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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rCAT 与 TS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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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N 已成为工业通信领域的热门话题。即将推出的时间敏感

网络技术 TSN 将提升以太网与其他系统。目前许多与 TSN

相关的发布似乎缺乏对 TSN 的深刻理解，但 ETG 的 Karl 

Weber 博士从第一天起就作为 IEEE 802.1 的成员加入到 TSN

工作组，积极致力于 TSN 的规范工作。尽管很多 TSN 项目

尚未完成，ETG 仍抢先发布了相关规范行规，定义了如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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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员： 

EtherCAT 网段通过 TSN 连接到异构网络。从而进一步增强了 EtherCAT 的拓

扑选项。该行规已经考虑到了未来 TSN 技术的变化，ETG 也通过积极与 IEEE 

802.1 工作组的联系来调整规范。好消息是：EtherCAT 技术本身无需任何更

改，EtherCAT 从站设备也可以保持不变！EtherCAT 与 TSN 的结合两全其美：

在保持我们技术稳定性的同时可以面向未来！ 

我仅代表 EtherCAT 技术协会团队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Martin Rostan，ETG 执行董事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ethercat.org.cn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乔迁新址！ 

 

2017 年 11 月，ETG 中国代表处办公室乔迁新址，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为广大会员单位提供 EtherCAT 技术实施支持。欢迎莅临参

观交流。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EtherCAT 采纳率：供应商 

 

EtherCAT 广泛应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市场中， 

请看以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我们拥有来自全球 65 个国家，6 大洲的 4600 多名会

员。EtherCAT 技术可在 35 种不同的实时操作系统上实

现，超过 900 种产品进入官方的 EtherCAT 产品指南。

ETG 还拥有 30 家不同的 Safety over EtherCAT 供应商

和 52 个传感器/执行器制造商。此外，EtherCAT 还提

供与其他 32 种通信系统的连接。2017 年，ETG 联合展

台共参加了全球 12 场展会，EtherCAT 路演分别在 22

个不同国家的 39 个城市举行。 2017 年有超过 500 名

新会员加入了 ETG。 

170 家 EtherCAT 驱动供应商 +7* 

203 家 EtherCAT 主站供应商 +7* 

116 家 EtherCAT I/O 供应商

户商 

+8* 

*同比上期 Newletter 数据。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数字游戏（第四版） 

http://www.ethercat.org.cn/


 

 

 

 

 

 

 

 

         

         

                  

 

 

 

 

 

 

 

在过去一年中，ETG 不断发展壮大，截至 2018 年 3

月，共来自 65 个国家的 4690 家会员单位。ETG 仍

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场总线组织，也是一个真正的全

球性组织。 

ETG 会员数量持续增长：2008 年，每个工作日增加

1 家新会员，2013 年每天迎来 1 家新会员，2016 年，

ETG 每年增加超过 500 家新会员。 

除在欧洲的强劲增长外，来自亚洲（+265）和美国

（+64）的新会员申请数量进一步增加。 

登陆以下网址查询所有会员单位： 

www.ethercat.org/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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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发展 

ETG 活动再创纪录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EtherCAT 网络的诊断，传统现场总线系统如何升级

到 EtherCAT，以及工业 4.0 和数字传输理念的技术

实施等。 

2018 年，ETG 工业以太网研讨会将继续走遍全球。 

更多活动计划请登录：www.ethercat.org/events   

 

 

 

EtherCAT 技术协会（ETG）2017 年活动再创纪录

——举办活动数量及举办国家数量双双破纪录。 

2012 年，ETG 活动覆盖了 10 个国家，今年这一数

字增长到 22 个。每个国家平均举办近两场研讨会，

使活动总数达 39 场，创造了新的纪录。 

同时，今年还在俄罗斯、墨西哥、厄瓜多尔、秘鲁、

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9 个国家首次举办了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研讨会。 

直面工业以太网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系列研讨会是

直接针对用户的活动。活动演讲中的主要内容为 

EtherCAT 技术基础的介绍，以及 EtherCAT 为机器

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所带来的收益。其他

演讲主题还包括如何正确配置 EtherCAT 网络，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北美代表

