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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Y-CPPS：网络物理生产系统平台 

 

RELYUM CPPS 平台在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方面满足了关键应用的需求，将传感器数据采集、计

算和网络集成在同一设备中。 

RELY-CPPS 系列通过在同一设备中结合传感器数据采集和联网功能，简化了边缘的连接。这些设备

实现了灵活的多供应商输入交换台，以支持与 OT 设备的通信，它支持 OPC-UA 和 MQTT 等物联网协议，

从而大大减少了与企业和基于云的应用程序集成的工作量。 

RELYUM 设备嵌入了多核可编程 SoC 架构，可以在现场升级硬件和软件处理模块，从而提供强大的

功能边缘级别的计算手段。 

可以与每个区域中的 PLC 和 CNC 机器进行通信，以访问生产和内部状态信息。该设备可以分配提供

传感器接口的扩展模块，以捕获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环境数据，振动和功耗状态。此信息在现场进行

了预处理，并在需要时发送到企业和云服务。将解锁数据与机器学习解决方案集成在一起也是可行的。 

在基于 IEEE1588，IEC 61850-9-3 和 IEC 62439-3 标准的 FPGA 技术中，千兆以太网光纤或铜环的时

间感知网络和即插即用操作已完全实现，以支持最严格的要求。 

为此，RELYUM 在其所有产品的开发中都遵循设计概念的网络安全性。这意味着从设备到应用程序

层引入安全机制，以确保对客户设施的整体保护。 

1 技术指标 

1.1 通讯技术 

• 4 个 SFP 笼，用于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纤，以支持异构

网络协议 

• 1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端口 

• 通过具有时间意识的高可用性网络（HSR/PRP）实施“即插即用”节点，以实现灵活的布局 

• 即用的确定性以太网和 TSN 

1.2 其他接口 

• 1 个 RS485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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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 USB A 型端口 

• 1 个 HDMI 输出 

• 1 个警报输出（最大无电位继电器输出 250VAC） 

• 1 个每秒脉冲（PPS）SMA 输出 

1.3 多供应商 I/O 协议 

• 输入交换台：Modbus TCP/RTU、Profibus、Siemens S7、MTConnect 等 

• 输出交换台：Modbus TCP、MQTT、OPC-UA、DDS、基于 IT TCP/IP 的服务等 

1.4 安全功能 

• 安全启动 

• 支持软件和固件加密，身份验证和签名 

• 系统级审核的安全性（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安全传感器可缓解高级攻击 

• 与交换基础架构隔离的以太网端口，以实现面向安全的服务（防火墙、NAT、VPN 等） 

• 支持具有深层数据包检查功能的内部镜像端口 

• IEEE 802.1X 访问控制，用于基于端口和基于 MAC 的身份验证，MAC 端口绑定和用于登录安全

性的身份验证 

• 用于 IDS 的可选 SIEM 代理 

1.5 支持的标准 

IEC62439-3 –条款 4/5 PRP / HSR IEEE1588v2 PTP 默认设置，电源配置文件和 IEC 61850-9-3；IRIG-

B。IEEE802.3 10BaseT，IEEE802.3u 100BaseTX，IEEE802.z 1000BaseX，IEEE802.1Q VLAN 标记，IEEE802.1D 

STP，IEEE802.1w RSTP，IEEE802.1p（CoS），IEEE802.1ab LLDP，SNTP RFC4330 

1.6 边缘计算 

• 基于 Xilinx All 可编程 SoC 的强大计算功能 

• 具有 Docker 和 Sandboxing 的多核 CPU，支持 Linux OS 上的 SW 应用程序和微服务 

• 新一代 FPGA 通过硬件处理模块支持密集型和低延迟计算 

• DDR3/4 RAM 内存 

• 现场可升级 

1.7 坚固的设备 

• 无风扇设计 

• 全金属外壳 

• 冗余电源：6VDC 至 30 VDC 

• 工作温度：-40°C 至+ 70°C 

• 储存温度：-40°C 至+ 85°C 

• 可选安装：DIN 导轨 

• 专为工业环境制造 

1.8 配置管理 

• 专用以太网服务端口 

• SNMPv3，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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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Web 的 HTML5-GUI 访问/配置： 

