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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POWERLINK
对话驱动系统生产商
伦茨公司研发部总经理Edwin Kiel博士近期接受了EPSG（Ethernet POWERLINK标
准化协会）POWERLINKFACTS杂志主编Rüdiger Eikmeier的采访，采访中他重点强
调变频器完全将Ethernet POWERLINK卓越的性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R.Eikmeier：Kiel博士，兼容

说，EthernetPOWERLINK是我们

伺服的电流控制，每2μsec周

发相应的芯片，这样的方法是否

Ethernet

POWERLINK通信接口

新型驱动系统架构L-force最佳的

期内6位乘以100个驱动，即每

经济可行呢？Ethernet POWER-

的变频器品牌逐年增多，请您谈

选择。EthernetPOWERLINK解

秒传输200兆数据——这意味着

LINK正是得益于其系统架构的开

一下其中的缘由？

决方案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IT技

仅占用了20%的总线带宽，最多

放性和使用以太网的标准硬件驱

术，实现了运动控制所需的最佳

占用0%。因此我认为针对工业

动使之可以的轻松升级到千兆以

E.Kiel：变频器厂商发现应用

实时性能，而且已集成驱动系统

以太网速度的争论已没有必要。

太网，从而实现速度和性能完美

Ethernet

结合！

POWERLINK工业以太

安全技术，直接将安全技术兼容

只要是基于标准硬件和千兆级软

网的客户正在不断增加，为满足

到驱动系统中。对于众多驱动系

件协议的解决方案都可以满足这

客户需求，今后生产的变频器都

统制造商而言，安全性是我们长

个速度。但是，如果你正在使用

POWERLINK。

期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方面，

EtherCAT，每一次的速度提升都

通常动态特性，物料传输到驱动

Ethernet

需要为Ethernet ASIC设备重新研

任务都是由伺服轴和变频器共

独一无二的优势。

会支持Ethernet

POWERLINK展现了其

同实现，随着EthernetPOWERLINK的应用普及，工程师更加青

R.Eikmeier：我们都了解速度是

POWERLINK作

EtherCAT的一大优势，请您谈一

睐选择Ethernet

为整套系统统一的通信总线。

下Ethernet

POWERLINK具有的

突出性能？

port：
公司推出专用于开发EPL设备的协议软件
■■■■■■■■■■■■■■■■■■■■■■■■■■■■■■■■■■■■■■■■■
准确迅速的实施项目是每一个项

范。由于EPL和CANopen协议兼

目开发者的目标，然而仅靠开发

容，因此可将CANopen项目中

E.Kiel：围绕着各类工业以太网

者本人是难以实现的。于是我们

的内容快速移植到EPL环境中。

速度和性能的激烈讨论一直是各

推荐使用久经验证的软件工具来

EPL设备开发者可以在协议栈和

方关注的热点，让我们来做一些

帮助他们实现。PORT公司基于

对象目录协同工作的帮助下，集

E.Kiel：Ethernet POWERLINK能

简单的计算来证明事实上在驱动

CANopen十多年的应用经验，

中精力做项目集成。

够支持集中式和分布式系统架构

项目的实际应用中是不需要达到

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专用于开发

的通信，比如，提供集控制器于

千兆级的速度。譬如：伺服驱动

EPL（Ethernet

驱动系统于一体的解决方案，

系统的时钟频率是16KHz，由于

设备的一套协议软件。

是一项应用成熟的技术。Ether-

受磁场的影响，高于此值几乎没

netPOWERLINK技术可以帮助

有任何意义，简而言之，当电流

软件包的源代码完全开放。大部

我们创建功能齐备的工具套件用

达到一定值，输入再多的电流也

分代码独立于硬件，不受平台的

于方便地管理和维护难度极高的

无法提高电机的转速。当控制循

限制，可移植性强。硬件接入功

项目。由于许多终端用户缺乏拥

环周期为2μs时，你可能需要

能专为以太网媒介接入控制器而

有维护EPL专业知识的人才，所

6位来调整转子位置值，其他

设计，封装于一个独立的模块

以维护工作由设备生产商在远程

状态数据和电流值，从而可以简

内。协议库包含完整的数据库系

实现，这也是EthernetPOWER-

便地计算出总线方案中的必要数

统用于实现关键设备规约，如CiA

LINK的优势之一。对于伦茨来

据。如果一台中央主站负责100个

02驱动系统规约，01标准I/O规

R.Eikmeier：请您分析一下
Ethernet

POWERLINK带给客户

的价值和优势？

POWERLINK）

www.epl-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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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硬件的开发设计中会考虑到集成大量的软
件——亦如底层的控制器和FPGA由微代码组成，更高层
采用设备协议，可预测将来整个系统的信息都会以XML
显示。最先进的硬件设计理念是将软件集成于硬件中，
以充分发挥软件解决方案的高度灵活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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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POWERLINK是全球首个微秒级高速工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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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更高效的通信质量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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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可以兼容CANopen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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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dmüller：IE-Line以太网接线端子系列

与用户加入EPSG组织，共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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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utschmann：EPL路由器——连接实时和标准网络

Dipl.-Ing. Heinz-Jürgen Oertel

Hilscher：netX-“芯片上的系统” 专为Ethernet POWER-

总经理

是这些工具可以让你赢得大型的

port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订单。

12

LINK设计的解决方案
12

Hyperstone：嵌入式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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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z Automationssysteme：带有Ethernet POWERLINK接口

实时的艺术

的PCI卡
1

贝加莱(B&R)：支持EPL协议的X20总线控制器

力于有关EPL测试和诊断系统等
相关软件的开发。不可小视的

EPSG成员在与客户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
EPL产品从开发到投放市场的周期。我们能让客户百分
百满意的是：将CANopen项目移植到POWERLINK，I/O
组件仅需一个工作日；对于那些包含运动控制的复杂应
用，也仅需几个工作日。

■■

POWERLINK 软件产品

2

port：公司推出专用于开发EPL设备的协议软件

即使您仍然坚定地确信硬件方案还是更加适合您，参观



SYS TEC：EPL协议栈的开发和维护

一下SPS/IPC/DRIVERS展会，或许会带给您更多的启

7

port：Ethernet POWERLINK工具套件

迪。一些软件厂商相继推出支持Ethernet POWERLINK



infoteam：PowerMAP---专为CANopen和Ethernet POWER-

协议的硬件产品，为什么会展示这些硬件，因为Ethernet

LINK协议开发的软件

POWERLINK协议可以让这些硬件具有高度灵活性的

贝加莱(B&R)：实时以太网的革命性突破

特点。FPGA方案则是将POWERLINK应用集成于一块

智能网络设备：EPL协议栈

芯片，可以满足各种类型的客户需求。您的企业可以从


12

POWRERLINK的开放性设计中受益匪浅。
■■


POWERLINK 软硬件产品
贝加莱(B&R)：Automation Studio集成主流变频器

11

贝加莱(B&R)：从CAN发展到POWERLINK

1

IXXAT：EPL技术

1

EPSG部分成员及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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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O：
支持EPL协议的现场总线耦合器