处及韩国代表处同庆十周年 

2017 年 EtherCAT 技术协会（ETG）三个代表处

同时庆祝成立十周年。2007 年，位于德国纽伦堡

的 ETG 全球总部会员数量达 500 家，并决定扩

大协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继 2006 年 ETG 

日本代表处在横滨设立后，ETG 进一步在中国、

美国和韩国成立了代表处，以更好地为当地 ETG 

会员提供支持。 

ETG 代表处负责本地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推广工

作。根据当地的需求组织工业以太网研讨会、Plug 

Fests 等活动。同时，展会也由各代表处组织参加。

此外，代表处还为本地会员公司提供 EtherCAT 

技术实施和应用方面的支持。 

 

http://www.ethercat.org/members


 

 

 

 

 

 

 

 

         

         

                  

 

 

 

 

 

 

 

ETG 将时间敏感网络（TSN）技术补充到 EtherCAT 

中，进一步将 EtherCAT 的应用领域扩展到异构网络环

境。通过利用 TSN，多个工业控制器可以通过以太网网

络与多个不同的 EtherCAT 网段进行实时通讯。在此过

程中，无需对 EtherCAT 从站设备进行更改：具有所有

高性能特性的 EtherCAT 设备协议将被完整保留。TSN 

还扩展了用于控制之间通讯的 EtherCAT 自动化协议

（EAP），从而在控制层上更具有确定性。 

ETG 以相应的设备行规的方式对该技术在 EtherCAT 

的扩展进行定义，并强调无需改变 TSN 标准的事实。

由于 TSN 在 IEEE 的规范尚未完全完成，因此这种方

式能够更好地简化对最终版 TSN 技术规范的适用性。

ETG 积极参与 IEEE 委员会的工作，从最初期就积极

支持 TSN 的研发，并正在与 IEEE 802.1 工作组协商

相关规范。因此，ETG 确保能及时获得尚未确立的 

IEEE 802.1 规范。从而使 EtherCAT 利用 TSN 的扩

展技术几乎可以与 TSN 的研发保持同步。 

在高于 EtherCAT 设备网段的层次上的数据交换中采

用 TSN 高速通道，可以实现任何数据速率的实时通讯。

网段本身不会有任何改变：EtherCAT 协议基于“on the 

fly” 的独特运行机制、高精度同步、灵活的拓扑结构、出

色的诊断能力以及通过设备自动寻址的简单性得以完整

保留。同样，全球数千种不同的 EtherCAT 设备也完全

无需更改。将 EtherCAT 网段连接到异构 TSN 网络的

对高速通道的适配功能可以放置在最后一个 TSN 交换

机上或网段上第一个 EtherCAT 从站设备中。 

EtherCAT 与 TSN 共同提供了“两全其美”的方案。 因

此， EtherCAT 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充分准备。 

2017 年 11 月，由 Karl Weber 博士撰写的相关白皮书现

已出版。 

 

更多关于 EtherCAT 和 TSN 信息，请点击下载： 

EtherCAT 和 TSN - 工业以太网系统架构的最佳实践：

白皮书（中文版） 

EtherCAT 和 TSN：演示文稿（英文版） 

EtherCAT TSN 通信配置文件（英文版） 

第 3 页 2018.03 | ETG Newsletter #28  

E
th

e
rC

A
T

 &
 T

S
N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ETG 将 TSN 技术补充到 EtherCAT 标准中以支持异构网络

应用 

http://www.ethercat.org.cn/download/documents/Whitepaper_EtherCAT_and_TSN_CN.pdf
https://www.ethercat.org/en/downloads/downloads_CD780FC9695F41C9B570474C3D8B182D.htm
https://www.ethercat.org/en/downloads/downloads_254672A7CED54910B655F565B974F5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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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N的真正优势在于增强本地网络”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供应用层。 

因此，TSN 能很好地应用于广义通信中，但它不是专

用的现场总线技术。与 TSN 相结合的高效现场总线

才是两种通信世界的最佳选择。” 

您如何评估 TSN 未来的发展？ 

“截至目前，TSN 规范尚未完成。TSN 的真正优势在

于增强了包括很多机器在内的本地网络的性能。它未

来的发展必然会降低当前机器到机器网络器件的复

杂性。这将需要一个通用的协议基础架构和网络控制

系统，并且两者都需要可以在机器层进行有效处理的

器件。 

TSN 只是加强机器到机器网络的第一步，而 TSN 配

置和控制器件将在未来的迭代步骤中涉及。我们的目

标是能尽快提供在机器层的稳定版本。 

在未来的自动化系统中，如何组织通信将比通信特性

本身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 EtherCAT 保留了现有元

器件并提供了单独对 TSN 功能的适配。因此，我们可

以支持更强大的功能，并保护您对 EtherCAT 的资产

投入。” 

