电或复位后，该信号为低电平，当向输出端口写入数据（该操作
在软件的同步回调函数中）后，该信号为高电平。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选
择使用该信号。

2.1.1 FPGA 工程介绍及应用
在 Quartus II 的 Project Navigator 窗口中，双击 nios_pll 打开 bdf 文件，
可以查看并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 IO 端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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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端口的接口有：
pio_pconfig：IO 端口的配置接口，宽度为四位，分别对应四个 IO 端口，
配置接口上为“0”时表示对应的 IO 端口为输出端口，为“1”时表示对应的
端口为输入端口。可以在 bdf 文件中将端口与 VCC 或 GND 连接来设置端口的
输入输出模式，也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的引脚上，通过硬件开关来配置
端口。
pio_portinlatch：输入锁存器接口，宽度为四位，分别对应四个 IO 端口的
锁存器。可以在 bdf 文件中将端口与 VCC 或 GND 连接来设置输入端口的锁存
器是否有效，如果事先不确定哪个端口做为输入端口，也不需要使用锁存器功
能，可以将所有的锁存器设置为有效，即将 portinlatch 端口的四个引脚全部接
VCC。如果应用中需要使用该信号，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引脚。
pio_portio：IO 端口，宽度为 32 位，按字节分为四个端口，输入输出由
pio_pconfig 来配置。
pio_portOutValid：输出有效信号，IO 端口作为输出端口时，当端口上的
数据有效时，该信号为高电平，FPGA 上电或复位后，该信号为低电平。如果
需要使用该信号，可以将该信号引出到 FPGA 引脚上。
pio_operational：协议栈是否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的信号，协议栈处于
operational 状态时，该信号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在应用 DirectIO 工程时，仅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要，更改上面所述的 IO
端口的配置即可，没有必要更改 FPGA 工程中的其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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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软件工程介绍及应用
在 DirectIO 的软件工程中，将输入端口上的数据（digitalIn[4]）与索引为
0x6000 子索引为 1 到 4 的 4 个对象链接在了一起，将输出端口上的数据
（digitalOut[4]）与索引为 0x6200 子索引为 1 到 4 的 4 个对象链接在了一起。
程序运行时会根据每个端口的配置（pio_pconfig 的值），决定是将端口上
的数据读入到 digitalIn 数组中对应的元素内，还是将 digitalOut 数组中的数据
写入到对应的端口上输出。由于一个端口在同一时间只能作为输入端口或输出
端口，因此一个端口上的数据只能有一个方向。例如，2 号端口配置为输入端
口，程序运行时，2 号端口上的数据会被读入到 digitalIn[1]中，此时 digitalOut[1]
中的数据不再有效（即使在 POWERLINK 的网络配置中使用了 0x6200/02 对
象，其数据也不会被输出）。因此在 POWERLINK 组网时，配置 DirectIO 的
节点时，应根据实际的 IO 端口配置来进行配置。作为输入的端口，只能配置
为 TPDO（此时使用 0x6000 索引），不能配置为 RPDO；作为输出的端口，
只能配置为 RPDO（此时使用 0x6200 索引），不能配置为 TPDO。

2.1.3Windows 做主站进行测试
下面以一个 Windows 做主站的例子来叙述如何通过
openCONFIGURATOR 来使用 DirectIO 的从站。

openCONFIGURATOR 配置
打开 openCONFIGURATOR 软件，新建一个工程，使用默认的主站，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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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OK，完成新建工程。点击菜单栏的 View 菜单，点击 Advanced View，
如下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

在 Network Browser 中选择 openPOWERLINK_MN(240)，在主窗口中设
置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例如 5000μs，如下图。

475

王谨秋

右键点击 Network Browser 中的 openPOWERLINK_MN(240)，在弹出的
列表中选择“Add CN…”，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Import XDC/XDD，点击
Browse，选择 CNDK 目录下的 02_Reference_Sources\objDicts\Direct_IO 文
件夹中的 00000000_POWERLINK_CN_DS401_DirectIO.xdd，设置节点号，
点击 Ok 完成 XDD 的导入，如下图。

在 Network Browser 中展开 CN_1(1)->PDO，选中 TPDO 或 RPDO 来配
置从站的 PDO 数据。根据示例工程中 IO 端口的配置（pio_pconfig=0b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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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1 号端口为输出端口，2、3、4 号端口为输入端口，因此 1 号端口上的
数据可以配置为 RPDO，对应的对象字典为 0x6200/01；2、3、4 号端口上的
数据可以配置为 TPDO，对应的对象字典为 0x6200/02、0x6200/03、
0x6200/04。
TPDO 的配置如下图。

RPDO 的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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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 TPDO 和 RPDO 后要分别点击 Save 按钮保存配置。配置完成后，
点击工具栏中的 Build Project 按钮，编译工程，生成 cdc 文件和 Xap.h 头文件，
如下图。

编译 Windows 主站
在此介绍的是 openPOWERLINK1.8.2 版本的 Windows 主站的编译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 1.8.x 版本。较早版本的协议栈，请直接打开 openPOWERLINK
源代码下面 Examples\X86\Windows 文件夹中的示例工程即可，省略下面提到
的 CMake 的配置过程。
openPOWERLINK1.8.x 版本的协议栈使用 CMake 来管理源代码工程，因
此，需要先安装 CMake 软件，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上下载 windows 下的安装包
来安装 CMake 软件：http://www.cmake.org/cmake/resources/soft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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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 CMake 软件后，打开 CMake 软件，点击 Browse Source 选择
openPOWERLINK 的源码目录，点击 Browse Build 选择构建目录，如下图。

点击上图界面中的 Configure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Windows 上安
装的编译环境（建议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选择 Use default native
compilers，点击 Finish 按钮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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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会根据编译环境对工程进行配置，等待配置完成后，将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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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上图所示的默认配置即可，点击 Generate 按钮，生成 Visual Studio
的工程。这时可以在界面下方的看到输出 Generating done，说明生成工程成
功。
将 openCONFIGURATOR 生成的 Xap.h 文件（在 openCONFIGURATOR
工程目录下的 cdc_xap 文件夹中）复制到 openPOWERLINK 源代码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 文件夹中。
在构建目录下面打开 ALL_BUILD.vcproj 工程文件，如下图。

Xap.h 中包含输入输出的结构体定义，Xap.h 替换后，原有的结构体发生
了改变，因此我们需要修改同步回调函数中的代码，避免编译错误。
工程打开后，在 Solution Explorer 中打开 demo_mn_console 工程下 Demo
Application 中的 demo_main.c 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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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同步回调函数的代码如下。
tEplKernel PUBLIC AppCbSync(void)
{
tEplKernel

EplRet;

EplRet = EplApiProcessImageExchange(&AppProcessImageCopyJob_g);
if (EplRet != kEplSuccessful)
{
return EplRet;
}
AppProcessImageIn_g.CN1_M00_DigitalOutput_00h_AU8_DigitalOutput

=

AppProcessImageOut_g.CN1_M00_DigitalInput_00h_AU8_DigitalInput01;
return EplRet;

}
在上述代码中只是简单的将 1 号输入端口（DirectIO 的端口 2）上的数据，
在输出端口（DirectIO 的端口 1）上输出。
修改完同步回调函数的代码后，编译工程。

运行 Windows 主站
工程编译完后，将 openCONFIGURATOR 生成的 mnobd.cdc 文件（在
openCONFIGURATOR 工程目录下的 cdc_xap 文件夹中）和构建目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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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X86\Generic\powerlink_user_lib\Debug\openPOWERLINK.dll 文件
复制到 openPOWERLINK 构建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Debug 文件夹中。
点击 Start Debugging 按钮或按 F5 键开始调试程序，首次运行需要制定
exe 文件，在下图的对话框中点击 选择 Browse…，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构建目录下的
Examples\X86\Generic\demo_mn_console\Debug\demo_mn_console.exe 文
件，如下图。

程序运行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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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评估板连接的网卡的序号，按回车键开始运行主站。需要注意的是，
Windows 做主站的时候需要先运行从站，在网络连接正常（评估板上网口的
Link 灯，即绿色灯亮）后再运行 Windows 主站。
Windows 主站运行后，此时在评估板的 1 号端口上接上 LED 灯，在 2 号
端口上接上按钮。通过 2 号端口的按钮就可以控制 1 号端口上的 LED 灯。断
开主站后 2 号端口失去对 1 号端口的控制能力。

2.2 PCP 的应用
本节主要以 t13_pcp_16bitprll 硬件工程介绍 PCP 端的硬件及软件的应用，
对应的 AP 的应用将在下节中介绍。

2.2.1 硬件的介绍及应用
t13_pcp_16bitprll 硬件工程是一个基于 16 位并行接口的 PCP 工程，使用
其它支持外部 16 位 RAM 扩展功能的 MCU 可以采用外部总线通过评估板的扩
展引脚与评估板连接，控制 PCP 运行，并通过 PCP 与 POWERLINK 网络交
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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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LINK IP Core 的配置
在 t13_pcp_16bitprll 工程中，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参数。下面介绍如何根据需要设置参数。
打开 t13_pcp_16bitprll 硬件工程后，在 SOPC Builder 窗口下双击
axipowerlink_0，如下图。

打开的 IP Core 设置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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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可以对 PDI 的参数进行设置，在应用中需要根据需要进行设置的
参数有：
Size of Parallel Interface to AP：并行接口的数据宽度，8 为 8 位，16
为 16 位宽度；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输出引脚（中断或应答等信号）的极性，
Low Active 表示控制引脚为低电平有效，High Active 表示控制引脚为高电平有
效；
Active State of Control Signals：并行总线的控制引脚（CS，RD，WR，
BE 等信号）的极性，Low Active 表示控制引脚为低电平有效，High Active 表
示控制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Endianness of AP：并行接口的字节排列顺序，Little Endian 表示小端在
前，Big Endian 表示大端在前，通常选择 Little Endian；
Use low-jitter SYNC IRQ with SoC timestamps for AP synchronization：
是否使用低抖动的同步中断信号，勾选该项时，POWERLINK IP Core 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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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数据帧后会直接通过 FPGA 硬件产生中断信号供 AP 使用，否则该信号由
PCP 软件中的同步回调函数产生，此时抖动较大；
Enable LED outputs：是否使能 LED 输出，不建议更改该项内容，因为
POWERLINK 的工作状态指示灯和错误指示灯是通过 PDI 接口引出的，设置为
false 将使这两个指示灯失效；
Number of RPDO buffers：RPDO buffer 的数量，取值范围为 1~3，其中
一个 buffer 用来接收主站的 PDO 数据，另外两个 buffer 用来与其他从站做交
叉通信，如果不需要交叉通信功能，该值可以设置为 1，当设置为 3 时，对多
支持与另外两个从站做交叉通信；
RPDO buffer size：RPDO buffer 的大小，单位为字节，根据应用中从站
实际需要接收的最大数据量来设置具体数值；
Number of TPDO buffers：TPDO buffer 的数量，只能设置为 1，因为从
站在一个循环周期内只能发送一次 TPDO；
TPDO buffer size：TPDO buffer 的大小，单位为字节，根据应用中从站
实际需要发送的最大数据量来设置具体数值；
Asynchronous buffer 1/2 size：异步缓冲区的的大小，单位为字节，用于
设置 AP 与 PCP 进行异步通信的缓冲区的大小，通常不用更改该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中引脚的设置
在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更改 FPGA 上的引脚与 POWERLINK IP Core
中的逻辑引脚的连接关系，下面介绍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相关引脚的设置。
在 Quartus II 的 Project Navigator 窗口中，双击 nios_pll 打开 bdf 文件，
可以查看并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引脚。
中断信号引脚
在 bdf 文件中可以看到中断的相关引脚，如下图红色框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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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_syncIrq 是同步中断信号，当 POWERLINK IP Core 的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 设置为高电平有效时 ap_syncIrq 应用在高电平触发或上升沿
触发中断的时候，当 POWERLINK IP Core 的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
设置为低电平有效时 ap_syncIrq 应用在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触发中断的时候，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 的值；
ap_asyncIrq 是异步中断信号，当 POWERLINK IP Core 的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 设置为高电平有效时 ap_syncIrq 应用在高电平触发或上升沿
触发中断的时候，当 POWERLINK IP Core 的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
设置为低电平有效时 ap_syncIrq 应用在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触发中断的时候，
异步中断用于 AP 响应 PCP 发送给 AP 的事件，该事件可以通过中断来处理（此
时需要异步中断信号）也可以通过轮询的方式来处理（此时不需要异步中断信
号），根据实际需要选用使用。
并行接口信号引脚
并行接口的引脚如下图红框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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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_addr：并行接口的 16 位地址线引脚；
pap_data：并行接口的 16/8 位数据线引脚；
pap_cs_n：并行接口的片选信号引脚；
pap_rd_n：并行接口的读信号引脚；
pap_wr_n：并行接口的写信号引脚；
pap_be_n：并行接口的 BE 信号引脚。

