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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

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设备包括：主控制器、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以太网接口和WIFI模

块。主控制器上设置有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接

口，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用云平台进行数据交

互的通信协议。主控制器与EtherCAT从站控制芯

片连接，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通过以太网接口

与EtherCAT总线设备连接，WIFI模块分别与主控

制器和通用云平台连接。本发明提供的设备，由

于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用云平台进行数据交

互的通信协议，因此能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

通用物联云平台，开发难度小，对工作人员的专

业性要求不高，只需简单配置，开发周期短，实施

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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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包括：

主控制器、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以太网接口和WIFI模块；其中，

所述主控制器上设置有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接口，所述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用云平

台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协议；

所述通信协议包括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受限应用协议、扩展通讯和表示协议、超文

本传输协议、高级消息队列协议和分布式实时数据分发服务中间件协议中至少一者；

所述设备还包括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所述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与所述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连接，所述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用于存储配置文件；

所述主控制器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连接，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通过所

述以太网接口与EtherCAT总线设备连接，所述WIFI模块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和所述通用云

平台连接；

采用所述设备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EtherCAT总线系统的实际使用情况，统计需要监测与控制的数字输入参

数、模拟输入参数和数字输出参数；

步骤2：选择要接入的通用物联云平台，注册物联云平台账号；

步骤3：登录物联云平台账号，根据EtherCAT系统监测与控制要求，配置物联云平台云

端参数，生成云端虚拟设备；

步骤4：根据EtherCAT系统监测与控制要求，生成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配置文件采

用标准的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格式；

步骤5：所述设备作为从站接入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方式采用100M/10M以太网接口

RJ45；

步骤6：通过PC机把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写入所述设备；

步骤7：EtherCAT系统上电运行后，所述设备通过WIFI模块与物联云平台连接通信，需

要监测与控制的数据与物联云平台中的虚拟设备数据同步；

步骤8：通过物联云平台的虚拟设备实现对目标EtherCAT系统的数据的显示、存储、分

析，也实现对目标EtherCAT系统进行远程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还包括GPRS模块，所述GPRS模块

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和所述通用云平台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还包括LCD模块和LED模块，所述

LCD模块和所述LED模块均与所述主控制器连接，所述LCD模块用于显示文本数据和图形数

据，所述LED模块用于显示设备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还包括输入按键和切换开关，所

述输入按键和所述切换开关均与所述主控制器连接，所述输入按键用于接收用户的输入信

息，所述切换开关用于切换设备接入的通用云平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接口包括数字输入接口和模拟输

入接口，所述数字输入接口与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置有光电隔离电路，所述模拟输入接口

与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置有限幅电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数字输出接口与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

置有光电隔离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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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联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

云平台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物联云是物联网应用的一种实现及交付模式，其特征在于将传统物联网中传感设

备感知的信息和接受的指令连入互联网中，真正实现网络化，并通过云计算技术实现数据

存储和运算。物联云平台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城市公共管理、安全监控、现代物流等领域，

为金融、交通、物流、城市基础建设、公共事业服务等行业提供物联云技术应用服务和智慧

解决方案。

[0003] EtherCAT具备高效、高速、安全的特点，是工业4.0的基本保障。EtherCAT总线系统

接入物联网的现行方法是采用OPC(OLE  forProcess  Control)方案，即用于过程控制的

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由OPC基金会管理。OPC是基于微软公司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包含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

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0004] OPC作用相当于Windows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之间的桥梁。OPC采用

客户/服务器模式。OPC方案中，硬件设备相当于OPC服务器，Windows应用程序相当于客户

端。客户端采用各种编程语言，通过自动化接口(Automation  interface)或自定义接口

(Custom  interface)的形式访问服务器，实现交换功能。

[0005] 现有技术中，采用工业云或企业自建服务器，基于OPC技术标准将EtherCAT总线系

统接入物联网，其开发过程如下：

[0006] 企业自建服务器或购买云服务器，然后开发编写程序，包括用户界面、数据分析、

存储、数据库等，开发难度大，专业性强，需要专业编程人员采用高级编程语言编程，开发周

期长，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开发

难度小，无需专业编程人员进行复杂的编程工作，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只需简单

配置即可，开发周期短，实施成本低。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9] 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所述设备包括：主控制器、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以太网接口和WIFI模块；其中，