 

 

Karl Weber 博士是 ETG 总部的 EtherCAT 专家，也

是 IEEE 多个工作组的成员。 

什么是 TSN？ 

Karl Weber 博士：“时间敏感网络（Time Sensitive 

Network）是一组可以增强网络能力以加速完成特定

服务的标准。TSN 处理数据高速通道（stream） – 一

个 Talker 可以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向一个或多个

Listener 发送特定数量的数据。这提供了一组网络中

的特权通道。理想情况下，该通道传输信息时不会因

其他通信冲突而产生延迟。 

IEEE 802.1 中规定了一套 TSN 标准，并将在未来几

年得以完善。由于 TSN 提供了很多选项，行规可以

确保在特定网段间的互操作性。行规定义由几个组织

共同完成。IEC 与 IEEE 802.1 协作开始制定用于工

业应用核心功能行规，ETG 则负责 EtherCAT 适配的

部分。” 

EtherCAT 增加对 TSN 的适配有哪些优势？谁将从

中受益？ 

“EtherCAT运行在现场层和机器之间的协调控制层。

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异构结构，例如音频/视频和

广泛的 IT 通信与 EtherCAT 的使用相结合。该用例在

EtherCAT 初始阶段已经定义，但在传统基础架构中

与 EtherCAT 的操作难以达到一般级别的实时功能。

而 TSN 专注于此类应用，通过增加一个非常精简的

适配层而无需 EtherCAT 特定元器件即可实现这两种

技术的结合。 

另一个直接的用例是将单个 TSN 接口的多个通道连

接多个 EtherCAT 网段。这提高了配置 EtherCAT 主

站上有限的以太网接口的可扩展性。TSN 支持多台机

器的同步运行– 因此显著提高了交互的质量。 

它为复杂的机械设计提供了很多选项，仅需少量 TSN

即可满足这类应用需求。” 

TSN 能否取代传统的现场总线系统？ 

“TSN 嵌入在 IEEE 802 技术中，有助于协调通信，

它会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但不会改变基本规则。 

TSN 的两个主要性能缺陷是无法改变的，即针对小数

据量的以太网帧处理效率以及复杂且耗时的转发进

程。因此，EtherCAT 在典型的 IO 网段的性能比 TSN

高出近十倍。TSN 只是一个基本的通信标准，且不提 

 

因此，EtherCAT 和 TSN 之间典型的 IO 元件段的典型

性能比在 10 的范围内。而 TSN 只是一个基本的通信

标准，并且不提供应用层。 



 

 

 

 

 

 

 

 

         

         

                  

 

 

 

 

 

 

 

 

 
 

3 月 4-6 日，广州 SIAF 展会在琶洲会展中心盛大开

幕。ETG 展台继续联合近 20 家国内外先进的自动化

厂商，携丰富的 EtherCAT 主、从站产品和系统解决

方案，为广大华南地区用户带来了一场工业以太网的

技术盛宴。 

在 ETG 联合展台上，到访参观者了解了 EtherCAT P

技术，以及更多的基于工业 4.0 和物联网的系统方案。

ETG 的技术专家在展会现场与参观者进行了面对面

的交流和沟通，实际解决了用户在 EtherCAT 实施中

遇到的问题。 

在工业 4.0 的大背景下，EtherCAT 作为控制系统的

核心之一，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充分结合了 IT 和 AT 技

术的优势，为提升机器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根本的解决

方案，从而为实现智能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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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联合展台 @ 2018’ SIAF 

ETG 联合展台参展商：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EtherCAT技术培训及Workshop活动计划 

为帮助广大会员加快EtherCAT实施和产品研发进

度，针对 ETG 会员的 EtherCAT Training & 

Workshop 今年将继续开展，欢迎报名参加！具体

培训信息查询请登录 

http://www.ethercat.org.cn/cn/events_2018.htm 

 
 

http://www.ethercat.org.cn/cn/events_2018.htm


 