硬件工程中默认的 FPGA 引脚配置
在 t13_pcp_16bitprll 工程中，多功能扩展接口的引脚的定义如下表。
引脚功能
——

FPGA 引脚

引脚编号

FPGA 引脚

引脚功能

RESET

1

2

——

5V(输入)

SYNC_IRQ

G15

3

4

——

3.3V(输入)

PDI_ADDR[0]

F15

5

6

F16

PDI_ADDR[1]

PDI_ADDR[2]

D16

7

8

E15

PDI_ADDR[3]

PDI_ADDR[4]

C16

9

10

D15

PDI_ADDR[5]

PDI_ADDR[6]

C15

11

12

B16

PDI_ADDR[7]

PDI_ADDR[8]

A15

13

14

B14

PDI_ADDR[9]

PDI_ADDR[10]

A14

15

16

B13

PDI_ADDR[11]

PDI_ADDR[12]

A13

17

18

B12

PDI_DATA[0]

PDI_DATA[1]

A12

19

20

B11

PDI_DA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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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_DATA[3]

A11

21

22

B10

PDI_DATA[4]

PDI_DATA[5]

A10

23

24

B9

PDI_DATA[6]

PDI_DATA[7]

A9

25

26

A8

PDI_DATA[8]

PDI_DATA[9]

B8

27

28

C9

PDI_DATA[10]

PDI_DATA[11]

A7

29

30

B7

PDI_DATA[12]

PDI_DATA[13]

A6

31

32

B6

PDI_DATA[14]

PDI_DATA[15]

A5

33

34

B5

PDI_RD

PDI_WR

A4

35

36

B4

PDI_BE_n[1]

PDI_CS

A3

37

38

B3

PDI_BE_n[0]

ASYNC_IRQ

A2

39

40

D9

——

——

C8

41

42

D8

——

GND

——

43

44

——

GND

需要说明的是，PDI 接口的地址线的连接需要根据 MCU 的要求进行连接，
在 FPGA 内部将 PDI 的 AP 端的地址线进行了移位，即，将 pap_addr[1]与
PDI_ADDR[0]连接（详见 bdf 文件），这样连接之后，在与 MCU 连接时，通
常是 MCU 的 ADDR[0]与 PDI_ADDR[0]连接，
MCU 的 ADDR[1]与 PDI_ADDR[1]
连接，依次类推；有的 MCU 的外部地址线有内部移位功能，此时需要 MCU
的 ADDR[1]与 PDI_ADDR[0]连接，MCU 的 ADDR[2]与 PDI_ADDR[1]连接，
依次类推。

2.2.2 软件的介绍及应用
t13_pcp_16bitprll 工程对应的软件工程为 pcp_PDI，在应用中不建议修改
PCP 端的软件工程的代码。在实际应用中，只需要根据工程需要修改 object.h
中的对象字典的定义即可。在 PDO 数据总量较大时（RPDO+TPDO 的数据总
量超过 100 字节）需要根据实际 PDO 数据总量修改 pcpPDO.c 中第 42 行中
关于最大通信数据量的宏定义，如下。
#define PCP_PDO_MAPPING_SIZE_SUM_MAX

100

该宏默认为 100，根据需要设置该宏的值。
AP 端有两个工程可供选择使用：ap_PDI 是 CNDK 中原有的 AP 的例子；
BriefAp 是一个代码简明的 AP 的例子。在此主要说明如何使用 BriefAp 工程，
关于 BriefAp 的设计以及 DPRAM 的结构请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
在应用 BriefAp 工程的使用，有 3 个函数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修改。
main()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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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修改的包括：
PCP 初始化参数 InitPcpParam，根据应用需要更改各个参数的实际值，
该结构体中的参数是用来初始化 PCP 端 POWERLINK 协议栈的，其意义与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的意义相同，需要注意的是 m_bNodeId 的值，如果
需要通过 PCP 端的拨码开关来设置节点号，该参数需要设置为“0”；
AP 初始化参数 InitCnApiParam，通常不用修改，需要注意的是
m_wNumObjects 参数，该参数定义了链接变量时最多的对象个数，根据实际
应用时最大的链接个数来确定该值；
CnApi_initSyncInt()函数定义了 AP 能够接受的同步中断的时间间隔，参数
为(最小值，最大值)，单位为微秒；
使用 CnApi_linkObject()函数链接变量，采纳火速为(索引值，子索引值，
变量长度，变量地址)，变量长度的单位为字节；
变量的初始化，变量的初始化要在 while 执行之前完成。
事件回调函数 processEvent()：
处理 PCP 端发送给 AP 的事件，该函数类似于 openPOWERLINK 中的
AppCbEvent()函数，相关的事件类型与参数与 openPOWERLINK 中类似，具
体意义可以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
同步回调函数 CnApi_AppCbSync()：
该函数会在同步中断中被调用，对于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输入输出等）
应根据实际需要在该函数中完成。

3.高级篇
本篇详细介绍 POWERLINK IP Core 的各个参数的设置，以及
POWERLINK IP Core 所依赖的其他外设，通过该篇内容的学习，可以将
CNDK 移植到其他的板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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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PGA 硬件工程
当需要在一个新的 PCB 板上实现 POWERLINK 时，建议从一个硬件架构
类似的示例的基础上，通过更改外设的设置或添加删除外设来构建合适的系
统。

3.1.1 POWERLINK IP Core 设置
在 SOPC Builder 中双击 powerlink_0 可以打开 POWERLINK IP Core 的
参数设置对话框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参数。下面详细
介绍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设置的各个参数的意义。

General Settings 的设置
General Settings 主要是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工作模式，如下图。

Direct I/O CN：Direct IO 模式；
CN with Processor Interface：FPGA 内部集成 DPRAM，DPRAM 的 AP
端接口可以是并行总线接口、SPI 接口或 Avalon 总线接口；
openMAC only：在 FPGA 内部只集成了 openMAC 的功能。

openMAC 的设置
openMAC 的参数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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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Phy Interface：openMAC 与以太网 PHY 之间的接口，是 MII 还
是 RMII，根据实际的 PCB 设计确定，推荐使用 RMII 接口。
Enable second Ethernet Phy Interface：为了拓扑方便，可以在 FPGA 中
实现一个 Ethernet HUB，这时就可以带有 2 个以太网接口。如果需要第二个以
太网接口，勾选此项。
Enable second Phy Serial Management Interface(SMI)：PHY 的 SMI 控
制总线的数目，当使用两个 PHY 时，如果两个 PHY 使用的是同一个 SMI 总线
接口，不需要勾选此项；如果两个 PHY 使用各自的 SMI 总线接口，则需要勾
选此项。
Packet Buffer Location：MAC 收发数据包的存放位置，有三种模式可以
选择：
Tx and Rx into embedded memory ：将以太网 MAC 收发的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RAM 中。使用内部 RAM 的好处是速度快，但需要更多的 FPGA
资源，FPGA 的内部 RAM 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建议使用。
Tx into embedded memory and Rx over Avalon master：将以太网 MAC
要发送的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RAM 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包放到 Avalon
总线上的外部存储单元（如外部 SRAM），这里的外部存储单元也是用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程序的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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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and Rx over Avalon master：将以太网 MAC 接收/发送的数据包放到
Avalon 总线上的外部存储单元（如外部 SRAM），这里的外部存储单元也是用
来运行 POWERLINK 协议栈程序的堆栈。
当把数据包放到 FPGA 内部的 RAM 中时，优点是数据收发会比较快，缺
点是实现这个 Buffer 需要 FPGA 资源。当数据包放到 Avalon 总线上的其他存
储单元时，缺点是数据要经过 Avalon 总线传输，速度会比较慢；优点是不需
要 FPGA 资源，而且外部的 SRAM/SDRAM 容量可以很大。因此，如果传输
的数据量小，要求速度快，就选择 Tx and Rx into embedded memory；如果
传输的数据量大，不要求速度快，就选择 Tx and Rx over Avalon master。而
Tx into embedded memory and Rx over Avalon master 是一种折衷的方案。
openMAC TX buffer size：在 openMAC only 模式下，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需要手动设置，作为 POWERLINK 从站需要两个发送缓冲区，每个缓冲区都
包含以下的数据帧：TPDO (1500 字节)、Asnd (1500 字节)、IdentResponse(180
字节)、StatusResponse (76 字节)、NMTRequest(180 字节) 以及
SyncResponse (64 字节)。上述情况下，最小的缓冲区大小为： (1500 字节
+1500 字节 + 64 字节 + 180 字节 + 76 字节 + 64 字节) * 2 ~=7000 字节。
openMAC Number of RX Buffers(MTU=1500bytes)：在 openMAC only
模式下，接收缓冲区的数目，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 1500 字节。
Enable Virtual Ethernet driver：是否使用虚拟以太网驱动器，如果需要在
POWERLINK 网络上传输其他以太网协议的数据，需要勾选该项设置。
Virtual Ethernet driver:Number of pending RX packets：虚拟以太网驱动
需要额外的缓冲区接收其他协议的以太网数据包，该项设置接收数据包的缓冲
区的数目，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 1500 字节。

PDI 的设置
PDI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CN with Processor
Interface 模式下。Interface to AP 是用来设置 DPRAM 的 AP 端的接口的，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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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on：AP 与 DPRAM 之间通过 Avalon 总线连接，当在一片 FPGA 上
集成两个 CPU（AP 和 PCP）时，选择该项；
Parallel：AP 与 DPRAM 之间通过并行总线接口连接；
SPI：AP 与 DPRAM 之间通过 SPI 总线接口连接。

Parallel interface 的设置
Parallel interface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CN with
Processor Interface 模式下，并且 DPRAM 的 AP 端的接口为并行总线接口，
具体设置请参考 0 中的叙述。

SPI interface 的设置
SPI interface 的设置需要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CN with
Processor Interface 模式下，并且 DPRAM 的 AP 端的接口为 SPI 总线接口，
SPI interface 的设置如下图。

Active State of Output Signals(Irq)：SPI 总线的中断信号的有效电平，High
Active 为高电平有效，Low Active 为低电平有效；
SPI interface endianness：SPI 接口的字节次序，Little Endian 为小端在
前，Big Endian 为大端在前，通常需要工作在 Little Endian 模式。
SPI in CPHA mode：选择 1 使能 API 接口的 CPHA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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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 in CPOL mode：选择 1 使能 API 接口的 CPOL 模式。

POWERLINK IP Core 端口的连接
在 SOPC Builder 中可以设置 POWERLINK IP Core 的各个内部端口（连
接到系统内部的其他组件的端口）的连接，内部的端口如下图。