贝加莱(B&R)：
Automation Studio集成主流变频器

■■■■■■■■■■■■■■■■■■■■■■■■■■■■■■■■■■■■■■■■■

■■■■■■■■■■■■■■■■■■■■■■■■■■■■■■■■■■■■■■■■■

德 国 WA G O 公 司 I / O 7  0 产 品 具

设备。

的可操作性。对用户来说，只要

有鲁棒性特点，是一款支持EPL

指定设备并在对话框中为设备分

V2.0的现场总线耦合器。最多可

WAGO公司I/O 70产品能够挂靠

配一个变量，即可在Automation

以挂靠6个I/O站，通过总线扩展

大量的I/O端子，为Ethernet PO-

Studio中快速完成对变频器的参数

后I/O站点可增加到20个，其应

WERLINK提供了适合工业环境的

用接口完全基于CANopen通信协

硬件保障。

议DS 01(EN 02-)。
www.wago.com
Ethernet

POWERLINK带给客户

配置。
主流变频器已集成 POWERLINK接口

Automation Studio是针对贝加莱
公司所有工业自动化产品的集成
化软件开发环境，随着EPL开放

最大价值是能够满足项目中严格

式网络系统在驱动任务上的普及

的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并能确

应用，经过升级后的Automation

保实时传输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

Studio把来自于领先驱动制造商如

性。除此之外，EPL接口高度的

Danfoss、KEB、Lenze和Schnei-

灵活性将有助于客户连接各类的

der等品牌的变频器集成到它的软
件环境中。
WAGO公司新一代现场
总线 耦合器

在众多项目应用中，变频器通过
开放式的实时工业以太网Ethernet
POWERLINK进行通信，并且在
Automation Studio中完成变频器
的配置，从而快速实现整个系统
对变频器的集成任务以及实时网
络中变频器和伺服放大器I/O站点

自16年贝加莱(B&R)公司推出
Automation

Studio以来，为适

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始终保持
持续的改进，升级以及完善。通
过这个功能强大的软件工具，所
有的控制任务，显示任务，驱动
以及通信任务的编程和配置，调
试，项目测试及维护任务都可以
在此平台上实现。
Automation Studio的优势在于可
扩展性，平台独立性，高度灵活
性，可以满足项目设计的任何要
求，丰富的编程工具能够编写各
类项目应用和系统平台----从简单
的机器控制到复杂的过程控制。
www.br-automation.com

SYS TEC：EPL协议栈的开发和维护
■■■■■■■■■■■■■■■■■■■■■■■■■■■■■■■■■■■■■■■■■
为满足项目对现场总线实时性能

发，两者间可以协同工作。

不断提升的要求，SYS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了符合当前DS

SYS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

1.0.0标准的EPL协议栈。

先的嵌入式现场总线解决方案提
供商之一。公司的核心业务涵盖

EPL协议栈是由开放式源码Li-

实时性CANopen，安全性CAN和

WAGO EPL耦合器简介：

nux操作系统Coldfire处理器对

CANopen解决方案，同时SYS也

其进行调试和测试。主要的特点

为现场总线设备的开发提供包括

■ 符合工业环境的苛刻要求

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软件结构以及

咨询，设计，以及相关的软硬件

ANSI-C面向对象语言，从而可

开发等服务。

以方便地移植到微处理器和其他

www.systec-electronic.com

■ 支持EPL V2.0
■ 支持大量的I/O站点数
■ 满足项目的实时性需求

类型操作系统等目标平台上。
EPL协议栈支持控制模式和管理
模式切换开关，与infoteam软件公
司的PowerMAP配置软件并行开

产 品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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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or：

三相AC电机驱动器
针对大型机器更加灵活的系统配置方案
宝德隆重推出了一款新产品----三相AC电机驱动器，具
有高度模块化和设计新颖的特点，适用于高功率机器单
元，并采用了灵活的Ethernet POWERLINK和TCP/IP
技术，组建起高效、低耗的自动化系统。