 

 

 

 

 

 

 

         

         

                  

 

 

 

 

 

 

 

 

 
 

ETG 日前发布了 EtherCAT P 规范和实施文档。该

规范为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官方且可靠的基础，用以实

现在单根标准电缆上同时进行数据和供电传输的

EtherCAT P 技术。 

以下文档现已发布可用： 

 - ETG.1030 EtherCAT P 规范 

 - ETG.1030.1 EtherCAT P 连接器规范 

 - ETG.1000.2P EtherCAT 规范 - 第 2P 部分 

 - ETG.9001 EtherCAT 标记规则 

EtherCAT P 是对 EtherCAT 物理层的修改。它允许

在同一根 4 芯电缆上同时提供 2 x 24V 的供电和

EtherCAT 通信。 

下载链接：www.ethercat.org/EtherC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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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P 规范发布 

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Safety over EtherCAT 一致性测试工具扩展 

TÜV 已批准通过了 Safety over EtherCAT 从站设备

的 FSoE 一致性测试更新。 

ETG 在此通知所有会员 TÜV 已批准更新 FSoE 从站

设备的 ETG.7100 FSoE 一致性测试用例。 

ETG.7100 包括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性需求 

第 1a 部分：FSoE 一致性测试工具变更请求模板 

第 2 部分：FSoE 一致性测试记录 

第 3 部分：FSoE 测试用例规范 

FSoE 主站和 FSoE 从站的详细测试列表（作为 FSoE

一致性测试工具的一部分，如需请与我们联系 

conformance@ethercat.org）。 

ETG 官网可提供更新的软件包，软件包将发送给获得

FSoE CTT 授权的会员，包括更新的 FSoE 一致性测

试文档 V1.2 和更新的 FSoE 一致性测试记录

ETG.7100.2 V1.2.4。 

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起，官方 FSoE 测试中心已更

新测试。 

 

《针对用户的 EtherCAT 诊断》文档现已可

供下载 

ETG 官网已有相关文档的英文、德文、中文、西班

牙文和意大利文版本可供下载。 

本文档旨在阐述 EtherCAT 针对用户所提供的诊断

功能，其中包含了使用 EtherCAT 网络时的基本诊

断功能的描述和典型的错误场景。文档主要适用于

最终用户、工厂、机器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 

下载链接： 

http://www.ethercat.org.cn/download/documents/

EtherCAT_Diagnosis_For_Users_CN.pdf 

 

 
一 

 

致 
 
 

性 

Safety over EtherCAT（FSoE）用于 EtherCAT 网络

设备安全层。在 IEC 61784-3 CPF12 和 ETG.5100

中有它的定义。 

Safety over EtherCAT 从站设备必须在官方的

EtherCAT 测试中心进行测试。 一致性测试工具有助

于通过最终的实验室测试。您可以通过以下产品页面

下载最新版本：www.ethercat.org/ctt 

EtherCAT 一致性测试规范的安全性： 

www.ethercat.org/ETG7100

 

http://www.ethercat.org/EtherCATP
http://www.ethercat.org.cn/download/documents/EtherCAT_Diagnosis_For_Users_CN.pdf
http://www.ethercat.org.cn/download/documents/EtherCAT_Diagnosis_For_Users_CN.pdf
http://www.ethercat.org/ctt
http://www.ethercat.org/ETG7100
http://www.ethercat.org/ETG7100
http://www.ethercat.org/ETG7100
http://www.ethercat.org/ETG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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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200090 

传真：010-82200039 

其他代表处请见官网 

网址：www.ethercat.org.cn 

邮箱：info@ethercat.org.cn 

所有商标均已获得授权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

新街高和大厦 407 室 

新会员列表（上期 Newsletter 至今），按申请提交先后排序。 

欢迎所有新会员，感谢您与 ETG 共同携手推进 EtherCAT 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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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列表（上期 Newsletter 至今），按申请提交先后排序。 