各个端口的说明如下：
时钟端口：时钟端口有，pcp_clk，用于驱动 PDI 的 PCP 端接口（PDI 模
式下）或 DirectIO 模式下的 IO 端口的寄存器（SMP）；ap_clk，用于驱动 PDI
的 AP 端的接口（PDI 模式下）；clk50meg，POWERLINK IP Core 的 50MHz
时钟输入，必需连接 50MHz 的时钟源；clkMaster，POWERLINK IP Core 中
的 Buffer 和寄存器的驱动时钟，该时钟应与外部 RAM 控制器的时钟相同；
clkPkt，openMAC 的数据包缓冲区的驱动时钟。
中断端口：中断端口有，MACCMP_IRQ，openMAC 中的高精度时钟的中
断输出，需要连接到 PCP 端 CPU 的中断输入端口上，且应该具有最高的优先
级；MAC_IRQ，openMAC 的中断信号，当 openMAC 收到数据包并且 CRC
正确时会产生该中断，该中断信号应具有较高的优先级；PDI_AP_IRQ，PDI
接口的 AP 端的中断信号，只有在 PDI 模式下，且是双核模式时该信号可见，
该信号为 AP 与 PCP 的同步中断信号和异步中断信号（复用），应连接到 AP
端的 CPU 的中断输入上。
MAC_CMP，openMAC 的高精度时钟寄存器，应连接到 PCP CPU 的数
据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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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_REG，openMAC 的控制与状态寄存器，应连接到 PCP CPU 的数
据总线上。
MAC_BUF，openMAC 的数据缓冲区，应连接到 PCP CPU 的数据总线上。
MAC_DMA，openMAC 的外部数据缓冲区接口，当 openMAC 的 RX 或
TX 的缓冲区使用外部 RAM 时该接口可见，需要连接到外部 RAM 控制器上（直
接或间接）。
PDI_PCP，PDI 的 PCP 端接口，应连接到 PCP CPU 的数据总线上。
PDI_AP，PDI 的 AP 端接口，应连接到 AP CPU 的数据总线上。
SMP，DirectIO 的寄存器接口，在 DirectIO 模式下可见，应连接到 PCP CPU
的数据总线上。

POWERLINK IP Core 与 FPGA 引脚的连接
在 0 和 0 中已经介绍了 POWERLINK IP Core 的 DirectIO 接口和 PDI 的
并行总线接口的连接方法，关于 POWERLINK IP Core 与以太网 PHY 之间的
连接，需要根据 PHY 的工作方式将相应的端口连接，可以参考示例工程中的
连接，在此不再详述。

3.1.2 依赖的其他外设
POWERLINK 协议栈的运行还需要其他的外设，主要有定时器、拨码开关
（用于设置 Node ID）、LED 等。

定时器
POWERLINK 协议栈的运行需要一个毫秒级的时钟，通常使用 Interval
Timer。该 Timer 的周期为 1ms，在所有的示例工程中均有该 Timer，名称为
system_timer。

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是一个 8 位的 GPIO 输入设备，用于设置从站的节点号。在示例
工程中均有该 GPIO 设备，名称为 node_switch_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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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在带有 PDI 接口的模式下，PDI 上有协议栈工作状态的 LED 输出端口，
但是到 POWERLINK IP Core 工作在 Direct IO 或 openMAC only 模式下时需
要添加一个 GPIO 设备做为 LED 输出端口。在 DirectIO 的示例工程中均有该
设备，名称为 status_led_pio。

3.2 软件移植
对于一个新的 PCB 板，在 FPGA 硬件工程设置好后，在软件工程中只要
建立相应的 BSP 即可，不用更改软件工程的代码。
关于 BriefAp 工程的移植请参考《如何实现一个 AP》中的 8.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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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推广或者购买 POWERLINK 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或登陆 POWERLINK 网
上商城：http://openpowerlink.taobao.com
如果您有 POWERLINK 的技术问题，
可加入 POWERLINK 技术交流 QQ 群：
151181908
我们的联系信息：
公司名称：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田林路 487 号 21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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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如何实现一个 AP
本文以一个 AP 工程为例子，介绍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一个 AP，同时提供每
一个阶段的 AP 的 C 语言的例子，每个阶段的 AP 是在前一个阶段基础上，改造
而来的。

0.准备知识
0.1 DPRAM 的结构
本文主要内容是通过 DPRAM 的读写操作控制 PCP 运行，因此需要读者了
解 DPRAM 的结构。DPRAM 的结构请参照 CNDK1.0 中的文档
MAN_OAT113110_xx_V100 - Part II - DPRAM-based Host Interface
Description.pdf。

0.2 PCP 的启动过程
PCP 的启动过程如图 0-1 所示。
PCP 启动后将进入一个循环，等待 AP 发送 CMD_RESET 命令，因此 AP
启动后首先要向 PCP 发送一个 CMD_RESET 命令。PCP 收到 CMD_RESET
命令后将完成一些初始化工作并进入 PCP_BOOTED 状态。
PCP 进入 PCP_BOOTED 状态后，AP 需要通过异步通信向 PCP 发送一个
InitPcpReq 的异步消息，该消息的内容为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PCP 收到
InitPcpReq 消息后会发送一个 InitPcpResp 异步消息给 AP。
AP 收到 PCP 的 InitPcpResp 异步消息后，如果消息的内容为接收成功，则
AP 向 PCP 发送一个 CMD_INIT 命令，PCP 收到 CMD_INIT 命令后会按照
InitPcpReq 消息中的参数对 POWERLINK 协议栈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
PCP 将进入到 PCP_INIT 状态。

503

王谨秋

AP 检测到 PCP 进入到 PCP_INIT 状态后，需要向 PCP 发送一个
CMD_PREOP 命令。PCP 收到 CMD_PREOP 命令后会启动 POWERLINK 协
议栈，协议栈启动后在收到 SOA 数据帧之后，PCP 会进入 PCP_PREOP 状态。
如果主站工作在 CFG 模式下，即通过 CDC 文件进行组网配置，PCP 在收
到网络配置参数后会把 PDO 的配置（PDO 在 DPRAM 中的映射关系）通过
LinkPdoReq 异步消息发送给 AP 进行确认，AP 收到 LinkPdoReq 消息后需要将
PDO 配置的检查结果通过 LinkPdoResp 异步消息发送给 PCP。PCP 收到
LinkPdoResp 异步消息后会根据 AP 返回的内容把 PDO 的配置结果返回给主站，
如此循环直至 PDO 配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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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AP-PCP 启动过程

如果全部的 PDO 配置 AP 的检查结果都为通过，PCP 在收到主站的
NMT_EnableReadyToOperate 命令后会把全部的 PDO 配置信息通过
LinkPdoReq 消息发送给 AP，此时如果 AP 通过了全部的 PDO 配置，即在
LinkPdoResp 消息中返回成功，AP 需要在 PCP 处理完 LinkPdoResp 消息后发
送 CMD_READY_TO_OPRATE 命令使 PCP 进入到
PCP_READY_TO_OPRATE 状态。
PCP 进入 PCP_READY_TO_OPRATE 状态后，在收到主站的
NMT_StartNode 命令后，PCP 会进入到 PCP_OPERATIONAL 状态，即从站进
入周期通信。

0.3 测试平台
本文测试的硬件平台为 Altera 的 DE2-115 开发板，FPGA 采用 CNDK1.0
中的 fpga\altera\TERASIC_DE2-115\ink_ap_pcp_intavalon 工程，FPGA 工程
没有做任何改动，该工程在 FPGA 上集成了 PCP 和 AP 两个处理器，AP 与
DPRAM 通过 NIOS ii 的内部 avalon 总线连接。在 PCP 端的软件工程采用的是
CNDK1.0 中提供的工程，源代码没有进行任何更改；AP 端的软件工程是新建的
工程，新建软件工程的步骤如下：
首先编译 FPGA 的工程，具体步骤请参阅 MAN_OAT113110_10_V100 Getting Started.pdf 文件中的第 5 节 Creating the FPGA configuration 的内容；
然后打开 NIOS II 集成开发环境，选择或者新建工作空间，单击 File 列表选
择 New->Nios II Board Support Pakage 新建一个 BSP 工程：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如下设置：填写 Project name，选择 SOPC
Information 文件，使用默认的工程文件的存放位置，或按下图选择自己的存放
目录，选择 CPU 为 ap_cpu，单击 Finish 完成 bsp 工程的创建。

506

王谨秋

接下来建立 AP 的软件工程，单击 File 列表选择 New->Nios II Applicatio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工程名并选择前面新建的 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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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new 工程中新建 include 和 source 两个文件夹，并在 makefile 中添
加 include 文件夹到工程头文件目录：
APP_INCLUDE_DIRS :=
APP_INCLUDE_DIRS += include/
在后面 C 语言的例子中，所有头文件将放在 include 文件夹，main.c 文件放
在工程根目录，其余源文件放在 source 文件夹。
本文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叙述如何实现一个 AP，每一节是在前面一节的基
础上建立的，因此在阅读本文中的 C 语言例子的代码的时候建议使用文件比较
工具查看具体进行了那些修改。
其他硬件平台的 AP 工程的建立请参照其处理器或开发板的相关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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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测试主站
本文中实现的 C 语言的例子的测试主站为 windows 主站，主站使用的是
openPOWERLINK1.7.1 中的 Examples\X86\Windows\VC8\demo_cfm_pcap 例
子，测试中仅对 demo_main.c 文件进行了修改。
测试中在 openCONFIGURATOR 工程中配置了一个 TPDO：0x6000/01 长
度为 1 字节；一个 RPDO：0x6200/01，长度为 1 字节。测试中从站的节点号为
1。
在主站的同步回调函数中对发送数据进行了加一操作：
AppProcessImageIn_g.CN1_M00_DigitalOutput_00h_AU8_DigitalOutput
++;
最终实现的 AP 将会把接收到的主站的数据返回给主站，实现成功后，通过
打印主站收到的数据：
AppProcessImageOut_g.CN1_M00_DigitalInput_00h_AU8_DigitalInput
可以观察到该数据不断加一，当然也可以通过 Wireshark 观察到该现象。
对于 SDO 操作，测试主站中实现了对从站的 0x6000/02 对象的读操作和对
从站的 0x6200/02 的写操作。
主站的 demo_main.c 文件、Xap.h 文件和 mnobd.cdc 文件以及
openCONFIGURATOR 工程在 test 文件夹内。

0.5 其他
本文仅叙述如何通过读写 DPRAM 来实现检查 PCP 状态，控制 PCP 运行，
以及与 PCP 通信等内容。关于如何连接 DPRAM 到 AP 端，由于不同的处理器
其连接方式不同，因此该内容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的测试平台的处理器为 LittleEndian 的数据格式，与 DPRAM 中的
LittleEndian 格式相匹配，因此部分代码采用的是直接读取或复制 DPRAM 中的
数据，如果需要将本例中的代码移植到一个 BigEndian 的处理器上，请根据本文
中的提示对部分代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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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 PCP 的状态
本节介绍如何通过 DPRAM 获得 PCP 的状态。

1.1 获得 PCP 状态的方法
为了确定对 DPRAM 读写的正确性，保证在读写操作的时候 PCP 处于工作
状态且读写的位置是正确的，在所有其它操作之前，首先要读取并检查 DPRAM
的 MAGIC 数值，该数值存储在 DPRAM 中的起始位置，长度为 4 字节。其数值
为 50435000h，对应的 ASCII 码字符串为”PCP\0”。
PCP 的状态字存放在 DPRAM 中的偏移地址为 001Ah 的位置，其长度为 2
字节。假设 DPRAM 的基地址为 8000h，则 PCP 的状态字存放的绝对地址为
801Ah，通过读取 801Ah 位置的两字节的数据，即可以获得 PCP 的状态。
PCP 的状态有
0x00，Booted 状态，即 PCP 已经启动；
0x01，Init 状态，即 PCP 初始化完毕；
0x02，PreOperate 状态，即 PCP 已经进入 PreOperate 状态；
0x03，ReadyToOperate 状态，即 PCP 已经进入 ReadyToOperate 状态；
0x04，Operational 状态，即 PCP 已经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
0xEE，无效状态，PCP 启动后在未收到 AP 的 reset 命令前处于该状态。