用空间过大因此备受争议。

独立的“智能驱动器”，提供一

新品三相AC电机驱动器——Mo-

作为共DC母线系统的一部分。当

tiFlex e100是兼容Ethernet PO-

作为共DC母线系统的一个组件工

WERLINK驱动产品家族中的新

作时，一个轴在减速时产生的再

驱动器控制电子元件可由主AC-

Mint卡同时兼容Ethernet

成员，适用于集中式控制和分布

生电源返回到驱动器中，为其他

DC电源供电或者连接于前端面板

WERLINK，控制“雏菊型”连接

式"智能驱动"系统，特点是摒弃了

轴供电，达到节能的目的。由于

的2VDC供电。当系统安全关闭

的MotiFlex e100驱动器。如果需

大量的电源组件降低了成本。第

每个驱动器都带有一个本地的电

时，主电源连接中断，如果采用

要有更多轴的应用，带面板的Mo-

一代产品的输出功率达16A，今后

容器，足以存储所需的电能，并

2VDC供电方案，控制和通信状

tiFlex e100会是一个更加理想的解

更新换代的产品会提供更大的功

且不会超过过载电压上限值，所

态仍可保持。

决方案。

率。

以外部无需配备制动电阻。
新一代兼容Ethernet

■■共DC母线

■■可选卡插槽设计

与EPL协议的兼容性让电气系统

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实现灵活性的

LINK技术的驱动器是宝德EPL产

的组建方案更具灵活性。每个驱

不同于传统的共DC母线系统，

配置。每个驱动器包括一个通用

品系列中的新星，宝德的产品范

动器集成Ethernet集线器功能，

MotiFlex驱动器不需要配备一个独

的编码器输入（增量式编码器，

围涵盖了伺服电机，直线电机。

从而能简单的构建“雏菊链”架

立的电源模块，因为在AC-DC转

EnDat, SSI, 正弦，多回转和单

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单

构。定性高速的EPL网络，传输

换阶段，驱动器不但能够自给供

回转），内嵌式I/O（路数字

相或三相驱动器，带面板的控制

率高达100Mbits/s，并减少了大量

电，而且能为其他驱动器或者与

量输入，2路数字量输出，1路

器通常适用于大型的多轴系统，

的接线，极大地降低了接线成本

其总速率和相同的驱动器组供

±10V模拟量输入，制动控制输

低成本的插入式主板解决方案适

和组建大型多轴系统的成本。比

电。这意味着在多轴驱动的应用

出，CANopen和USB端口）。

用于 “智能型驱动器”和简单的

如，宝德公司一个简单的Ethernet

中，最高速率的驱动器可以为系

2个可选卡插槽专为系统的扩展

项目应用。

POWERLINK机械控制器可以管

统的其他部分供电。

和升级而设计，允许用户配置驱

个分布式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动器本地属性。可扩展性选项包

理16个内插补轴和更多的非内插
多轴系统要求尽可能减少电气元

括模拟量和数字量I/O，旋变器反

件，仅需要一套电流接触器，熔

馈单元，编码器反馈单元以及诸

■■节约成本

丝或MCBs，端子排，和EMC滤

如Profibus、Modubus、Device-

宝德研发团队用了年多的时间

波器，就可以简单地完成系统组

net和Ethernet等现场总线接口。

潜心研究AC电机驱动器的核心性

建。现在市场上的另一套方案是

能，性能上的改进帮助设备制造

为每个驱动器配备相同的AC组

另一种独特的扩展方式是插入兼

商节省了大量的成本。每个Mo-

件，或独立的电源模块和固定功

容宝德Mint运动语言的控制器，

tiFlex驱动器可以独立工作或将其

率的电容器，该方案的缺陷是占

此时MotiFlexe100可作为一个

补轴。

PO-

POWER-

www.baldormotion.com/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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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chmann：

Ethernet POWERLINK
路由器---连接EPL和工厂网络的“桥梁”
EPL路由器可以实现网络实时段的访问控制任务，用户可通过EPL路
由器提供的IP网址在远程站访问PLC，驱动器或I/O单元。路由器负责
完成所有组件统一的网络配置。基于安全性的考虑，EPL路由器集成
了防火墙功能。

■■集成且独立

以上所有功能。犹如办公室内安

安全机制包括带配置数据包过滤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对现场总

装的路由器，在IP层可连接两个

功能的防火墙，并在列表中显示

线的实时性能，循环周期以及抖

网络。EPL路由器带两个以上的

接收的数据包，路由的数据包等

动性的要求极高，系统设计师通

网络接入端口：一端连接标准的

信息。EPL协议定义了MAC和

常会将实时段集成到更高层次的

以太网，另一端连接EPL网络。

IP地址，IP协议类型和UDP/

网络中，比如将其连接到一个中

在EPL网络中，路由器必须能够

TCP端口作为可用参数。

央控制室，以便用户访问所有设

满足控制器模式开关的规范和

备。经中央操作站或远程登录可

EPL网段的实时性要求。因此IP流

■■其它功能

以为正在运行中的系统设参，配

量在一个周期间的异步段内传

除路由功能之外，管理也是

置和诊断。然而，必须事先连接

输，且只能传输一个IP数据包。

EPL路由器的主要功能，通过

设置，才不会影响实时段的网络

最大的数据包长度根据EPL的周

SMNP和IP协议来实现网络的配置

性能。EPL时间槽功能能够确保

期配置来确定；如有必要，路由

和诊断功能。

通信的确定性。异步数据传输如

器可以将数据包分割之后再传

诊断及配置数据的传输任务，都

输。

■■赫斯曼RR-EPL型路由器
体积紧凑型RR-EPL路由器安装

会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内处理。
在其它性能方面，EPL路由器具

在导轨上，能够满足安全访问

通常在一个大型的网络中，安全

备和传统路由器一样的功能，以

EPL实时段的所有要求。带有双

功能可以控制设备的访问权限，

静态路由方式工作，如路由表的

绞线或者光纤端口用以连接开

实时段的组件都带重要的访问控

默认配置。网络解析功能能够确

放式的以太网。双绞线端口连

制功能。EPL路由器通过定义一

保EPL段内节点以及外部网络设

接EPL段，以控制器模式工作。

个特殊的机制来管理访问段的访

备间的透明通信。

除了IP路由功能之外，还包括高
性能的NAT和防火墙功能，RR-

问权限。

■■访问控制

EPL可经串行端口设置访问密

■■路由器

作为实时段的接口，EPL路由器

码，远程诊断整个EPL段。若需

在EPL网络中，EPL路由器可提供

中必须安装安全机制保护网络，

订购路由器，赫斯曼可在十日内

供货。
www.hirschman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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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F：
一套完整的EPL核心组件

port：
Ethernet POWERLINK工具套件

■■■■■■■■■■■■■■■■■■■■■■■■■■■■■■■■■■■■■■■■■

■■■■■■■■■■■■■■■■■■■■■■■■■■■■■■■■■■■■■■■■■

由SHF开发的以太网控制产品

功能强大类型丰富的工具是快速

系列包含有PCI管理器，EPL网

开发EPL设备和成功运作EPL网络

关，各类I/O模块。EPL网关使

不可缺少的必要组件。由PORT公

监控EPL网络和访问模块参数的

司开发的EPL-Report工具是一

操作变得更加便捷。PCI管理器

个图形网络分析器用来记录，处

(MN)配备一个双端RAM接口；

理和检测报文。其功能包括识别

驱动器和开放源代码的软件，从

错误帧和分析统计数据，在V1和

而可以简便的将其移植于其它操

V2网络中激活目标项目。EPL-

作系统。此外，还配备有双端集

Report可以自动区分V1和V2网

线器和一个可选的网关端口，使
PCI管理器适用于小型和可扩展
型的EPL网络。自动转换线路简

化了接线步骤。当PCI管理器作
为一个控制模式节点时，可以实
现PC和控制系统间简单的数据传
输。以太网I/O模块可配置成不同

络。EPL设备监控器可以简化设

过接口的配置使之适应于如开发

备开发过程，并完成对设备和网

测试和生产测试等的各种应用，

络的配置和集成。此工具集成了

并且提供适用于不同设备规约的

脚本语言简化了自动化功能，通

特殊功能插件。
www.epl-tools.com

的输入和输出组合，是任何驱动
控制器的理想选择。集成的web服
务器使I/O功能仿真变得更加简
便。
www.shf.de

Pepperl+Fuchs：
支持EPL和TCP/IP协议的绝对式编码器
■■■■■■■■■■■■■■■■■■■■■■■■■■■■■■■■■■■■■■■■■■■■■■■■■■■■■■■■■■■■■■■■■■■■■■■■■■■■■■■■■■■■■■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关注各