欢迎所有新会员，感谢您与 ETG 共同携手推进 EtherCAT 技术发展。 

在线查询所有会员列表： 

www.ethercat.org/members 

EtherCAT 产品指南拥有 900+个产品条目 网 
 

站 

官方 EtherCAT 产品指南（线上）仍在持续增长：迄

今已超过 900 个产品条目。 

EtherCAT 产品指南列出了由 ETG 会员公司提交的

EtherCAT 产品和服务。尽管指南已经包含 900 多个

条目，但仍有许多尚未录入的产品。许多条目包含几

个产品或种类。因此，EtherCAT 产品品种引人注目。 

产品包括驱动器、I / O、传感器和执行器、阀门、网

关、接口或控制器，如 IPC、PAC、嵌入式、运动控

制、测量测试或安全或开发系统、工具、培训和实施 

服务。通过官方一致性测试的产品标记为由

EtherCAT 测试中心（ETC）认证。 

www.ethercat.org/products 

缺少您的产品/服务？ 免费添加您的产品！ 

如果您想添加新的 EtherCAT 产品/服务或更新现有

产品条目，请参考以下文档： 

产品指南规则（中文版） 

产品指南申请表 DOC 格式（中文版） 

产品指南申请表 PDF 格式（中文版） 

http://www.ethercat.org/members
http://www.ethercat.org/products
https://www.ethercat.org/download/documents/ETG_Product_Guide_Rules_CN.pdf
https://www.ethercat.org.cn/download/documents/ETG_Product_Guide_Entry_Form_CN.doc
https://www.ethercat.org/download/documents/ETG_Product_Guide_Entry_Form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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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ETG 中国展会计划 

ETG 联合展台是推广 EtherCAT 技术和 EtherCAT

产品的有效平台、每年 ETG 都将参加国内影响力最

大的自动化展会。众多国内外知名厂商在 ETG 联合

展台展示了 EtherCAT 控制系统、伺服驱动、运动控

制、编码器、传感器、研发工具及接口等多个先进的

EtherCAT 主、从站产品。 

2018 年，ETG 联合展台将参加以下展览会，与您一

起利用该平台共同推广 EtherCAT 技术。ETG 中国

将为您提供相关展台服务。 

通过联合展台，您将获得推广 EtherCAT 产品的绝佳

机会： 

 在 ETG 联合展台上展示 EtherCAT 产品； 

 展会现场与参观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 

 展台上发放 EtherCAT 产品资料； 

 共享 ETG 联合展台收集到的所有客户信息。 

 

展会详细信息如下，请参考！ 

 

 

 

SIAF——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中国，广州   3 月 4-6 日 

 

IAMD——中国（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

动力传动与自动化展览会 

中国，北京   5 月 9-11 日 

 

IAS——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中国，上海   9 月 19-23 日 

 

 

现招募联合参展商会信息将发布给全球 ETG 会

员。如有兴趣参加，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info@ethercat.org.cn。 

2018 年 EtherCAT 技术培训计划 

为更好地帮助广大会员单位深入了解 EtherCAT 协

议细节，加快研发的实施进度，ETG 中国每年将不

定期举办 EtherCAT 技术培训及 Workshop 课程。 

在技术培训中，您可以学习到详细的 EtherCAT 技

术信息，以规划 EtherCAT 应用或主站/从站研发项

目。欢迎感兴趣的会员报名参加，具体活动计划请

登录： 

https://www.ethercat.org.cn/cn/events_2018.htm 

■ 03. 07 - EtherCAT 协议培训    

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

地 G 座 2603 

■ 03. 08 - EtherCAT 主站开发 Workshop  

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

地 G 座 2603 

■ 03. 09 - EtherCAT 从站开发 Workshop  

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

地 G 座 2603 

■ 05. 18 - EtherCAT 协议培训  

上海，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 163 号 4 层 

■ 06. 20 - EtherCAT 协议培训  

北京，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新街高

和 402B 

■ 06. 21 - EtherCAT 主站开发 Workshop  

北京，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新街高

和 402B 

■ 06. 22 - EtherCAT 从站开发 Workshop  

北京，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新街高

和 402B 

■ 09. 12 - EtherCAT 协议培训  

上海，待定 

■ 09. 13 - EtherCAT 主站开发 Workshop  

上海，待定 

■ 09. 14 - EtherCAT 从站开发 Workshop  

上海，待定 

■ 11. 23 - EtherCAT 协议培训  

北京，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3 号新街高

和 402B 

https://www.ethercat.org.cn/cn/events_2018.htm

	Doc2
	Doc3
	Doc4
	Doc5
	Doc7
	Doc8
	Doc9
	Doc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