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英特尔® FPGA 确保高性能机器人
控制器中的伺服控制和功能安全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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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安全数据包

Yaskawa Electric 选择在其 YRC1000 机器人控制器中使用多个英特尔® FPGA。通过采用英特尔经过 IEC 61508 

认证的功能安全数据包，该公司还减少了功能安全认证所需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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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萎缩等因素推动工业机器人的日益普及

在工业机械领域，机器人实现了强劲的市场增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萎缩

与人口老龄化造成了供应短缺与人工成本上涨，在此形势下，流程效率提升和自

动化相比以往更显迫切。制造业和其他工作场所正加速普及多轴机器人，帮助实

施多样化的操作与运输任务。除了在安全罩后面运行的传统机器人，协作式机器

人和自动引导车辆（AGV）的使用也在不断增加，这些机器能够与人类协同配合。

过去，自定义大规模集成（LSI）一般用于机器人控制，半导体制程的小型化推高

了开发成本，开发工作一般需要数年的时间。

安全措施对机器人也必不可少。例如，在检测到有人闯入安全罩后，需即刻使用

光帘或其他类似传感器阻止机器人运行。这就要求机器人制造商开展认证，确保

产品符合一些地区的相关标准*1。

这个问题是支持逻辑复制的英特尔 FPGA 作为 ASIC 替代选项被越来越多用在机器

人中的原因之一。英特尔 FPGA 具有出色的器件可靠性，已被广泛用于各种工业

机械中。在 FPGA 行业，英特尔还是首批实行功能安全标准和相关认证的厂商之

一。本案例研究描述了 Yaskawa Electric 在机器人控制器中使用英特尔 FPGA 的

情况。

Yaskawa Electric 的 YRC1000 机器人控制器兼具小巧身形

和快速精准的控制能力

Yaskawa Electric 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制造商。该公司的六轴垂直多关节型机器