1.2 C 语言的例子
下面是一个 C 语言实现的读取 MAGIC 数值和 PCP 状态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PCP_MAGIC

0x50435000

#define PDI_DPRAM_BASE_AP

0x8000

#define PDI_STATUS_OFFSET

0x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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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
unsigned int iPcpMagic;
unsigned short iPcpStatus;
iPcpMagic=*((unsigned int*)(PDI_DPRAM_BASE_AP));
printf("The PCP magic number is:%08x\n",iPcpMagic);
if(iPcpMagic!=PCP_MAGIC)
{
printf("The magic number is wrong.\n");
return -1;
}
else
{
printf("The magic number is right.\n");
}
iPcpStatus=*((unsigned
short*)(PDI_DPRAM_BASE_AP+PDI_STATUS_OFFSET));
printf("The PCP status number is %d\n",iPcpStatus);
return 0;
}

上面的代码可以在 ap_v0.1.0 中找到，代码中将 PDI_DPRAM_BASE_AP
强制转换为（unsigned int *）类型，并通过指针访问将 DPRAM 中的 MAGIC 数
值赋值给 iPcpMagic 变量，STATUS 的读取使用的相同的方法。
由于 AP 与 PCP 的通信完全通过 DPRAM 实现，因此在工程中对 DPRAM
的操作较多，单纯的使用强制指针类型转换较繁琐。因此，在本文中使用操作相
对简单的结构体指针访问，同时为了避免 endian 的影响，本文中使用 libCnApi
中的 cnApiAmi.h 文件和对应的.c 文件实现 DPRAM 的读写。如果读者使用的是
LittleEndian 的处理器，请使用 amiarm.c；如果读者使用的是 BigEndian 的处理
器，请使用 amibe.c。
描述 DPRAM 的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的结构体定义在 cnApiTyp.h 中，
其结构体的类型为 tPcpCtrlReg，该头文件需要依赖 cnApiGlobal.h。因此我们
从 libCnApi 的工程中将 cnApiAmi.h、cnApiTyp.h 和 cnApiGlobal.h 复制到工程
文件目录的 include 文件夹中。将 amiarm.c 复制到 source 文件夹中。
cnApiGlobal.h 中使用宏定义了不同的数据类型，其中一部分数据类型是与
长度相关的，在使用时如果 cnApiGlobal.h 中没有对应处理器的数据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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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处理器和编译器中数据类型的长度定义相应的数据类型。具体数据类型
定义及长度见表格 0-1。
表格 0-1

数据类型

描述

数据

描述

类型
CHAR

1 字节有符号整数

UCHAR

1 字节无符号整数

INT8

1 字节有符号整数

UINT8

1 字节无符号整数

INT16

2 字节有符号整数

UINT16

2 字节无符号整数

INT32

4 字节有符号整数

UINT32

4 字节无符号整数

BYTE

1 字节无符号整数

WORD

2 字节无符号整数

DWORD

4 字节有符号整数

QWORD

8 字节有符号整数

在工程中新建了 cnApiAp.h 和 cnApiAp.c 两个文件，读写 DPRAM 相关的
函数声明在 cnApiAp.h 中，函数的实现在 cnApiAp.c 中。修改了 main()函数，
使用新实现的函数来读取 PCP 的 MAGIC 数值和状态，相关代码在 ap_v0.1.1
中。
在 cnApiAp.c 中实现了 CnApi_getPcpMagic()函数，用于读取 PCP 的
MAGIC 数值；实现了 CnApi_getPcpState()函数，用于读取 PCP 的状态；实现
了 CnApi_init()函数，在使用其他函数前，应先执行 CnApi_init()函数将 DPRAM
的基地址传递给全局变量 pCtrlReg_l，该函数在随后的章节中将逐步扩充，所有
的初始化工作将在该函数中实现。上述函数的应用请参考 main.c 中的 main()函
数。
为了保证与 libCnApi 库的一致性，本文中的函数命名和数据类型将尽量保
持与 libCnApi 库中一致，部分函数的参数可能与 libCnApi 中的不一样，在函数
的实现上，本工程中尽量保证代码的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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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 PCP 发送命令
2.1 向 PCP 发送命令的方法
控制 PCP 的状态机运行可以通过向 DPRAM 中的 COMMAND 字写入相应
的数值来发送命令给 PCP 实现。COMMAND 在 DPRAM 中的偏移地址为 0018h，
COMMAND 字的宽度为两字节。
PCP 能够接受的命令有：
-1，空命令；
0，初始化命令，当 PCP 在 Booted 状态时，收到该命令后，PCP 会完成初
始化操作，初始化成功后 PCP 将进入 Init 状态；
1，PreOperate 命令，当 PCP 在 Init 状态时，收到该命令后，PCP 会开始
运行 POWERLINK 的协议栈，协议栈启动后，在收到主站的重启命令后，
POWERLINK 协议栈会重启，并在重启后收到主站的 SOA 帧后进入 PreOperate
状态；当 PCP 处于 ReadyToOperate 状态或 Operational 状态，在收到该命令
后，也会进入 PreOperat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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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PCP 状态机

2，ReadyToOperate 命令，当 PCP 处于 PreOperate 时，PCP 在收到该命
令后，如果 PCP 的协议栈已经收到主站的 NMTEnableReadyToOperate 命令，
则 PCP 进入 ReadyToOperate 状态；
3，Reset 命令，PCP 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只要收到该命令，PCP 将进入
Booted 状态。
对 PCP 的控制请参照 PCP 的状态机，如图 0-1。

2.2 C 语言的例子
本例在 ap_v0.1.1 基础上增加发送命令给 PCP 的功能，并在检查 PCP 的
MAGIC 数和状态之后，向 PCP 发送 kApCmdReset（3）命令，使 PCP 完成基
本初始化，并进入 Booted 状态。发送命令的函数为 CnApi_setApCommand()，
该函数在 cnApiAp.c 中实现。

514

王谨秋

在 main()函数中，应用该函数实现了向 PCP 发送 kApCmdReset 命令，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 PCP 在收到该命令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初始化工作并进
入 Booted 状态，因此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检查 PCP 的状态。相关的源代码在
ap_v0.2.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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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 PCP 进行异步通信--向 PCP 发送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
3.1 异步通信缓冲区介绍
在 DPRAM 中有 4 个缓冲区供 AP 与 PCP 之间进行异步通信，这 4 个缓冲
区分别是：
ASYNC_RX_BUF1
ASYNC_TX_BUF1

ASYNC_RX_BUF2
ASYNC_TX_BUF2
发送（TX）缓冲区和接收（RX）缓冲区是以 AP 端来定义的。
其中 ASYNC_RX_BUF1 和 ASYNC_TX_BUF1 构成了异步通信的内部
（Internal）通道，主要用于传输 POWERLINK 的初始化参数和 PDO 数据在
DPRAM 中的描述信息；ASYNC_RX_BUF2 和 ASYNC_TX_BUF2 构成了异步
通信的外部（External）通道，主要用于传输 SDO 和 Virtual Ethernet 数据。
这 4 个缓冲区在 DPRAM 中的位置和大小信息可以通过读取 DPRAM 的状
态与控制寄存器中的对应寄存器的数值来获得：
ASYNC_TX_BUF1_ADRS // 0066h
ASYNC_TX_BUF1_SIZE // 0064h

ASYNC_RX_BUF1_ADRS

// 006Ah

ASYNC_RX_BUF1_SIZE // 0068h

ASYNC_TX_BUF2_ADRS // 0072h
ASYNC_TX_BUF2_SIZE // 007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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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_RX_BUF2_ADRS // 0076h
ASYNC_RX_BUF2_SIZE // 0074h
后面列出的数值为相关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从控制与状态寄存器中读取到的缓冲区的大小包含通信数据
头的大小，实际能够用于传输数据的空间大小要在读取到的缓冲区的大小上减去
缓冲区数据头的大小（12 字节）。
每一个异步通信缓冲区的结构都相同，由数据头和数据组成，其结构如表格
0-1 所示。
表格 0-1

偏移

0~7

8~15

16~23

24~31

0000h

SYN

CHANNEL

MSG_TYP

Reserved

0004h

ASYNC_FRGMT_LEN

Reserved

0008h

ASYNC_STREAM_LEN

000Ch

ASYNC_DATA

……

下面介绍缓冲区中每个组成的意义及如何使用：
SYN：同步寄存器，当发送方将数据写入到缓冲区后，将该寄存器设置为
80h，通知接收方接收数据；接收方在读取完数据后，如果数据是分次传输且还
需要传输后续的数据，则接收方将该寄存器设置为 01h，如果全部数据传输完毕，
则将该寄存器设置为 00h。
CHANNEL：通道类型，用于说明该通道是内部通道（01h）还是外部通道
（02h）。
MSG_TYP：消息类型，用于说明本次传输的消息的类型。
ASYNC_FRGMT_LEN：本次传输的数据片的长度。
ASYNC_STREAM_LEN：本次传输的总体数据长度。
ASYNC_DATA：传输的数据。

3.2 异步通信的过程
异步通信中，发送方首先要将通道类型（CHANNEL）、消息类型
（MSG_TYP）、本次传输的数据片的长度（ASYNC_FRGMT_LEN）、本次传
输的总数据长度（ASYNC_STREAM_LEN）以及传输的数据或数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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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_DATA）写入到缓冲区，最后设置同步寄存器（SYN）为 80h 通知接
收方接收数据。
接收方在检查到 SYN 被设置为 80h 后，首先读取缓冲区中的数据，读取完
后，计算是否有剩余的数据需要继续传输，如果有则向 SYN 写入 01h，如果全
部数据接收完毕则向 SYN 写入 00h。
对于发送方，如果数据是分次发送的，当发送方检测到 SYN 被设置为 01h
后，则继续向缓冲区写入数据并设置 SYN 为 80h，如此循环，直至将数据全部
发送完毕。

3.3 C 语言的例子
接下来，本文将以一个 C 语言的例子，具体描述如何通过 DPRAM 实现与
PCP 进行异步通信，并将 POWERLINK 的初试化参数使用异步通信发送给
PCP。本例的相关代码在 ap_v0.3.0 中。
注意，DPRAM 中的异步消息为 LittleEndian 的格式，本例使用的处理器也
为 LittleEndian 格式，在异步消息的操作上采用的直接读写取的方式。如果使用
的是 BigEndian 的处理器，在操作的异步消息中的数据时需要使用相关函数来把
转换数据的次序，需要转换次序的地方包括：读写消息的数据头，读写缓存中的
异步消息数据（即读取缓冲区的数据，该缓冲区的数据是通过内存复制
[memcpy()]方式从 DPRAM 中读取到的；或写入缓冲区的数据，而该缓冲区的
数据需要通过内存复制方式写入到 DPRAM 中）。
如果将本文中涉及到异步消息处理的函数的代码移植到 BigEndian 的处理
器上会导致错误，请重写相关代码。

3.3.1 异步通信相关的结构体
首先我们要从 DPRAM 的状态与控制寄存器中读取异步通信缓冲区的相关
信息，包括缓冲区的基地址和大小。为了减少 DPRAM 的读写次数，仅在初始
化阶段读取并存放在一个描述异步通信缓冲区的结构体中。同时为了减少通信时
的计算，我们将异步通信缓冲区的头地址和数据地址分别存放，并将缓冲区允许
的单次最大通信数据长度存放起来。描述缓冲区的结构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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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struct sPcpPdiAsyncBufDescr {
tAsyncPdiBufCtrlHeader *

pHeader_m;