»可通过 HTTP（S）访问 

»配置配置文件和固件更新 

»实时网络监控 

2 扩展模组 

RELY-CPPS 是一个灵活的平台，具有大量可用配置，可以为每个客户提供最合适的设备。这种灵活性

是通过多种可选的可插拔模块来实现的，这些模块涵盖了能源和工业领域的各种应用。 

2.1 传感器模块 

传感器模块的设计目的是在一块板上提供多种行业中常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以便与环境互动。此模

块中可用的输入和输出为： 

• 3 个数字输入：隔离 0-24 VDC 

• 1 个模拟输入：4-20 mA 

• 1 个无电势继电器输出，最大 250 VAC 

• 1 个三线 RTD（PT100）温度传感器接口 

• 1 个 K 型热电偶传感器接口 

• 1 个集成电子压电（IEPE）加速度计输入 

• 1 个 RS422（可选） 

• 1 个 RS485 + 1 个 RS232（可选） 

为了扩展输入/输出交换台的容量，可以将第二个传感器模块连接到未使用的插槽之一。 

2.2 高速数据采集模块 

高速数据采集模块满足了需要高灵敏度和高速度的苛刻应用的要求。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 

• 4 个 24 位 ADC 输入通道 

• 可选模拟输入：+/- 10 VDC 或 4-20 mA 

• 30 kSps 采样率 

• 每个通道独立的电源隔离 

2.3 数据记录仪模块 

许多工业应用程序需要在本地存储大数据量。例如，许多远程场所无法访问互联网或访问互联网受到

限制。此外，在边缘中运行的复杂应用程序和服务可能需要额外的大容量存储磁盘。 

在这种情况下，RELY-CPPS 可以随数据记录仪模块一起提供，该模块包括工业温度等级 256GB SSD

磁盘。为了将 RELY-CPPS 的容量扩展至 500GB，可以将第二个数据记录仪模块连接到设备的未使用插槽

之一。 

2.4 无线模块 

可选的无线模块可在 RELY-CPPS 的网络和计算基础架构内无缝集成 RF 通信媒体。该模块支持的通

信标准是： 

• WIFI 802.11 b/g/n 

• 蓝牙 v4.0（向后兼容蓝牙 v2.0，v2.1 和 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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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势 

RELY-CPPS 平台 其他基于 PLC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其他基于工业 PC 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先进而灵活的网络，包括多媒体和多速率四

端口交换机。高级交换功能：冗余，零数据

包丢失，VLAN 配置，...亚微秒同步。 

专有的现场总线通讯。但没有切换功

能 

没有切换功能 

多协议–传感器融合网关，基于微服务的 OT

＆IT 协议支持，可由用户通过嵌入式 Web 

Manager 工具进行配置，传感器集成支持。 

专有协议。如果有的话，可以与其他

供应商的产品集成，但要额外付费。 

需要特定的软件来支持专有协议（许可证

和支持费用），通常仅支持数字 I / O。 

开源平台，基于开源平台和开放标准，没有

软件许可，可与第三方解决方案互操作 

基于专有协议，需要许可证和特定的

编程工具。 

基于专有协议，需要许可证和特定的编程

工具。 

边缘计算，用于“即插即用”操作的嵌入式工

具。 用户软件和硬件（FPGA）微服务的

Docker 支持和动态负载。 

专为自动化而设计，计算将影响并减

少过程控制的能力。 

仅软件计算 

低延迟处理，强大的处理能力，基于 FPGA

的技术，它允许通过硬件实现来加速算法。 

处理能力受到限制并针对控制周期 不同的处理能力，取决于型号，该软件由

通用操作系统管理。 

适应性和可扩展性，完整的“内部”设计。 缩

短产品上市时间，FPGA 技术允许进行硬件

编程和升级（TSN 等） 

客户有限地获得产品适应性。 COTS

产品(可以买到的商业现货产品，可

以按原样购买). 

客户有限地获得产品适应性。 COTS 产

品(可以买到的商业现货产品，可以按

原样购买). 