网络负载严重时，容易造成通信

分辨率并由多回转增加1位，因

PC完成设参和控制任务

层次的网络性能，以太网凭借高

冲突需要花时间解决。因此合适

此整个分辨率可达到0位。如同

编码器集成了HTTP网络服务器功

效性的特点在各层网络架构中得

的网络架构和交换机的安装有助

现场总线模型，以太网编码器具

能，可以通过PC对其进行参数设

到广泛应用。在现场层，驱动器

于提高整个网络的性能，此时的

备诸如参数可设置的定位输出功

定和操作。基于HTML和JAVA程

任务需要由合适的设备来实现，

循环周期为1ms。EPL通过改进以

能，凸轮控制器功能，电流速度

序，用户界面提供直观简洁的设

比如带丰富接口的旋转式编码

太网协议顶层的循环时间表来完

输出和诊断功能。

参环境和状态信息查询。由于具

器。这些部件不仅能够实现简单

全避免冲突的发生，循环周期从

备统一的开放式通信标准，可以

的网络连接，而且具备实时性能

原来的1ms缩短到200μs，以满

在世界任何角落的PC上远程设参

和智能特性，全球各地的客户可

足驱动系统对网络实时性的高要

和控制传感器。

以通过标准浏览器对其进行维

求。

www.pepperl-fuchs.com

护。

30位的最大分辨率
以太网-标准的实时性应用

Pepperl+Fuchs公司为用户提供一

当以太网编码器用于非实时性的

系列不同类型的绝对式编码器，

网络段，带TCP/IP接口的编码器

可同时连接TCP/IP和POWER-

是最佳的选择，此类编码器可以

LINK网络，并有实轴和中空轴以

直接与PC相连之后投入使用，但

及单回转和多回转模式供用户选

无法保证传输时间的确定性：当

择。单回转部分能够达到16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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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team：
PowerMAP---专为CANopen和Ethernet POWERLINK协议开发的软件

■■■■■■■■■■■■■■■■■■■■■■■■■■■■■■■■■■■■■■■■■■■■■■■■■■■■■■■■■■■■■■■■■■■■■■■■■■■■■■■■■■■■■■
现今，独立开发商研发的软件对

描述进行配置。PowerMap同时支

于推动现场总线在市场上的发展

持当前的ASCII格式(EDS,DCF)和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infoteam公

XML文档(XDD,XDC)。新项目的

PowerMAP之前是作为OPENP-

司便是专为现场总线系统开发软

创建仅需几个步骤便可完成。对

CS自动化套件中的一个组件提供

件的主力军之一。

于已有的硬件，必须执行总线扫

给用户，集成了IEC 6111-编程

描。

语言，可以为不同的平台提供现

*集成HTTP服务器功能

场总线通信解决方案，并提供CA-

通用的解决方案

模板配置

Nopen和Ethernet POWERLINK通

PowerMAP可以和infoteam公司开

信栈；但是，由于PowerMAP不

发的OpenPCS自动化套件协同工

仅兼容不同的协议，而且支持所

作。模板可以帮助用户记录典型

有符合标准的应用。EPL软件功

的配置以便在今后使用。同时通

能块类似于OpenPCS中的CANo-

过配置独立节点实现访问设备所

pen功能，完全DS0标准。如

有参数的功能。

同OpenPCS自动化套件中所有

PowerMap由infoteam公司研发，

的组件一样，PowerMAP可以作

是一个独立第三方生产商，能实

PowerMAP

为一个独立的组件，嵌入到其他

现硬件高效设参的软件工具。Po-

*分布式EPL-I/O站现场总线配置

OEM的项目中，并支持先进的组

werMap支持EPL和CANopen网

*兼容CANopen

件技术(如COM/ActiveX,.Net/C#-

络，组件根据标准设备文档中的

*独立于第三方生产商

Controls,Eclipse)。

符合IEC 61131-3标准
PowerMAP采用了符合IEC 6111标准的编程语言，用于建立网络
数据和已有IEC变量的连接或声
明最新变量，通过更换声明文件
在不改变程序代码的情况下，使
各类项目能够兼容不同的现场总
线。
www.infoteam.de

FRABA POSITAL：
具备协议自动转换功能的EPL绝对式编码器

贝加莱(B&R)：
实时以太网的革命性突破

■■■■■■■■■■■■■■■■■■■■■■■■■■■■■■■■■■■■■■■■■

■■■■■■■■■■■■■■■■■■■■■■■■■■■■■■■■■■■■■■■■■

FRABA公司推出的EPL绝对式编

具有高动态特性的应用。所有类

今天，我们看到了比一般实时以

型都配备标准M12插头，鲁棒性

太网速度快了10倍的以太网，

结构设计使之适用于恶劣的工

也就是说，千兆以太网成为了现

业环境。LED信号灯显示网络状

实—Ethernet

态（连接，冲突，接收）以及

出击。

EPL设备状态。
Ethernet

码器在EPL网络中体现出非凡的
性能，可以方便地集成到目标项
目中。此款编码器经过了严格的
OPTOCODE测试，集成的EPL接
口可以根据正在使用的协议进行
自动调整，支持旧版以及当前的
开放式协议。编码器集成了双端
集线器，使高效的总线型网络和
接线拓扑成为可能。这款编码器
适用于诸如同步轴和高带宽等的

POWERLINK率先

POWERLINK是个完全

快速掌握简单的配置步骤：通过

开放的系统（100%基于软件），

10倍，这也更让POWERLINK领

接口单元上的旋转开关设定设备

快速Ethernet向千兆Ethernet转换

其它以太网之先，并为将来的高

的IP地址从而将网络地址分配给

时，只需更换一下硬件接口，而

级项目应用提供了一个平台。

指定一个编码器。设备替换时不

对Ethernet

POWERLINK没有影

采用Ethernet POWERLINK Safe-

需要配置，因为编码器独立于接

响，因此，系统100%兼容，并确

ty方案时，也具备这些突出的性能

口单元。

保了长期投资安全性。

优势，因为在安全协议的基本版
中，已经将数据传输速率的增加

www.posital.de
快速以太网通常被满载使用，千

考虑在内。

兆以太网比快速以太网速度快

www.br-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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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B&R)：