BYTE*

pPayload_m;

WORD

wMaxPayload_m;

} tPcpPdiAsyncBufDescr;

pHeader_m，异步缓冲区头地址，该地址实际为异步缓冲的基地址；
pPayload_m，异步缓冲区的数据地址，该地址为头地址向后偏移头数据大
小的字节数；
wMaxPayload_m，异步缓冲区的单次最大通信数据长度，该数值为缓冲区
的大小减去头数据的大小。
异步通信共有四个缓冲区，本文定义了四个 tPcpPdiAsyncBufDescr 类型的
变量来存放四个缓冲区的信息，分别是：

tPcpPdiAsyncBufDescr aTxPdiBufferDescr_l[2];
tPcpPdiAsyncBufDescr aRxPdiBufferDescr_l[2];
aTxPdiBufferDescr_l[2]存放两个发送缓冲区的信息；
aRxPdiBufferDescr_l[2]存放两个接收缓冲区的信息；
其中缓冲区头的数据结构体如下，其各个成员变量的意义与前文中缓冲区头
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typedef struct sAsyncMsgHeader {
volatile BYTE

m_bSync;

volatile BYTE

m_bChannel;

volatile BYTE

m_bMsgType;

volatile BYTE

m_bPad;

volatile WORD

m_wFrgmtLen;

volatile WORD

w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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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DWORD

m_dwStreamLen;

} tAsyncPdiBufCtrlHeader;

由于消息可能被分成几个片段传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结构体来保存消息的
相关信息，在本文中保存消息信息的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sPdiAsyncMsgDescr {
tPdiAsyncMsgType

MsgType_m;

tPdiAsyncMsgStatus

MsgStatus_m;

DWORD

dwMsgSize_m;

DWORD

dwPendTranfSize_m;

BYTE *

pBuffer_m;

tAsyncChannel

tChannel_m;

} tPdiAsyncMsgDescr;

MsgType_m，消息的类型；
MsgStatus_m，消息的状态，包括：
kPdiAsyncMsgStatusNotActive，消息未使用；
kPdiAsyncMsgStatusQueuing，消息在排队中，等待发送；
kPdiAsyncMsgStatusProcessing，消息正在传输；
kPdiAsyncMsgStatusTransferCompleted，消息传输完成
kPdiAsyncMsgStatusInterrupted，消息在传输过程中被打断，即有优先级
更高的消息需要被发送，在本文中，消息在发送过程中是不能被打断
的；
kPdiAsyncMsgStatusError，消息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
dwMsgSize_m，消息的总大小；
dwPendTranfSize_m，剩余需要传输的消息的大小。
pBuffer_m，消息数据存放的地址；
tChannel_m，消息使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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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异步通信，消息不能被及时的处理，所以我们需要对消息进行缓存，
等到异步通道空闲的时候在进行处理。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消息信息的数组（长
度为 10）将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进行缓存。

tPdiAsyncMsgDescr aTxMsgDescr_l[10];
tPdiAsyncMsgDescr aRxMsgDescr_l[10];

aTxMsgDescr_l[10]，存放发送消息相关信息的数据；
aRxMsgDescr_l[10]，存放接收消息相关信息的数据；
异步通信的相关信息的变量需要在异步通信进行之前进行初始化，相关的初
始化在 void AsyncInit(tPcpCtrlReg* pCtrlReg_p)函数中，相关代码比较简单，
在此不做详细叙述。

3.3.2 异步通信发送数据
由于在发送数据时，异步通道上可能正在发送其他数据，因此不能简单的直
接通过写异步通信缓冲区来实现发送。本文的做法是在发送数据的函数
（CnApi_AsyncPostMsg()）中先将发送数据保存在 aTxMsgDescr_l 数组中，然
后通过异步通信处理函数（CnApi_processAsyncCom()）在发送通道空闲的时
候发送数据。相关的源代码在 AsyncCom.c 文件中。
在 CnApi_AsyncPostMsg()函数中，首先将消息的相关信息保存，并通过
malloc()函数申请一片内存空间，将消息的数据内容复制到申请的内存中，该内
存在消息发送完毕函数（TxFinished()）中会被释放。TxFinished()由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在发送完数据后调用，如果需要在发送完特定
类型的数据后进行一些操作，相关的代码可以写在 TxFinished()函数中。
在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中的发送数据部分，首先从发送消息的
描述数组中选择一个需要处理的消息的索引号（getPrcssTxMsgNo()函数实现），
根据消息的通道类型，将消息的数据和消息头写入到指定的通道的缓冲区中，在
消息数据复制的过程中需要判断消息能否一次发送完，如果不能，将会按照缓冲
区的最大容量截取消息进行发送。需要注意的是，消息头中的同步寄存器的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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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最后写入，防止通信数据错误。消息的全部数据发送完毕后，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会调用 TxFinished()函数，并传入消息的索引
号。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在 AP 的空闲时期的循环中被调用，使该
函数在 AP 的处理器空闲的时候不断的被执行来完成异步消息的收发。
在 getPrcssTxMsgNo()函数中，首先检查内部发送通道的同步寄存器是否为
80h（kMsgBufReadOnly）即该通道是否可以发送数据，如果可以发送数据，则
首先检查是否有使用内部通道的消息处于正在处理状态
（kPdiAsyncMsgStatusProcessing），如果有则返回该消息在发送消息描述信
息数组中的索引值，如果没有则检查是否有使用内部通道的消息处于等待处理状
态（kPdiAsyncMsgStatusQueuing），有则返回其索引值。同样检查外部通道
上的消息。

3.3.3 异步通信接收数据
对于接收数据，在检测到有数据需要接收时，首先从接收消息描述信息数组
中获得一个可用的索引号（getRxMsgDscrArrUsableNo()），然后复制消息数据
到对应的存储空间中，该存储空间在首次接收到数据时通过 malloc()函数申请。
如果消息是分多次传输的且本次没有全部接收完，则向同步寄存器写入 01h
（kMsgBufWriteOnly），如果本次接收消息已经全部接受完毕则向同步寄存器
写入 00h（kMsgBufWriteOnlyFirstSegment）。数据是否接收完毕是通过检查
剩余传输数据是否为 0 来判断的，如果数据接收完毕，则调用接收数据完毕处理
函数（RxFinished()）来处理接收到的消息。接收数据的处理也是在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中实现的。
在 getRxMsgDscrArrUsableNo()函数中会传入需要接收的消息类型，首先
检查接收消息信息描述数组中是否有该类型的消息处于正在处理状态
（kPdiAsyncMsgStatusProcessing），如果有则说明该信息是分多次发送的，
函数将返回该信息描述的索引；如果没有正在处理的该类型的消息，则说明该消
息是首次接收，getRxMsgDscrArrUsableNo()函数会从未使用的信息描述中选择
一个索引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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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数据完毕处理函数（RxFinished()）中可以添加接收到该消息之后如
何处理的代码。该函数在处理完消息后会释放接收消息时申请的内存空间，即该
函数执行完后数据将不在可用，如果需要在该函数执行完后使用消息的数据，请
在处理代码中将消息数据复制一份。最后在该函数中会清空消息信息描述中的描
述信息。

3.3.4 发送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给 PCP
POWERLINK 的初始化参数是通过 tInitPcpReq 类型的结构体来传输的，该
结构体的定义在源代码的 AsyncCom.h 中，发送初始化参数给 PCP 只需要调用
CnApi_AsyncPostMsg()函数即可，该函数的参数为数据的地址，数据的类型和
数据的长度。
需要注意的是 tInitPcpReq 结构体中的数据是要发送给 PCP 的数据，需要
保证数据为 LittleEndian 格式。
在本节的代码中将 DPRAM 的 MAGIC 数值的检查和发送 kApCmdReset 命
令的代码由 main()函数中移到了 CnApi_init()函数中，并以参数的形式将
POWERLINK 的初始化参数传递给了 CnApi_init()函数，在 CnApi_init()函数同
通过调用 CnApi_AsyncPostMsg()函数实现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的发送，
发送 POWERLINK 初始化参数的数据类型为 kPdiAsyncMsgIntInitPcpReq。
在异步接收完成函数中（RxFinished()），在收到 POWERLINK 初始化回
复消息（kPdiAsyncMsgIntInitPcpResp）后，如果 PCP 初始化成功则设置全局
变量 bPcpEplInitOk_g 为 1，以表示 PCP 初始化成功，该变量在后面的例子中
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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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答 PCP 的事件
在实现了异步通信并把 POWERLINK 的初始化参数成功传递给 PCP 后，就
可以编写一个状态机来控制 PCP 运行。本文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状态机，来控制
PCP 能够进入 PreOperate，相关代码在 ap_v0.4.0 中（ap_v0.4.0 是在 ap_v0.3.0
基础上在 main.c 中增加了 processState()函数及在 main()函数中的调用）。
运行 ap_v0.4.0 可以在 PCP 端看到如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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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输出的信息可以看到 PCP 已经成功收到 AP 的命令并开启了
POWERLINK 的协议栈。但是此时如果连接一个可用的主站后，PCP 并没有继
续运行。通过在 NIOS II 中暂停 PCP 的调试，可以看到 PCP 停留在
Gi_pcpEventPost()函数中的一个循环中。该函数用于 PCP 向 AP 发送事件的，
所停留的循环的停止条件是收到 AP 对事件的应答，因此需要对 PCP 所发送的
事件进行应答。

4.1 如何应答 PCP 的事件
在 DPRAM 中与事件相关的寄存器有三个：EVENT_ACK 、EVENT_TYPE
和 EVENT_ARG，其意义及如何使用如下：
EVENT_ACK，事件应答寄存器，AP 通过读取改寄存器可以检测到是否有
事件需要应答，如果有事件，在该寄存器对应的位上可以读取到“1”，在 CNDK1.0
中该寄存器共使用了 3 个位，分别是第 0 位、第 6 位和第 7 位。第 0 位表示一
般（generic）事件，第 6 位表示 0 号网口网线断，第 7 位表示 1 号网口网线断。
对于一般事件，事件的类型及参数在 EVENT_TYPE 和 EVENT_ARG 会被设置。
AP 需要根据事件类型和事件变量做出相应的处理并在处理完成由应答相应的事
件。应答事件只需要在 EVENT_ACK 寄存器中写入对应位为“1”的数据即可，
在 DPRAM 内部会根据写入的数据清零对应位。
EVENT_TYPE，事件类型寄存器，当 EVENT_ACK 的第 0 位被设置时，该
寄存器中的内容有效，该寄存器中保存了事件的类型。在 CNDK1.0 中对应的事
件类型有：
0x00，无事件；
0x01，PCP 的一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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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2，PCP 发生错误；
0x03，PCP 状态发生改变；
0x04，POWERLINK 协议栈错误；
0x05，POWERLINK 协议栈警告；
0x06，POWERLINK 历史错误。
EVENT_ARG，事件变量寄存器，该寄存器中数据的意义在不同的时间类型
下式不相同的，具体意义请参照相关文档和 cnApiTypEvent.h 头文件中的定义及
注释，在此不再叙述。