网络安全性 

•集成了 TPM 的证书管理的可靠信任 

•固件的安全启动和安全存储 

•集成的安全传感器 

•用于安全通信和身份验证的协议（SSH，

IPSec，TLS，HTTP，Radius 等） 

•可选的 SIEM 代理 

基于封闭协议和隔离安全性 没有实施 ICS（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机

制。 

4 应用案例——如何用一台设备解决数字化的挑战。 

这一成功案例展示了一个设备如何在多供应商场景中实现传感器融合、边缘实时高频处理和高可用性

网络、充分实施网络安全机制，以及一个公司如何从使用可重构硬件中获益，该硬件能够随着业务和市场

需求，无额外成本。 

4.1 挑战 

•新的网络基础设施 

•灵活和自适应制造 

•质量可追溯性 

•全面生产维护（TPM） 

4.2 解决方案 

•在同一设备中结合 OT/IT 传感器融合能力、智能网络、强大计算和网络安全的 RELIN-CPPS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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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键优势 

•具有智能网络容量的高可用性基础设施 

•多供应商场景中的灵活性 

•高频实时边缘计算 

•涵盖苛刻的网络安全策略 

•不断发展的硬件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工厂在布局上寻求更大的灵活性，在工艺和制成品方面寻求更多的信息，

在处理这些数据方面寻求更多的智能。然而，随着新技术被引入工厂，有必要遵守一些规则。首先也是最

重要的是生产不能停止。新技术必须与旧系统兼容，并应促进供应商之间的互操作性。 

4.4 具体方式 

Microdeco 是一家为汽车行业生产小型金属零件的公司。该公司一直在寻找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并走

在使用智能系统的前列。在该公司位于西班牙 Ermua 的试点工厂，Microdeco 围绕着智能网关（RELY-CPPS）

的概念构建了一个网络基础设施，将先进的网络、边缘计算和传感结合在一起。 

创建智能工厂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连接各种系统。工厂包括高速光链路，将每一组机器、传感器和执

行器连接起来（见图 a）。 

 

图 a 

五速以太网端口在每个单元中实现常规以太网或工业以太网协议，以及串行端口，以实现广泛使用的

工业协议，如 Modbus 和 Profibus。此外，该装置包括一个扩展模块，用于连接温度传感器、加速计和其他

数字和模拟外围设备。 

图 b 显示了安装在每台机器（CPPS 区域）中的每个智能网关是如何使用单个光纤链路连接到下一个

的。通过将所有设备连接到一个实现高可用性无缝冗余（HSR）协议的单环中，完成了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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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这种非专有（IEC 62439-3 第 5 条）以太网“零延迟恢复时间”解决方案允许运营商在不影响工厂其他

节点或设备的情况下，断开任何设备与环的连接。这种真正的插头和工作操作有助于工厂布局的修改。 

安全引导进一步增强了网络安全。设备外部的所有外部软件和比特流，甚至引导加载程序和操作系统，

都被存储，AES-256 加密，HMAC 认证。此功能与设备中包含的其他硬件安全保护相结合，可确保整个网

络基础设施的数据来源可靠。 

此外，安装在每个 RELIN-CPPS 中的 SIEM 代理（除其他外）运行以下安全相关任务：新连接、身份

验证尝试、SSH 连接、访问分析工具、病毒/恶意软件检测分析、网络攻击识别、网络中存在的协议和 ARP

流量分析。 

数据分析可以在企业或云服务器上远程执行，甚至可以在智能网关上本地执行。出于最后的目的，产

品包括一个时间数据库，它可以预测生产中的故障或其他已定义的行为，并在本地采取行动。由 Juxt.io 提

供的大数据分析软件负责执行与机器行为相关的预测分析。 

得益于基于开放标准的解决方案，Microdeco 完成了项目开始时定义的所有目标。此外，该解决方案

基于可重构硬件（现场升级）这一事实保证了系统的演进，以包括公司未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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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ongke Technology Co., Ltd 

www.hkaco.com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 2 号 701 室  邮编 510663 

 

工业通讯事业部 

CAN 卡 

通讯协议开发代码/网关/板卡（CO,ECAT,DP,PN,DN,EIP,Modbus,CC,IO-Link 等） 

TSN 时间敏感网络开发方案及应用方案 

INtime 实时操作系统（提升 windows 实时性） 

  

华南区&华北区 

谢晓锋 

电话/微信：13660244187                                 

QQ：2916592843                                                     

邮箱：xxf@hkaco.com  

 

华东区 

许卫兵 

电话/微信：15900933547                                 

QQ：2029912093                                                     

邮箱：xwb@hkaco.com  

 

联系我们：广州|上海|北京|西安|武汉|深圳|沈阳|成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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