ACOPOS—
实时总线上的
伺服驱动系统
基于灵活模块化的结构设计理

带），直线电机或直接驱动器，

念，贝加莱公司伺服驱动器ACO-

并将采样控制时间缩短到0 μs。

POS能够满足任何项目的应用要
求。四组驱动器的功率范围可达

■■实时性能

00W到6KW，伺服放大器支持

ACOPOS带有2个插槽，用于

所有常用类型的电机，如同步电

现场总线，技术模块，编码器

机，异步电机（带反馈单元或不

或I/O站的连接，且配有CAN和

Ethernet

POWERLINK接口。在

安全启动，安全停止和紧急安

一根EPL现场总线上可实现最多

全暂停。安全重启抑制功能符

达20个轴同时工作，传输速度高

合EN-1标准，同时也满足

达00 μs. Automation Studio是

EN107（防止意外启动）和

针对贝加莱所有工业自动化产品

EN6020-1标准。最佳的安全性

的集成化的开发环境，提供软件

能通过最简便的安全接线就可以

开发工具，诊断功能，电机和边

实现。驱动器的能量分流不再依

界层温度检测，数据采样以及诊

赖于电机端的电流接触器和继电

断实时传输的数据等服务。通过

器，只要通过连接的电容器即可

短期的指导课培训，客户很容易

实现。

掌握如何在Automation Studio中
创建复杂的驱动解决方案。

■■集成安全技术
ACOPOS伺服驱动器已通过
TÜV技术认证，能够确保电机

www.br-automation.com



10

06/2007

产 品 动 态

Weidmüller：
IE-Line以太网接线端子系列

贝加莱(B&R)：
EPLsafety----集成整体安全技术

■■■■■■■■■■■■■■■■■■■■■■■■■■■■■■■■■■■■■■■■■

■■■■■■■■■■■■■■■■■■■■■■■■■■■■■■■■■■■■■■■■■

魏徳米勒最新推出IE-Line以太

基于EPL的开发和应用经验，贝

了硬接线解决方案和最新的智能

网接线端子系列有以下几方面的

加莱公司最新推出EPLsafety协

安全设备这两者的优势。分布式

显著优势：免工具个性化配置，

议——使EPL成为首个基于实时

I/O为标准及安全I/O创造了更多

千兆性能（符合Cat.6标准），

以太网的安全总线。EPLsafety符

的灵活性以及成本的降低。这项

并 符 合 AWG2 2 线 规 。 目 前 ， 此

合SIL标准，200μs的超低循

新技术的过渡非常简单，只需在

61076--

环周期，以及提高10倍的响应

安全模块上添加I/O点即可实现

106(V.1//)标准，适用于铜线/光

速度，预示着安全通信将进入一

EPL网络的安全性能。

纤线缆的插槽。模块化的结构设

个崭新的时代。开放性标准整合

www.br-automation.com

类接线端子已通过IEC

计能够在安装阶段实现高度的灵

实现简单的装配和高速的数据传

活性。

输，其鲁棒性的结构使其能够适
应恶劣的工业环境，并提高操作

集成的STEADYTEC技术可以

时的可靠性。
STEADYTEC
智能 ，灵活，模块化---这是魏徳
米勒为您呈现的以太网接线端子
世界。
www.weidmueller.de

Deutschmann:
EPL路由器——连接实时和标准网络
■■■■■■■■■■■■■■■■■■■■■■■■■■■■■■■■■■■■■■■■■■■■■■■■■■■■■■■■■■■■■■■■■■■■■■■■■■■■■■■■■■■■■■
达到实时通信的最佳性能是工业

器。

以太网发展的风向标，Deutschmann公司研发的EPL路由器将有

一个地址转换服务器用来配置

助于实现网络的实时通信。

EPL网络节点ID，选择EPL工作模
式：如将节点ID设置成20，设备

EPL路由器是一个连接实时网络

以管理器模式工作，其他节点以

和标准网络的设备，它将内部

控制器模式工作。

PC经TCP/IP连接到EPL网络节
点上。路由器带两个以太网端口

PC-based配置工具的专用软件接

实现此功能，一端连接到EPL网

口包含了EPL设备监视器和EPL-

络，另一端连接到IP网络。

Report分析工具接口。

每个接口备有LED信号显示灯，

集成的HTML表格便于在浏览器中

用于显示以太网连接状态或网

配置NAT路由信息。路由器体积

络工作状态。EPL接口附件配备

为2 x 100 x 1(W x H x D)，由

BS状态和故障BE状态显示灯。

2VDC电源供电。

网关支持EPLV2.0协议栈，并可

www.deutschmann.de

配置为CN网关或者MN网关/路由

产 品 动 态
The Magazine for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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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B&R)：

从CAN发展到POWERLINK：
新的工业通信标准
工业通信总线系统是领先的驱动和自动化技术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
素。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仅通过一种通信系统来实现整套系统的通信。
譬如经过时间考验的CAN总线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标准得到
广泛应用。Ethernet POWERLINK如同CAN总线一样，能够支持各
种类型的系统架构。EPL具备了CAN总线的所有特点，并且为分布式
系统带来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
一台驱动器的功能段

通常，驱动控制解决方案分为三

能来实现。

个层次：逻辑控制层，运动控制

方案能够满足以上所述的应用要

列ACOPOS和ACOPOSmulti是

求，最新推出的第二代全数字智

EPL的最佳搭档，将共同为用户

层和驱动控制层。驱动控制任务

在多个驱动器同步进行高精度的

能型伺服驱动产品ACOPOSmul-

带来最有价值的驱动器解决方

由变频器来完成，其他控制任务

多维运动应用中，诸如机械工具

ti以及第一代伺服驱动产品ACO-

案。

由驱动器任务和运动类型决定，

或机器人，此时由中央控制器处

POS，经EPL模块与中央控制器

同时提供两种启动方式：基于驱

理运动轨迹，并控制每个驱动器

保持实时的数据传输。

动器的分散式启动，PC和基于控

的位置顺序，只有主从站间的通

制器的集成式启动。

信要求同步实时性。然而，在大

■■综述

型系统中，多个运动控制器之间

从管理层到现场层的驱动系统，

通常在物料运送情况下，独立运

必须保持同步，此时就要采用交

EPL通信总线突破了其他现场总

动的轴之间不要求严格的实时通

叉通信的方式。显而易见，在这

线的种种限制，满足了对实时

信。逻辑控制器输出连续的命令

类机器架构中，通信管理器的任

性，数据传输一致性的要求，已

行，驱动器执行运动控制，由

务必须独立于设备控制任务，

成为最先进的自动化理念坚实的

PLC和I/O通信产生的抖动不会对

CAN和EPL能够共同满足此类需

后盾。贝加莱公司伺服驱动系

此类应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求，为模块化的自动化架构提供

非实时性的现场总线也能适用。

强有力的通信支持。

在连续循环的生产线上通常采

EPL在网络的扩展性和性能方面

用的方案是通过CAN和Ethernet

都大大超越了CAN总线，提供

POWERLINK实现交叉通信，

更加高速的数据传输和更长的电

电子同步运动替代机械耦合轴方

缆。同时，异步通信通道为连接

案，确保主站驱动运动和从站驱

的设备提供了以TCP/IP协议传送

动运动之间高精度的协同工作。

数据包的方式，从而实现网络通

选择一个驱动器做运动导向，将

信中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位置信息传送给分布式从站，从
站的运动则由凸轮和电子轴承功