4.2 C 语言的例子—应答 PCP 事件及使 PCP 工作
下面我们在 C 语言的工程中加入事件应答，相关的代码在 ap_v0.4.1 的
main.c 文件的 processEvent()函数中。在该函数中仅对一般类型的事件中的重
启异步通信和重启异步通信完成事件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其余事件没有进行处
理，直接进行了应答处理。
为了实现对重启异步通信事件和重启异步通信完成事件两个事件的应答，在
异步通信的代码中增加了 CnApiAsync_reset()函数和
CnApi_enableAsyncSmProcessing()函数。同时在 AsyncCom.c 文件中增加了
static BOOL fEnableCom 变量用于控制异步通信是否允许，并在
CnApi_processAsyncCom()函数中检测该变量的值，以实现在 PCP 重启异步通
信状态机的时候关闭异步通信。函数的具体实现请参照源代码。
在实现了事件的应答后，此时运行从站并连接主站，我们会在异步通信上收
到消息类型为 0x5 的异步消息，该消息是 PCP 连接 PDO 的信息，即主站配置
PCP 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的信息，PCP 正常启动需要 AP 回应该消息。为了
回复该消息在 ap_v0.4.1 中增加了 cnApiPdo.h 和 cnApiPdo.c 两个文件，用于实
现 PDO 相关的功能函数。在 ap_v0.4.1 例子中只是为了能够让 PCP 正常启动，
因此对于链接 PDO 的信息并没有做相应的处理，直接进行了回复，关于如何处
理链接信息健在第 0 节中进行介绍。本例只是在收到包含全部链接信息的链接
PDO 请求的时候，设置 bPcpReadyToOp 变量，通知 AP 状态机发送
kApCmdReadyToOperate 命令给 PCP，让 PCP 进入到 ReadyToOperat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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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运行 ap_v0.4.1 例子并连接主站，会发现从站不能正常进入
ReadyToOperate 状态。其原因是因为 PCP 在收到 kApCmdReadyToOperate
的时候还没有处理完成 AP 回复的 PCP 链接 PDO 请求，也就是发送
kApCmdReadyToOperate 命令的时间不对。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是通知 AP 状态
机发送 kApCmdReadyToOperate 命令是在接收到 PCP 的链接 PDO 请求中实
现的，此时还没有发送请求的回复，从而导致 PCP 收到
kApCmdReadyToOperate 命令时还没有收到或处理完 AP 的回复。另外在编写
异步通信的函数时，调用发送数据完成函数是在将最后一段数据写入到缓冲区时
调用的，而不是在 PCP 将数据取走并设置同步寄存器为 00h 时调用的，同样的
道理，在接收数据的处理中应该在调用接收数据完成函数后再设置同步寄存器的
值为 00h。在 ap_v0.4.2 中对该 BUG 进行了修复，该版本的例子可以使 PCP 正
常启动并与主站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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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DO 数据的操作
5.1 如何读写 DPRAM 中的 PDO 数据
PDO 的数据是存放在 DPRAM 的缓冲区的，缓冲区的地址和大小可以通过
读取 DPRAM 的控制与状态寄存器获得，相关的寄存器有：
TXPDO_BUF_SIZE (RO)，TPDO 缓冲区大小，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58h；
TXPDO_BUF_ADRS (RO)，TPDO 缓冲区地址，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5Ah；
RXPDO0_BUF_SIZE (RO)，RPDO0 缓冲区大小， 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5Ch；
RXPDO0_BUF_ADRS (RO)，RPDO0 缓冲区地址，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5Eh；
RXPDO1_BUF_SIZE (RO)，RPDO1 缓冲区大小， 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60h；
RXPDO1_BUF_ADRS (RO)，RPDO1 缓冲区地址，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62h；
RXPDO2_BUF_SIZE (RO)，RPDO2 缓冲区大小， 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64h；
RXPDO2_BUF_ADRS (RO)，RPDO2 缓冲区地址，在 DPRAM 中的偏移
量为 66h。
在 DPRAM 中有一个 TPDO 缓冲区和三个 RPDO 缓冲区，这是因为在
POWERLINK 的每个循环周期内只需要发送一次 TPDO 数据，而对于 RPDO，
从站除了需要接受主站的 PDO 外，还有可能需要接收其他从站的 PDO 来实现
交叉通信。所以另外设置了两个 RPDO 用于交叉通信。
对于 AP 需要向 TPDO 缓冲区写入数据，并读取 RPDO 缓冲区的数据。在
DPRAM 中为了防止读写冲突，在缓冲区内部实现了一个 Triple buffer，并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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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缓冲区设置了一个应答寄存器用于切换缓冲区。应答寄存器在 DPRAM 的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
TXPDO_ACK，TPDO 缓冲区应答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80h；
RXPDO0_ACK，RPDO0 缓冲区应答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82h；
RXPDO1_ACK ，RPDO1 缓冲区应答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84h；
RXPDO2_ACK， RPDO2 缓冲区应答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86h。
AP 在向 TPDO 缓冲区写入新的数据后，需要向 TXPDO_ACK 应答寄存器
写入一个任意的值，来触发缓冲区的切换，保证 PCP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能够读
到最新的数据，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向 TPDO 缓冲区写入的数据要保证是全部
数据，不能只是简单的写入发生更新的数据，而未发生更新的数据不写入，这样
会导致 PCP 端收到的未更新的数据发生错误。
AP 在读取 RPDOx 缓冲区的数据之前要首先向 RXPDOx_ACK 应答寄存器
写入一个任意的值，来触发缓冲区的切换，保证读取到的数据是最新的数据。

5.2 通过 DPRAM 链接变量到对象字典
由于对象字典在 PCP 端，PDO 数据是通过 DPRAM 在 AP 与 PCP 之间进
行交换，在 AP 中通常使用的是变量来存储数据。因此需要建立变量与 DPRAM
中的数据的对应关系。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知道，PCP 会通过异步消息将 PDO
的链接信息，即 PDO 在 DPRAM 中的信息，通过异步通信发送给 AP。该异步
消息的内容是以对象字典的方式存储的，即存放的是索引、子索引、长度以及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了使变量和 DPRAM 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并使用 PCP
的链接 PDO 的消息，需要在 AP 端实现一个对象字典，即类似于 DirectIO 中的
EplApiLinkObject()函数的功能。
本文在 AP 端建立变量与 DPARM 中数据的对应关系采用的是 CNDK1.0 中
AP 例子的方式，即在 AP 端建立一个链接关系表，存储变量与对象字典的链接
关系，通过该关系表和 PCP 发送的 PDO 的链接信息，即对象字典与 DP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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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之间的关系表，建立变量与 DPRAM 之间的复制关系表。在 PCP 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后，通过复制关系表来实现变量与 DPRAM 中的数据的交换。

5.2.1 LinkPdosRequest 消息的数据结构
PCP 发送的链接对象请求消息的数据结构如下：
Offset

0~7

8~15

00h

MSG_ID

ORIGIN

COMM_HDL

04h

DESCR_CNT

reserved

reserved

08h

16~23

24~31

PDO_DESCRIPTOR[0..DESCR_CNT]

……

其意义如下：
MSG_ID：消息的编号，该编号会每次加一，用以区分不同的消息；
ORIGIN：触发该消息的源，1 表示该消息的来源是对对象的读写操作，发
生在主站配置从站的网络参数和映射参数的时候；8 表示来源是
NmtEnableReadyToOperate ，即当 PCP 收到主站允许进入 ReadyToOperate
状态的命令后触发该消息，此时发送的 LinkPdosRequest 消息包含全部的 PDO
链接信息；
COMM_HDL：PCP 设置的用于区分不同消息的 handler，AP 在返回的
LinkPdosResponse 消息中需要指明该 handler；
DESCR_CNT：包含的描述 PDO 缓冲区的信息的个数，一条信息描述一个
缓冲区的信息；
PDO_DESCRIPTOR[0..DESCR_CNT]：PDO 数据在缓冲区的描述，在一
条消息中可能包含多个 PDO 缓冲区的描述信息。
PDO 缓冲区描述信息的数据结构如下：
Offset

0~7

8~15

0000h

ENTRY_CNT

PDO_DIR

0004h

16~23

24~31

BUFFER_NO MAPPING_VERSION

MAPPING_ENTRY[n]

其意义如下：
ENTRY_CNT：入口数目，即该 PDO 缓冲区描述中包含多少个对象的描述
信息；
PDO_DIR：PDO 的方向，01h 表示 TPDO，80h 表示 R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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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_NO：缓冲区的编号，用于区分描述的是哪一个缓冲区的信息；
MAPPING_VERSION：PDO 在 DPRAM 中的映射信息的版本，当 PDO 在
DPRAM 中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时，该值会增加；
MAPPING_ENTRY[n]：具体每个对象的描述信息。
MAPPING_ENTRY 的数据结构如下：
Offset

0~7

8~15

0000h

INDEX

0004h

OFFSET

16~23

24~31

SUB_INDEX

reserved
SIZE

其意义如下：
INDEX：对象的索引号；
SUB_INDEX：对象的子索引；
OFFSET：对象在 PDO 缓冲区的偏移量，单位为字节；
SIZE：对象的大小，单位为字节。

5.2.2 LinkPdosResponse 消息的数据结构
AP 在收到 PCP 的 LinkPdosRequest 消息后，在处理完数据后需要回复
LinkPdosResponse 消息给 PCP，LinkPdosResponse 消息的数据结构如下：

Offset

0~7

8~15

0000h

MSG_ID

ORIGIN

0004h

16~23

24~31

COMM_HDL

ERR_CODE

其意义如下：
MSG_ID：消息的编号，应与对应的 LinkPdosRequest 消息中的 MSG_ID
保持一致；
ORIGIN：触发该消息的源，应与对应的 LinkPdosRequest 消息中的 ORIGIN
保持一致；
COMM_HDL：PCP 设置的用于区分不同消息的 handler，应与对应的
LinkPdosRequest 消息中的 COMM_HDL 保持一致，
ERR_CODE：错误编号，0 表示接受链接 PDO 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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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 语言的例子
5.3.1 创建链接关系表
链接关系表是用来保存变量与对象字典的链接关系的，该表为一个结构体数
组，结构体的结构为：
typedef struct sObjTbl {
WORD
m_wIndex;
BYTE
m_bSubIndex;
BYTE
m_bPad;
WORD
m_wSize;
BYTE
*m_pData;

} tObjTbl;
其意义为：
m_wIndex：对象的索引值；
m_bSubIndex：对象的子索引值；
m_bPad：保留字节，无实际意义；
m_wSize：对象的长度，单位为字节；
m_pData：变量的地址。
该表通过 CnApi_initObjects(DWORD dwMaxLinks_p)函数进行初始化，参
数 dwMaxLinks_p 为该表的最大长度，即可以链接的对大变量数，使用中根据
需要设置该值的大小。通过 CnApi_linkObject(WORD wIndex_p, BYTE
bSubIndex_p, WORD wSize_p, BYTE * pAdrs_p)函数创建链接关系表，该函数
的参数分别为索引、子索引、长度和变量地址。具体的实现请参照 ap_v0.5.0 中
cnApiPdo.c 中相关函数的代码，函数比较简单，在此不做叙述。

5.3.2 创建复制关系表
DPRAM 中的数据与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通过复制关系表保存的，复制关
系表是通过链接关系表和 LinkPdosRequest 异步消息中的 PDO 在 DPRAM 中
的描述表建立的。在 LinkPdosRequest 消息的处理函数中（cnApiPdo.c 文件中
的 cnApi_handleLinkPdosReq()函数），如果消息的来源（ORIGIN）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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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tEnableReadyToOperate（值为 8）将调用 CnApi_createCpyTbl()函数根据
LinkPdosRequest 消息中的数据和链接关系表来创建复制关系表。
复制关系表的数目与 DPRAM 中的 PDO 缓冲区的数目是一致的，在本例中
只有一个 TPDO 缓冲区和一个 RPDO 缓冲区，如果从站需要实现交叉通信，请
在 FPGA 工程中增加 RPDO 缓冲区的数目，并修改例子中 RPDO 缓冲区的数目
（PCP_PDI_RPDO_CHANNELS 宏）。
复制关系表的数据结构为：
typedef struct sPdoCpyTbl {
BYTE
bNumOfEntries_m;
BYTE
bMapVersion_m;
BOOL
fActivated_m;
tPdoCopyTblEntry
aEntry_m[PDO_COPY_TBL_ELEMENTS];