[0010] 所述主控制器上设置有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接口，所述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用

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协议；

[0011] 所述主控制器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连接，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通

过所述以太网接口与EtherCAT总线设备连接，所述WIFI模块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和所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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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云平台连接。

[0012] 可选的，所述设备还包括GPRS模块，所述GPRS模块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和所述通

用云平台连接。

[0013] 可选的，所述设备还包括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所述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

存储器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连接，所述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用于存储配置

文件。

[0014] 可选的，所述设备还包括LCD模块和LED模块，所述LCD模块和所述LED模块均与所

述主控制器连接，所述LCD模块用于显示文本数据和图形数据，所述LED模块用于显示设备

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

[0015] 可选的，所述设备还包括输入按键和切换开关，所述输入按键和所述切换开关均

与所述主控制器连接，所述输入按键用于接收用户的输入信息，所述切换开关用于切换设

备接入的通用云平台。

[0016] 可选的，所述通信协议包括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受限应用协议、扩展通讯和表

示协议、超文本传输协议、高级消息队列协议和分布式实时数据分发服务中间件协议中至

少一者。

[0017] 可选的，所述输入接口包括数字输入接口和模拟输入接口，所述数字输入接口与

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置有光电隔离电路，所述模拟输入接口与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置有限

幅电路。

[0018] 可选的，所述数字输出接口与所述主控制器之间设置有光电隔离电路。

[0019]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的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包括：主控制器、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以太网接口和WIFI模块。主控制器上设置有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

接口，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用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协议。主控制器与EtherCAT从

站控制芯片连接，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通过以太网接口与EtherCAT总线设备连接，WIFI

模块分别与主控制器和通用云平台连接。本发明提供的设备，由于主控制器集成有与各通

用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协议，因此，本设备采用MQTT协议、CoAP协议、XMPP协议、HTTP

协议、AMQP协议和/或DDS协议等接入标准即能实现与通用云平台的数据交互，开发难度小，

无需专业编程人员进行复杂的编程工作，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只需简单配置即

可，开发周期短，实施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的结

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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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开发

难度小，无需专业编程人员进行复杂的编程工作，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只需简单

配置即可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开发周期短，实施成本低。

[0025]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的结

构框图。如图1所示，所述设备包括：主控制器1、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以太网接口3和无

线通信模块。本实施例中，所述无线通信模块包括GPRS模块41和WIFI模块42。

[0027] 所述主控制器1上设置有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接口6，所述主控制器1集成有与各

通用云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通信协议。所述通信协议包括消息队列遥测传输(MQTT，

M e s s a g e  Q u e u i n g  T e l e m e t r y  T r a n s p o r t ) 协议 、受限 应 用 ( C o A P ，

ConstrainedApplicationProtocol)协议、扩展通讯和表示(XMPP(Extensible  Messaging 

andPresence  Protocol)协议、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高

级消息队列(AMQP，Advanced  Message  Queuing  Protocol)协议和分布式实时数据分发服

务中间件(DDS，Data  Distribution  Service  forReal-Time  Systems)协议中至少一者。通

用云平台为腾讯物联云平台、阿里物联云平台、百度物联云平台、中移物联云平台和机智云

平台等。

[0028] 所述主控制器1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连接，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

2通过所述以太网接口3与EtherCAT总线设备连接，所述WIFI模块42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1

和所述通用云平台连接。所述GPRS模块41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1和所述通用云平台连接。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与所述主控制器1之间采用并行IO或

SPI接口相连通信。EEPROM与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之间通过IIC接口相连通信。WIFI模块