贝加莱(B&R)公司提供的驱动技术

www.br-automation.com

模块化，可升级的设计理念：ACOPOS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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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scher：
netX-“芯片上的系统”专为Ethernet POWERLINK设计的解决方案
■■■■■■■■■■■■■■■■■■■■■■■■■■■■■■■■■■■■■■■■■■■■■■■■■■■■■■■■■■■■■■■■

根据实际应用，那些想依赖传
统硬件平台来开发Ethernet

PO-

WERLINK真实带宽潜力的用户
们即将面临一个障碍，即标准以
太网MAC和此部件里控制器的合

太网通道和模拟元件，一个优化

潜在中断时间。该功能可确保控

WERLINK V2.0具有以下特点：

媒介通道（xMAC)通过MII连接到

制节点能及时反应发至管理节点

■ 管理模式节点(MN)和控制模式

PHY芯片，xMAC服务器控制了

的poll请求，并能在Inter

以太网数据包的发送和接收，加

ge Gap做出决定后立刻给予一个

■ 2个集成PHY/MAC

大了校验总数，并能探测网络冲

poll反馈，这样使尽可能多的以

■ 集成2级转发器充分发挥了菊花

突。两个通道中集成了一个可反

太网带宽得以应用。数据以2位

链拓扑的优势，减少网络集线

复运行的网络集线器，因此不需

DMA在xPEC与应用控制器中传

器的使用。

要外部网络集线器设备就可挂上

输，并没有给ARM CPU带来任何

一个额外的EPL节点。

负载就是体现其速度快的最佳例

使Ethernet

POWERLINK发挥出

最大潜能，此外，增强了实际应
用中的运算能力。

netX集成PHY芯片，提供两个以

节点（CN)

■ 计票请求的反应时间小于或等

于1μs（每个帧之间）

子。

■ 集成了高性能的应用控制器

器（xPEC），该控制器分析以

更高的CANopen协议层是由

www.hilscher.com

太网地址头，仅允许应用层内

ARM26处理的。200MIPS的

与EPL协议栈相关的以太网帧通

CPU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来运行

过。同时，xPEC还完全集成了

netX的小程序。

并。因此，Hilscher开发出“芯片
上的系统”解决方案netX，这将

Packa-

xMAC从属于一个协议执行控制

EPL数据连接层功能，因此消除
了以太网MAC和控制器之间的

基于netX技术的Ethernet

PO-

Hyperstone：
嵌入式的效率 实时的艺术

智能网络设备：
EPL协议栈

■■■■■■■■■■■■■■■■■■■■■■■■■■■■■■■■■■■■■■■■■

■■■■■■■■■■■■■■■■■■■■■■■■■■■■■■■■■■■■■■■■■

成立于10年，Hyperstone

于具有集成hub和IEEE1支持

基于Jülich的实时以太网专家

AG是一家位于康斯坦茨的半导体

的特征，该以太网子系统非常适

Smart Network Devices(SND)公

公司，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微

合各种实时以太网的应用，例如

司是一家专为Ethernet POWER-

处理器和微控制器。自从200，

ProfiNet, Ethernet/IP 以及Ether-

LINK（EPL）设备及控制器提供

Hyperstone AG成为了CML微系统

net POWERLINK网络。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的供应商之

级，报警和状态信息可通过E-

一。

MAIL和SMS来发送，总而言之，

PLC中的一分子。

由FTP转换可满足简单的固件升

最重要的一点是运行在一个实时

www.hypestone.com
Hyperstone公司的byNet“网络通

集成了公司自己开发的HyNe-

信控制器” 产品家族是基于RISC/

tOS操作系统，SND的EPL栈（

DSP架构上的创新产品。

可用到管理模式节点MN和控制
模式节点CN一样）提供了大范围

环境中。

此外，用户在PC上可使用万能的
跟踪功能，来观察设备固件的内
部工作情况。跟踪功能既使用了

此类控制器是将一个具体的项目

的协议扩展，远远超过了最初的

集成到一个芯片上，以工业自动

EPL协议。

与EPL通信并行的UDP协议，又

术、通信系统以及住宅自动化。

SND以拥有TCP/IP堆栈、

错探测器。高速纠错探测器中一

这个byNet“网络通信控制器”支

HTTP、FTP服务器以及档案系

持许多不同的接口，其中包括：

统，用户可通过任何网络服务器

以太网、CAN、PCI、USB2.0、

来访问设备网页从而进行配置

ATM以及大部分的串行协议。由

和状态监控，一个单独文件经

化、能源和楼宇自动化、安全技

使用了由SND专门设计的高速纠

个数据的吞吐量可高至20Bit/s，
使其在高速循环中（如00μs）
保持一个事件日志。
www.smart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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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z自动化系统：
带有Ethernet POWERLINK接口的PCI卡