} tPdoCopyTbl;
其意义为：
bNumOfEntries_m：该表中的复制关系的数目；
bMapVersion_m：PDO 在 DPRAM 中的映射关系的版本号，随着 PDO 在
DPRAM 中映射关系的改变，该值会变化；
fActivated_m：该复制关系表是否激活；
aEntry_m[]：复制关系描述信息数组。
复制关系描述信息的数据结构为：
typedef struct sPdoCopyTblEntry {
BYTE * pAdrs_m;
WORD
size_m;
WORD
wPdoOfst;

} tPdoCopyTblEntry;
其意义为：
pAdrs_m：变量的地址；
size_m：变量的长度，单位为字节；
wPdoOfst：PDO 数据在缓冲区中的偏移量，单位为字节。
关于复制关系表的建立的具体程序请参阅 ap_v0.5.0 中 cnApiPdo.c 中相关
函数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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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 cnApi_handleLinkPdosReq()函数和
CnApi_createCpyTbl()函数中 tLinkPdosReq 结构体中的数据是通过内存复制的
方式从 DPRAM 中读取的，该数据为 LittleEndian 格式，在 BigEndian 的处理器
上移植时请重写这两个函数中对 tLinkPdosReq 结构体操作的相关代码。

5.3.3 PDO 与变量的数据交换
要实现 PDO 与变量的数据交换，首先要获得 PDO 缓冲区在 DPRAM 中的
相关信息，该信息是通过 CnApi_initPdo()函数实现的，该函数主要是读取
DPRAM 中的控制与状态寄存器中关于 PDO 缓冲区的信息并保存在本地变量
中。
TPDO 与变量的数据交换是在 CnApi_processTPDO()函数中实现的，该函
数根据复制关系表将变量中的数据复制到 DPRAM 中；RPDO 与变量的数据交
换是在 CnApi_processRPDO()函数中实现的，该函数根据复制关系表将
DPRAM 中的数据复制到变量中。具体实现请参阅 ap_v0.5.0 中 cnApiPdo.c 中
相关函数的代码和 0 中的叙述。
需要注意的是本例中在 DPRAM 与变量数据的交换时为了代码实现的简单，
没有考虑到代码在 BigEndian 的处理器上的移植问题，如果要把该部分代码移植
到一个 BigEndian 的处理器上，请重写 CnApi_processTPDO()函数和
CnApi_processRPDO()函数，以及 CnApi_createCpyTbl()函数中读取消息内容
部分的代码。
在 ap_v0.5.0 中的 main.c 中有该部分内容的测试代码，在 main()函数中增
加了对象的初始化函数和链接变量函数的调用，并链接了两个变量：
CnApi_initObjects(10);
CnApi_linkObject(0x6000,1,1,&bInput[0]);
CnApi_linkObject(0x6200,1,1,&bOutput[0]);
在 processState()函数中增加了 PDO 数据与变量的交换的函数的调用：
CnApi_processRPDO();
bInput[0]=bOutput[0];
CnApi_processT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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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码通过 CnApi_processRPDO()函数将 DPRAM 中的 RPDO 数据复制
到变量 bOutput[0]中（本例中的 Output 和 Input 是以网络端定义的），然后将
bOutput[0]中的数据赋值给 bInput[0]，最后通过 CnApi_processTPDO()函数将
bInput[0]中的数据复制到 DPRAM 的 TPDO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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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异步消息实现 SDO 操作
对索引值小于 0x2000 的 SDO 操作完全在 PCP 端完成；对于索引值大于等于 0x2000
的 SDO 的操作，PCP 以异步消息的方式发给 AP，AP 需要将操作结果以异步消息的方
式发送给 PCP。

6.1 SDO 操作的异步消息结构
SDO 操作的异步消息的数据结构如表格 0-1（请求和回复具有相同的数据
结构）。
表格 0-1

Offset

0~7

8~15

00h

REQID

PAD

04h

16~23

24~31

COMCONHDL

SDOCMDFRAME

……

其意义为：
REQID：请求编号，用于区分不同的请求，在 CNDK1.0 中该值为 0，没有
什么特殊的意义；
PAD：保留字节，无实际意义；
COMCONHDL：通信句柄，用于区分不同的操作；
SDOCMDFRAME：SDO 操作命令的描述。
SDOCMDFRAME 的数据结构如表格 0-2
表格 0-2

OFFSET

0~7

8~15

16~23

24~31

00h

RESERVED

TRANSACTIONID

FLAGS

COMMANDID

04h

SEGMENTSIZE

08h~12h

RESERVED
DATA[8]

其意义如下：
RESERVED：保留字节，无实际意义；
TRANSACTIONID：传输 ID，POWERLINK 通信中用于区分不同的 SDO
操作；
FLAGS：标志，其意义如表格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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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0-3

Bit

0

1

2

3

4

RESERVED

00h

5

SEGMENTATION

6

7

ABORT

RESP

RESERVED：保留位，无实际意义；
SEGMENTATION：分段标志，0 表示不分段，SDO 操作在一次传输中可
以完成，非零表示 SDO 操作的描述内容是分段传输的；
ABORT：中止标志，0 表示操作成功，1 表示操作中止，如果操作中止则在
DATA[]的数据为中止代码；
RESP：应答标志，0 表示为请求，1 表示应答。
COMMANDID，命令号，01h 表示通过索引号对对象进行写操作，02h 表
示通过索引号对对象进行读操作；
SEGMENTSIZE：段长度，指的是 DATA[]中实际有意义的数据的长度；
RESERVED：保留字节，无实际意义；
DATA[8]：SDO 操作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情况下其意义不同：
COMMANDID 为 01h，即通过索引进行写操作时，在请求操作（RESP 为
0）中 DATA 的内容如表格 0-4：
表格 0-4

Offset

0~7

00h

8~15
INDEX

04h

16~23

24~31

SUBINDEX

RESERVED

PAYLOAD[]

INDEX：操作对象的索引号；
SUBINDEX：操作对象的子索引号；
RESERVED：保留位；
PAYLOAD []：写入对象的数据，在写操作中，SEGMENTSIZE 的值为
PAYLOAD 的有效字节数加 4，即 DATA 中的实际有效数据的长度。
COMMANDID 为 01h，即通过索引进行写操作时，在回复操作（RESP 为
1）中，如果 ABORT 为 0，即写入对象数据成功则 DATA 为空，此时
SEGMENTSIZE 为 0；如果 ABORT 为 1，即写入对象数据中止，则 DATA[]内
容为 ABORT 的错误代码，错误代码的意义请参照 EPSG_DS_301_V-1-1-0.pdf
中 App. 3.11 SDO Abort Codes 中的叙述，此时 DATA[]的长度为 4，即
SEGMENTSIZE 为 4，常用的错误代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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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000h：对象字典中不存在该对象；
06070012h：操作的参数过长，在写操作中表现为要写入的数据的长度大于
对象的长度；
06070013h：操作的参数过短，在写操作中表现为要写入的数据的长度小于
对象的长度；
COMMANDID 为 02h，即通过索引进行读操作时，在请求操作（RESP 为
0）中 DATA 的内容如表格 0-5：
表格 0-5

Offset

0~7

00h

8~15
INDEX

16~23

24~31

SUBINDEX

RESERVED

其意义与表格 0-4 中相同，此时 SEGMENTSIZE 的值为 4；
COMMANDID 为 02h，即通过索引进行读操作时，在回复操作（RESP 为
1）中，如果 ABORT 为 0，即读取对象数据成功，则 DATA[]中为实际读取到的
数据，此时 SEGMENTSIZE 为读取到的数据的长度；如果 ABORT 为 1，即读
取对象数据中止，则 DATA[]内容为 ABORT 的错误代码，此时 DATA[]的长度为
4，即 SEGMENTSIZE 为 4。

6.2 C 语言的例子
本例子的代码在 ap_v0.6.0 中，在 ap_v0.5.0 的基础上增加了
cnApi_handleObjAccReq()函数来处理来自 PCP 端的 SDO 操作请求。在本实现
中使用了第 5 节中的链接关系表来实现对 SDO 的操作。具体步骤为，从异步消
息中获得操作对象的索引值和子索引值，通过查询链接关系表
（getObjIndexInLnkTbl()函数实现），获得对象所对应的变量在 RAM 中的地址
和变量的长度，通过内存复制的方式实现对变量的读写操作。在本例中，认为访
问链接关系表中不存在的对象是访问了一个对象字典中不存在的对象。需要注意
的是，在本实现中没有检查对象的读写权限。在具体应用中请保证对对象的读写
是安全的。
由于本例子的代码比较简单，具体的 C 语言实现请参考 ap_v0.6.0 中的代
码和注释（cnApiPdo.c 中的 cnApi_handleObjAccReq()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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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bjIndexInLnkTbl()函数和 AsyncCom.c 中的 RxFinished()函数），在此不再
赘述。
对于 SDO 操作的测试是通过主站上调用相关的函数实现的，涉及到的函数
有：
EplApiReadObject()，对一个对象进行读操作；
EplApiWriteObject()，对一个对象进行写操作。
函数参数的意义请参阅 openPOWERLINK 中的 PDF 文档。
操作结束后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触发一个 SDO 操作的事件
（kEplApiEventSdo），该事件会触发事件回调函数的调用，请参考测试用例中
的代码，运行测试用例中的程序后，在控制台中按 e 键会触发对一号节点的
0x6000/02 对象的读操作，按 w 键会触发对一号节点的 0x6200/02 对象的写操
作。可以改变对象和对象大小测试 SDO 操作的正确性。
注意，本节内容的操作实际为异步数据操作，将本部分代码移植到
BigEndian 处理器的时候，请重写该部分代码，使用相关函数读写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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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步中断和异步中断
7.1 同步中断
7.1.1 相关寄存器的操作
在 AP 端，通常需要根据 POWERLINK 主站的 SOC 同步帧来周期的处理一
些事情，例如处理 PDO 数据等。在 DirectIO 模式下我们可以使用同步回调函数
来实现这个功能，在 PCP_AP 模式下，在 AP 端我们也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实现该功能我们需要使用同步中断控制寄存器 SYNC_IRQ_CTRL，该寄存器在
DPRAM 中的偏移地址是 88h，其结构如表格 0-1。
表格 0-1

offset

0

88h

IRQ_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IRQ_REQ

IRQ_ACK，中断应答位，当 PCP 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后将开始触发同步
中断，当有同步中断产生时，该位会被置 1，AP 可以通过轮询该标志位来触发
同步中断响应，响应该中断只要向该位写入 1 即可，该位会自清 0；
IRQ_REQ，中断请求位，如果 AP 需要通过硬件中断的方式来快速的响应
同步中断可以通过将该位置 1，这样当同步中断产生时会在同步中断引脚产生中
断信号，在这种方式下 AP 不需要轮询 IRQ_ACK 位；如果不需要使用中断方式
响应同步中断，只需要将该位清零即可，默认情况下该位为 0。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在 16 位并行总线或 SPI 总线的例子的 Quartus 工程中
该引脚的名称为 SYNC_IRQ_OUT；在本文使用的 ink_ap_pcp_intavalon 例子
中，该中断信号与异步事件中断信号复用，在 AP 的 bsp 中，该中断信号的宏名
称为 POWERLINK_0_IRQ。在其他的例子中请查阅相关的文档确认该信号，正
确引出即可。
由于 POWERLINK 的实际循环周期是由主站决定的，因此在从站上通常事
先不能确定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由于事先不能确定 AP 处理同步中断的
能力是否能满足 POWERLINK 循环周期的要求，例如 AP 能够响应的同步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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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期为 1ms，而 POWERLINK 的循环周期为 500μs，在这种情况下 AP 不能
响应周期为 500μs 的同步中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 DPRAM 中有两个寄存
器供 AP 设置其能够接受的最小同步中断周期和最大同步中断周期，分别是：
SYNC_IRQ_MAX_CYCLE_TIME，AP 能够接受的同步中断信号的最大周
期，单位为μs，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1Ch，长度为 4 字节；
SYNC_IRQ_MIN_CYCLE_TIME，AP 能够接受的同步中断信号的最小周
期，单位为μs，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20h，长度为 4 字节。
AP 可以在 PCP 进入 INIT 状态之前来设置这两个寄存器，PCP 在收到主站
配置的循环周期后，会根据 AP 设置的值和 POWERLINK 循环周期设置一个同
步中断的周期，该周期为 POWERLINK 循环周期在 AP 能够接受的最大最小同
步中断周期范围内的最小整数倍，其值保存在 DPRAM 控制与状态寄存器的
SYNC_IRQ_CYCLE_TIME 寄存器中，其在 DPRAM 中的偏移量为 28h，长度
为 4 字节。
PCP 设置好同步中断周期后会向 AP 发送事件类型（EVENT_TYPE）为一
般事件（01h），事件参数为 00h（同步中断周期计算成功）的异步事件给 AP。