42与所述主控制器1之间采用UART或SPI接口相连通信。GPRS模块41与所述主控制器1之间

采用UART接口相连通信。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主控制器1为32位单片机，如STM32F系列单片机，在设备中起控

制核心作用。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为EtherCAT从站专用芯片，其内部集成了以太网

物理层，带有2个或3个以太网接口3和IIC接口，在设备中用于实现EtherCAT总线控制。所述

以太网接口3采用RJ45接口，为EtherCAT总线通路，本设备通过此接口与其他EtherCAT总线

设备连接。以太网接口3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之间通过网络变压器隔离，增加了

设备的可靠性。

[0031] GPRS模块41分别与所述主控制器1和所述通用云平台连接，WIFI模块42分别与所

述主控制器1和所述通用云平台连接。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输入接口包括数字输入接口51和模拟输入接口52。为了提高了

设备的可靠性，所述数字输入接口51与所述主控制器1之间设置有光电隔离电路，所述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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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接口52与所述主控制器1之间设置有限幅电路，所述数字输出接口6与所述主控制器1

之间设置有光电隔离电路。数字输入接口51和数字输出接口6的接口电平均采用工控标准

电平0V/24V，模拟输入接口52的接口电平采用工控标准电平0V-10V。

[003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设备还包括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7，所述

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7与所述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2连接，所述带电可擦可编程只

读存储器7用于存储设备的配置文件。本实施例中，EEPROM为24LC128芯。

[0034]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的所述设备还包括与所述主控制器1连接的LCD模块、LED模

块、输入按键和切换开关。LCD模块和LED模块组成显示模块8，输入按键和切换开关组成输

入模块9。所述LCD模块用于显示文本数据和图形数据，所述LED模块用于显示设备的工作状

态和故障状态。所述输入按键用于接收用户的输入信息，所述切换开关用于切换设备接入

的通用云平台。

[0035]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设备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实施步骤如

下：

[0036] 步骤1：根据EtherCAT总线系统的实际使用情况，统计需要监测与控制的数字输入

参数、模拟输入参数和数字输出参数。

[0037] 步骤2：选择要接入的通用物联云平台，注册物联云平台账号。通用物联云平台可

为阿里云平台、腾讯云平台、百度云平台、中移物联平台或机智云平台等。

[0038] 步骤3：登录物联云平台账号，根据EtherCAT系统监测与控制要求，配置物联云平

台云端参数，生成云端虚拟设备。

[0039] 步骤4：根据EtherCAT系统监测与控制要求，生成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配置文

件采用标准的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格式。

[0040] 步骤5：本设备作为从站接入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方式采用100M/10M以太网接

口RJ45。

[0041] 步骤6：通过PC机把EtherCAT从站配置文件写入本设备。

[0042] 步骤7：EtherCAT系统上电运行后，本设备通过WIFI模块或GPRS模块4与物联云平

台连接通信，需要监测与控制的数据与物联云平台中的虚拟设备数据同步。

[0043] 步骤8：通过物联云平台的虚拟设备实现对目标EtherCAT系统的数据的显示、存

储、分析，也可对目标EtherCAT系统进行远程控制。

[0044] 本发明提供的将EtherCAT总线系统接入通用物联云平台的设备，设备的一端连接

EtherCAT总线系统，设备的另一端连接通用物联云平台。本设备与EtherCAT总线系统之间

的连接方式为100/10M以太网，接口类型为RJ45，本设备可作为EtherCAT总线系统的从站，

可与EtherCAT总线兼容，并与系统中其他的EtherCAT从站设备平等。

[0045] 本发明把最先进的工业总线系统巧妙的接入应用便捷的物联云平台，可帮助企业

快速实现技术升级。EtherCAT是最先进的总线技术之一，物联云平台则应用非常便捷，如阿

里云、腾讯云、百度云等。本设备巧妙的桥接了先进总线系统和便捷云平台，具有巨大的应

用价值和市场空间。

[0046]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7]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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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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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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