IXXAT：
EPL技术

■■■■■■■■■■■■■■■■■■■■■■■■■■■■■■■■■■■■■■■■■

■■■■■■■■■■■■■■■■■■■■■■■■■■■■■■■■■■■■■■■■■

对于那些要集成到具有POWER-

及Linux操作系统都支持这一接

LINK以太网自动化环境的主机

口；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如Vx-

系统来说，Janz自动化系统的

Works，QNX等）也要求支持。

EPL

PCI接口是一个理想的解

EPL协议栈与Janz的CANopen协

决方案。它能够插入任意一个

议栈相兼容。其他的系统接口如

2位的PCI插槽中，其接口可以

PC/10+或者PMC将用于系统扩

根据不同的操作来激活一个或

展。

者两个EPL网络进行通信。PO-

www.janz.de

WERLINK所有的通信规约都由
集成在PCB板上的CPU来处理。
Windows2000/XP(嵌入式系统)以

IXXAT公司致力于为EPL的发展提

EPLsafty

供相关的软硬件，模块接口卡等

EPLsafty软件用于确保各节点的

产品。

安全，并对监控和配置升级网络
的管理器进行安全配置，目前已

Ethernet POWERLINK协议软件

通过TüV认证。

IXXAT公司开发的以太网协议栈
具备EPL规格的所有特点，配有

全面的服务体系

管理器模式和控制器模式切换开

IXXAT公司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培

关。EPL软件是通用型版本，可

训和咨询服务并帮助客户开发特

以安装于任何系统实现EPL与不

定功能的软硬件。

贝加莱(B&R):
支持EPL协议的X20总线控制器

同目标系统和平台的接入。

■■■■■■■■■■■■■■■■■■■■■■■■■■■■■■■■■■■■■■■■■

EPL模块为控制器模式开关提供

www.ixxat.de

嵌入式模块
EPL功能，对于应用EPL的设备

支持Ethernet POWERLINK(EPL)协

如驱动器，I/O模块或编码器，

议的X20总线控制器是B&R在

PCB已成为一个非常灵活的解决

I/O产品模块化策略上的最新进

方案。FPGA是嵌入式模块的核心

展。X20的宽度仅7.mm，是最

部件，包括CPU(NIOS

紧凑的总线控制器。由一个底座

II)，以太

网控制器和一个双端集线器，通

模块、一个为整个系统供电的电

过一个共用内存接口和CPU保持

源模块和自带的现场总线接口组

通信。

成的总线控制器可以进行灵活的
现场总线连接。可预装独立于整

专用于PCI和cPCI系统的PC卡

个总线的底板。通过设备的可插
拔端子还能完成预接线。X20的

势使EPL总线控制器与网络和所

两个RJ接口能实现经济型的雏

有与它连接的轴同步，并且能够

菊链架构。对于现场总线I/O间的

实现交互式通信，例如：获取旋

数据转换，无需对总线控制器编

转编码器的数值，直接将定位参

程——这些功能在现场总线主站

数传输到轴，该功能的实现既不

上已完成设参。

会给CPU增加负载，也不会因多
个传输周期导致时滞。

Ethernet POWERLINK可提供200
μs循环时间，实时性能的突出优

www.br-automation.com

IXXAT公司生产的EPL PC卡可作
为管理器模式或者控制器模式节
点，启动诸如实时PC-based的
PLC系统以及分析和测试系统。
PC项目中的用户数据（如Windows实时扩展）经过程图形显
示。经PC上的EPL-API工具，一
块卡可以连接任意一台操作系统
(包括非实时性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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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G部分成员及用户
––––––––––––––––––––––––––––––––––––––––––––––––––––––––
ABB Automation Technology/Robotics
www.abb.comv
––––––––––––––––––––––––––––––––––––––––––––––––––––––––
Alstom Power Centrales
www.power.alstom.com
––––––––––––––––––––––––––––––––––––––––––––––––––––––––
Altera
www.altera.com
––––––––––––––––––––––––––––––––––––––––––––––––––––––––
AMC Europe Ltd.
www.amce.hu
––––––––––––––––––––––––––––––––––––––––––––––––––––––––
AMK Arnold Müller GmbH & Co. KG
www.amk-antriebe.de
––––––––––––––––––––––––––––––––––––––––––––––––––––––––
ARBURG GmbH + Co KG
www.arburg.com
––––––––––––––––––––––––––––––––––––––––––––––––––––––––
Atmel
www.atmel.com
––––––––––––––––––––––––––––––––––––––––––––––––––––––––
Baldor UK Ltd
www.baldor.com
––––––––––––––––––––––––––––––––––––––––––––––––––––––––
Baumüller Nürnberg Electronic GmbH & Co. KG
www.baumueller.de
––––––––––––––––––––––––––––––––––––––––––––––––––––––––
Berger Lahr GmbH & Co. KG
www.berger-lahr.com
––––––––––––––––––––––––––––––––––––––––––––––––––––––––
Bernecker + Rainer Industrie-Elektronik Ges.m.b.H.
www.br-automation.com
––––––––––––––––––––––––––––––––––––––––––––––––––––––––
Bystronic Maschinen AG
www.bystronic.com
––––––––––––––––––––––––––––––––––––––––––––––––––––––––
Cincinnati Extrusion GmbH
www.cet-austria.com
––––––––––––––––––––––––––––––––––––––––––––––––––––––––
Control Techniques
www.controltechniques.com
––––––––––––––––––––––––––––––––––––––––––––––––––––––––
Danaher Motion GmbH
www.DanaherMotion.net
––––––––––––––––––––––––––––––––––––––––––––––––––––––––
Deutschmann Automation GmbH & Co. KG
www.deutschmann.de
––––––––––––––––––––––––––––––––––––––––––––––––––––––––
Eckelmann AG
www.eckelmann.de
––––––––––––––––––––––––––––––––––––––––––––––––––––––––
Fachhochschule Wiener Neustadt für Wirtschaft
www.fhwn.ac.at
––––––––––––––––––––––––––––––––––––––––––––––––––––––––
Ferromatik Milacron Maschinenbau GmbH
www.ferromatik.com
––––––––––––––––––––––––––––––––––––––––––––––––––––––––
FH Oldenburg / Ostfriesland / Wilhelmshaven
www.i2ar.de
––––––––––––––––––––––––––––––––––––––––––––––––––––––––
fhs – Fachhochschule Salzburg GmbH
www.fh-salzburg.ac.at/its
––––––––––––––––––––––––––––––––––––––––––––––––––––––––
FRABA POSITAL GmbH
www.posital.de
––––––––––––––––––––––––––––––––––––––––––––––––––––––––
Fritz Kübler GmbH
www.kuebler.com
––––––––––––––––––––––––––––––––––––––––––––––––––––––––
Harting Electric GmbH & Co. KG
www.harting.com
––––––––––––––––––––––––––––––––––––––––––––––––––––––––
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 AG
www.heidelberg.com
––––––––––––––––––––––––––––––––––––––––––––––––––––––––
Hilscher Gesellschaft für Systemautomation mbH
www.hilscher.com
––––––––––––––––––––––––––––––––––––––––––––––––––––––––
Hirschmann Automation and Control GmbH
www.hirschmann.de
––––––––––––––––––––––––––––––––––––––––––––––––––––––––
HMS Industrial Networks AB
www.anybus.com