7.1.2 C 语言的例子
在 ap_v0.7.0 中是一个同步中断的例子，该例子中实现了类似 PCP 端的同
步回调函数。
该例子中在 cnApiAp.c 中实现了同步中断初始化函数 CnApi_initSyncInt()，
该函数用于设置 DPRAM 中的最大最小中断周期并注册中断函数，中断函数为
CnApi_irqHandler()，该函数在中断产生式由系统调用，其他架构的处理器上中
断函数的实现和注册请参阅相关的说明文档。
在中断函数 CnApi_irqHandler()中，首先调用 CnApi_processRPDO()函数
将 RPDO 数据更新到本地变量中；然后通过 CnApi_getCurTime()函数获得
DPRAM 中的时间数据，并以该数据为参数调用同步回调函数；接下来调用
CnApi_processTPDO()函数将同步回调函数的处理结果更新到 DPRAM 中去；
最后调用 CnApi_ackSyncIrq()函数应答中断来清除中断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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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pi_enableSyncInt()函数和 CnApi_disableSyncInt()函数为中断使能函
数和中断禁止函数，这两个函数通过操作 IRQ_REQ 位来实现中断的打开和关
闭。
另外更改了 CnApi_init()函数的参数，使用 tCnApiInitParam 结构体对初试
化参数进行了封装。实现了回调函数的初始化等。原来在 main()函数中调用的对
象初始化函数（CnApi_initObjects()）移到了 CnApi_init()函数中调用。
在同步回调函数（CnApi_AppCbSync()）中，完成的是原来在状态处理函
数（processState()）中实现的变量赋值操作。即将原来使用轮询方式实现的 PDO
处理改为中断的方式处理。
该部分功能的具体实现请参阅 ap_v0.7.0 中的代码。

7.2 异步中断
对于事件的应答可以采用轮询 EVENT_ACK 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中断的方
式，与此相关的 DPRAM 中的寄存器是异步中断控制寄存器
ASYNC_IRQ_CTRL，其结构如表格 0-2。
表格 0-2

offset

0

54h

IRQ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N

IRQ 为中断信号，当有事件发生时该位为 1，否则为 0，可以在 FPGA 上将
该信号引出，用于硬件中断，通过中断的方式来响应 PCP 的事件；
EN 为中断使能位，当该位设置为 1 时，PCP 有事件时就会产生硬件中断，
AP 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来响应 PCP 的事件；该位设置为 0 时，将不产生中断，
AP 需要轮询 EVENT_ACK 来检查并响应 PCP 的事件。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在 16 位并行总线或 SPI 总线的例子的 Quartus 工程中
该引脚的名称为 ASYNC_IRQ_OUT；在本文使用的 ink_ap_pcp_intavalon 例子
中，该中断信号与同步中断信号复用，在 AP 的 bsp 中，该中断信号的宏名称为
POWERLINK_0_IRQ。在其他的例子中请查阅相关的文档确认该信号，正确引
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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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C 语言的例子
由于测试平台上异步事件中断信号与同步中断信号复用，因此在本例中，异
步事件中断的处理在同步中断的函数中实现。
在同步中断函数中增加了同步中断的确认，即中断触发时首先判断是否有同
步中断，如果有则首先处理同步中断，然后处理异步事件中断。在异步事件中断
的处理上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调用前面实现的应答 PCP 事件的函数。
异步事件中断的实现请参阅 ap_v0.7.1 中的代码。
在其他架构的处理器上如果使用 16 位或 8 为并行接口连接 DPRAM 的话，
同步中断信号和异步中断信号可以分别引出，此时只要另外实现一个中断处理函
数即可。
对于异步事件的处理，建议将异步中断的优先级设置的相对低一点或者使用
轮询的方式处理，以免对同步中断产生影响。ap_v0.7.1 仅作为一个例子，如果
使用同样的硬件平台，请使用 ap_v0.7.0 版本。

8. 版本升级说明
0.8.0 版本
1. 操作 DPRAM、操作从 DPRAM 中复制出来的数据或通过内存复制方式
（memcpy()）将 RAM 中的数据写入到 DPRAM 中的数据，所有涉及字
节次序的操作全部由函数实现，使用或移植时不必再考虑字节次序的影
响；
2. 在 cnApiCfg.h 中增加了 PRINT_LVL 宏，使用该宏可以设定输出信息的
级别：
0：所有信息均不输出；
1：只有输出使用 PRINTF()宏输出的信息；
2：输出使用 PRINTF()和 TRACE()宏输出的信息，不输出使用 DEBUG()
的信息；
3：输出使用 PRINTF()、TRACE()和 DEBUG()宏输出的信息。
3. 调整了 processState()函数中的状态之间的切换及切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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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函数取代了原有通过全局变量在两个源文件之间通信的方式；
5. 事件的处理改为轮询方式。

0.9.0 版本
更改了部分代码的结构，使得代码更易移植，并将源代码移植到
STM32F207 平台。下面介绍如何将代码移植到其他 MCU 上。
1. 首先在 IDE 中建立新的工程，并将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尝试编译工程，
如果报告如下错误：
Please define the datatypes for your target and compiler here!
需要修改 include/cnApiGlobal.h 中关于数据类型的定义，并检查该文件
中其他的宏定义是否满足目标平台或编译器。
2. 在 cnApiTarget.h 中 添 加 DPRAM 的 基 地 址 的 宏 定 义 ， 即
PDI_DPRAM_BASE_AP，并添加必要的头文件。
3. 新建一个与平台相关的源文件，在该文件中实现以下函数：
a) void CnApi_systemInit(void)：该函数中应完成硬件的初始化等；
b) void CnApi_initIrq(void)：中断初始化函数，在该函数中完成中断的
初始化，并将 void CnApi_irqHandler(void* context)函数注册为同步
中断信号的中断函数，如果平台不支持注册回调函数，可以在同步中
断回调函数中调用该函数。
4. 解决其他与平台相关的不兼容问题。

1.0.0 版本
1. 增大了通过 SDO 传输数据的数据量：原有代码只支持最大 4 字节的 SDO
传输量，更改后的最大数据量由 PCP 的初始化参数 MTU 决定；
2. 源代码增加了 Xilinx 平台的支持。
3. 修改 PCP 的初始化参数中的 Node ID 为 0，这样 PCP 会根据硬件拨码
开关来设置从站的 Nod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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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仅异步节点的实现

1 仅异步从站（async-only CN）特性
1.1 异步阶段轮询
在异步阶段，通过 StatusRequest——SoA 帧的一种特殊形式，MN 循环地轮询每个仅异步
CN。通过异步发送帧的特殊形式——StatusResponse，CN 进行响应。轮询间隔时间至少为
C_NMT_STATREQ_CYCLE。

1.2 一直监听，异步发送
异步调度影响轮询间隔时间，因此间隔时间是不确定的。如果需要，仅异步 CN 应从 MN 请
求发送异步数据的权限。仅异步 CN 只在异步阶段主动通信。然而，它们可监听 MN 和等时
同步 CN 发送的多播网络通信。
SoA 帧可用来识别 CN，请求 CN 的状态信息，轮询仅异步 CN，以及给予一个 CN 异步传
输的权限。
不支持 TPDO 通道，支持 256 个 RPDO 通道对于等时同步 CN ， 仅 PReq 帧和 PRes 帧用
于错误信号的发送。如果等时同步 CN 处于 NMT_CS_PRE_OPERATIONAL_1 状态，则错
误信号的发送应同仅异步 CN。

1.3 错误信号发送机制
MN 周期性地查询仅异步 CN 是否有错误信号发送，对处于 Pre_operational_1 状态的等时同
步 CN 。 应 通 过 StatusRequest 循 环 地 访 问 已 标 识 的 仅 异 步 CN （ 索 引
NMT_NodeAssignment_AU32[NodeID].Bit8）
。
对象 1F82h：NMT_FeatureFlags_U32，第 0 位（Isochronous）为 TRUE 时设备可进行等时同
步访问，为 FALSE 是设备用于仅异步 CN 对象 1F81h：NMT_NodeAssignment_AU32，第 8
位，为 0 时等时同步访问节点，1 时为仅异步节点仅异步节点应通过 StatusResponse 和
IdentResponse ASnd 帧发送它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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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通道被分配给不进行等时同步寻址的节点，通过 SoA 查询使用 Asnd 响应，仅异步 CN
的 NMT_SonsumerHeartbeatTime_AU32 应被设为很大值 C_NMT_STATREQ_CYCLE 5 秒
应用于仅异步 CN 的 StatusRequest 周期 StatusRequest 帧用来轮询仅异步 CN。当由 SoA 帧
中的 StatusRequest 分配了异步时隙时， CN 发送 StatusResponse 帧。

2.openPOWERLINK ASYNC-ONLY 配置
2.1 主站设置
手动设置从站0x1F81对象，即NodeAssignment添加EPL_NODEASSIGN_ASYNCONLY_NODE（第8位置1）
dwNodeAssignment = (EPL_NODEASSIGN_NODE_IS_CN | EPL_NODEASSIGN_NODE_EXISTS ) //同步节点
EplRet = EplApiWriteLocalObject(0x1F81, 0x01, &dwNodeAssignment, sizeof (dwNodeAssignment));

dwNodeAssignment = (EPL_NODEASSIGN_NODE_IS_CN | EPL_NODEASSIGN_NODE_EXISTS |
EPL_NODEASSIGN_ASYNCONLY_NODE); //仅异步节点
EplRet = EplApiWriteLocalObject(0x1F81, 0x02, &dwNodeAssignment, sizeof (dwNodeAssignment));

2.2 从站设置
EplApiInitParam.m_fAsyncOnly = TRUE; //仅异步节点不发生 Pres 数据帧
不周期性回复 Pres 帧，
则注释掉 EplDllk 的 EplDllkProcessNmtStateChange 里面的 EplDllkUpdateFramePres
函数调用
// update PRes (for sudden changes to PreOp2)
Ret = EplDllkUpdateFramePres(&EplDllkInstance_g.m_pTxBuffer[EPL_DLLK_TXFRAME_PRES +
(EplDllkInstance_g.m_bCurTxBufferOffsetCycle ^ 1)], NewNmtState_p);
if (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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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 = EplDllkUpdateFramePres(&EplDllkInstance_g.m_pTxBuffer[EPL_DLLK_TXFRAME_PRES +
EplDllkInstance_g.m_bCurTxBufferOffsetCycle],

NewNmtState_p);

if (Ret != kEplSuccessful)
{
goto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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