––––––––––––––––––––––––––––––––––––––––––––––––––––––––
Honeywell Process Solutions
www.honeywell.com
––––––––––––––––––––––––––––––––––––––––––––––––––––––––
Hyperstone AG
www.hyperstone.com
––––––––––––––––––––––––––––––––––––––––––––––––––––––––
Industrial Software Ltd.
www.einet.bg
––––––––––––––––––––––––––––––––––––––––––––––––––––––––
infoteam Software GmbH
www.infoteam.de
––––––––––––––––––––––––––––––––––––––––––––––––––––––––
innotec GmbH
www.innotecsafety.de
––––––––––––––––––––––––––––––––––––––––––––––––––––––––
Iskra Sistemi d.d.
www.iskrasistemi.si
––––––––––––––––––––––––––––––––––––––––––––––––––––––––
IXXAT Automation GmbH
www.ixxat.de
––––––––––––––––––––––––––––––––––––––––––––––––––––––––
Janz Automationssysteme AG
www.janz.de
––––––––––––––––––––––––––––––––––––––––––––––––––––––––
KEBA AG
www.keba.com
––––––––––––––––––––––––––––––––––––––––––––––––––––––––
KNAPP Logistik Automation GmbH
www.knapp.com
––––––––––––––––––––––––––––––––––––––––––––––––––––––––
KUKA Roboter GmbH
www.kuka-roboter.de
––––––––––––––––––––––––––––––––––––––––––––––––––––––––
KW-Software GmbH
www.kw-software.com
––––––––––––––––––––––––––––––––––––––––––––––––––––––––
LARsys-Automation GmbH
www.LARsys.com
––––––––––––––––––––––––––––––––––––––––––––––––––––––––
Leine & Linde AB
www.leinelinde.se
––––––––––––––––––––––––––––––––––––––––––––––––––––––––
Lenze Drive Systems GmbH
www.Lenze.com
––––––––––––––––––––––––––––––––––––––––––––––––––––––––
Lindauer Dornier GmbH
www.lindauer-dornier.com
––––––––––––––––––––––––––––––––––––––––––––––––––––––––
LPKF Motion & Control GmbH
www.lpkf-mc.de
––––––––––––––––––––––––––––––––––––––––––––––––––––––––
Micrel Inc.
www.micrel.com
––––––––––––––––––––––––––––––––––––––––––––––––––––––––
Müller Martini AG
www.mullermartini.com
––––––––––––––––––––––––––––––––––––––––––––––––––––––––
NH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ducts P/L
www.nhp.com.au
––––––––––––––––––––––––––––––––––––––––––––––––––––––––
PackSys Global Ltd.
www.packsysglobal.com
––––––––––––––––––––––––––––––––––––––––––––––––––––––––
Parker Hannifin
www.parker.com
––––––––––––––––––––––––––––––––––––––––––––––––––––––––
PEAK System Technik GmbH
www.peak-system.com
––––––––––––––––––––––––––––––––––––––––––––––––––––––––
Pepperl + Fuchs Drehgeber GmbH
www.pepperl-fuchs.com
––––––––––––––––––––––––––––––––––––––––––––––––––––––––
port GmbH
www.port.de
––––––––––––––––––––––––––––––––––––––––––––––––––––––––
Saia-Burgess Controls Ltd.
www.saia-burgess.com
––––––––––––––––––––––––––––––––––––––––––––––––––––––––
SEW-EURODRIVE GmbH & Co. KG
www.sew-eurodrive.de
––––––––––––––––––––––––––––––––––––––––––––––––––––––––
SH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G
www.shf.de

––––––––––––––––––––––––––––––––––––––––––––––––––––––––
SIEI
www.sieigroup.com
––––––––––––––––––––––––––––––––––––––––––––––––––––––––
Smart Network Devices GmbH
www.smartnd.com
––––––––––––––––––––––––––––––––––––––––––––––––––––––––
Steinbeis GmbH & Co. KG für Technologietransfer
www.stw.de
––––––––––––––––––––––––––––––––––––––––––––––––––––––––
STMicroelectronics Design und Application GmbH
www.st.com
––––––––––––––––––––––––––––––––––––––––––––––––––––––––
SYS TEC electronic GmbH
www.systec-electronic.com
––––––––––––––––––––––––––––––––––––––––––––––––––––––––
Tetra Pak R&D
www.tetrapak.com
––––––––––––––––––––––––––––––––––––––––––––––––––––––––
TR-Electronic GmbH
www.tr-electronic.de
––––––––––––––––––––––––––––––––––––––––––––––––––––––––
Universidade de Aveiro
www.ieeta.pt/lse
––––––––––––––––––––––––––––––––––––––––––––––––––––––––
Vinten Broadcast Ltd.
www.vinten.com
––––––––––––––––––––––––––––––––––––––––––––––––––––––––
VIPA GmbH
www.vipa.de
––––––––––––––––––––––––––––––––––––––––––––––––––––––––
WAGO Kontakttechnik GmbH
www.wago.com
––––––––––––––––––––––––––––––––––––––––––––––––––––––––
Weidmüller Interface GmbH & Co. KG
www.weidmueller.com
––––––––––––––––––––––––––––––––––––––––––––––––––––––––
Woodhead Software & Electronics
www.woodhead.com
––––––––––––––––––––––––––––––––––––––––––––––––––––––––
WTCM - CRIF
www.wtcm.be
––––––––––––––––––––––––––––––––––––––––––––––––––––––––
Zürcher Hochschule Winterthur ZHW (InES)
www.zhwin.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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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实时开放 的 安 全 以 太 网 协 议
TOP 10:
1. 首个工业以太网实时解决方案
2. 开放的标准—无需特定的ASIC
. 全球第一—0,000台设备正在使用POWERLINK
. 千兆POWERLINK—引领未来
. 成熟的通信规约—POWERLINK和CANopen完美集成
6. 集成安全技术，TÜV认证，达到SIL国际安全标准
7. 更加灵活自由的拓扑架构
. 高效率的通信—各节点之间直接通信
. 支持热插拔—在线模式下交换连接
10. 卓越的性价比，全球应用节点已超过0,000个

EPSG(Ethernet POWERLINK Standardization Group)成立于200
年,是专门负责POWERLINK技术推广的国际性组织,由一批国际知
名的自动化企业发起，拥有00名会员及用户。EPSG的使命是使
POWERLINK通信技术为用户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POWERLINK通信技术于2001由贝加莱(B&R)研发并推向市场。

EPSG 将参加 IAS 2007展览会

展台号：C06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龙阳路2号)
时间：2007年11月6日至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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