人以 Motoman 品牌行销全球，用于广泛领域，包括电弧焊、点焊、喷漆、搬运

和组装、生物医学应用、码垛、冲压件搬运、剪切、切割、激光切割、去毛刺、

抛光、涂层，以及用于 LCD 或光伏电池的半导体晶圆和玻璃板的运输。近年，该

公司还着重开发能够与员工在生产线上协同合作的协作式机器人（cobot）。

https://www.yaskawa.co.jp/


除了机械手（具有多个动作轴的机械手臂），工业机器人还需

要一种称为示教盒（programming pendant）的器件（用于教

导机器人执行相应动作）和控制器（在每个轴中复制示教盒教

导的动作）。

YRC1000 高性能机器人控制器改进了加速控制，取代了过去的

速度控制机制，这意味着该控制器能够以最大速度操作机械手。

同样，一种全新的机械手臂末端轨迹控制技术可帮助精准复制

相同轨迹（不受速度影响），包括在测试操作中以及在重放模

式下。YRC1000 是 Yaskawa Electric 机器人控制器中尺寸最

小的型号，相比之前的 DX200 型号体积减小了 50%。其他特

性包括兼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电源标准（图 1）。

多个英特尔 FPGA 被选用于实现机器人控制、

伺服控制和功能安全

为提高性能和精准度，Yaskawa Electric 选择将多个英特尔 

FPGA 用于相关应用，包括机器人控制、伺服控制和功能安全

（图 2）。

对于 Yaskawa Electric，使用英特尔 FPGA 的主要优势如下

（图 3）：

(1) 更高的伺服控制性能和更低的功耗：移动多轴机械臂需要计

算控制值以帮助实现所需的动作，然后将这些信息输出到各个

发动机。所需运算还包括复杂的三角函数和其他计算，具体取

决于编码器为每个轴确定的当前位置和角度。

相比于在微处理器上运行软件，在硬件上执行运动学计算更易

于实现准确性和速度。换言之，这对英特尔 FPGA 而言是一个

理想应用。英特尔 FPGA 具有板载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可在硬

件上执行高速的 32 位双精度浮点算术，并提供确定性性能。

英特尔 FPGA 还提供了广泛的硬件 IP，包括 PCI Express，支

持集成外设逻辑，能够促进电路小型化和功耗下降，同时确保

可靠的总线连接。

功耗下降有助于采用无风扇外壳，取消容易磨损的机械部件并

避免进灰。

(2) IEC 61508 和其他功能安全标准要求的多数安全相关系统都

可整合到英特尔 FPGA 中。而且，使用多个器件意味着彼此可

以相互监控。此外，如上所述，硬件实现带来的确定性性能有

助于增强无法容忍延迟的安全监控应用。

英特尔还提供其经过 IEC 61508 认证的功能安全数据包（经过 

TÜV Rheinland 认证），可帮助 Yaskawa Electric 减轻控制器

功能安全认证方面的工作量。

(3) 成本降低：半导体制程小型化与合理化降低了总体系统成

本，不仅增强了 FPGA 的成本竞争力，而且带来了其他改进，

例如集成外设逻辑、缩减电路尺寸以及缩短开发时间（得益于 

FPGA 上的灵活逻辑配置）。

(4) 长期产品可用性：为便于维护，器件供应期限应进行延长，

因为工业设备通常需要使用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英特尔 FPGA 

具有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可满足工业领域客户的需求。

(5) 开发时间：相比 ASIC，FPGA 缩短了开发和验证周期。此

外，在发生问题时，或在必要时为修改或增强功能要求，使用 

FPGA 可帮助快速修改逻辑。

如图 2 所示，控制器使用一颗英特尔处理器和一个英特尔网络

控制器及英特尔 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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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Yaskawa Electric YRC1000 机器人控制器的特性

产品概念

YRC1000 特性
• IP54
• 能够控制大型机器人
• 能够整合三个外轴
• 精准的轨迹控制
• 功能安全
• 独立控制伺服电源
• 所有型号支持发电
 （中大型机器人）
• 提供四个版本（日本、欧洲、
   美国和亚洲）
• 不使用变压器时可在 380~480V 的
   电压下运行

小尺寸*2 面向所有市场的丰富型号 高能效

DX200

YRC1000

减小 50%*

 • 与之前的 Yaskawa
   Electric 型号比较

该控制器具有同类产品中最小的尺寸*2 及高密度内部设计，结构紧凑，适合安装在

各种布局中。

图 2. Yaskawa Electric YRC1000 机器人控制器中使用了多个 FPGA

机器人控制
（应用）

伺服控制

 

功能安全 高速通信

控制器：使用英特尔器件不仅考虑到其小巧
尺寸，而且考虑到其出色功能和性能提升。

改进的轨迹精度

多轴伺服控制

更小的安全罩

防碰撞

示教盒

更快速的通信

YRC1000

英特尔
产品

CPU 通信 LSIFPGA

控制器功能

Yaskawa Electric
选择标准

• 小巧、高性能 • 低功耗（无风扇）

• 低成本 • 长期稳定供应（10 年或更长）

平面监控
机器人速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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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能安全标准实现的多个英特尔 FPGA 安

全功能对编码器进行交叉监控

使用机器人或其他工业机械时必须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帮

助确保在发生操作错误或故障时附近的人员或财产不会受到损

害，并将此类事故的影响降至最低。提供安全特性的方式有很

多种，例如列明安全注意事项或使用安全罩作为物理屏障；“功

能安全” 表示通过电路、电子电路或软件降低风险。

为落实功能安全标准，通常可使用其他的安全功能增强控制系

统。在 YRC1000 上，这些安全相关系统部署在单独的电路板

（“安全电路板”）上（图 4）。

在安全电路板上，英特尔 FPGA 的任务是根据编码器中有关每

个轴的数据持续监控机械手臂的位置和速度。让我们来看一个

安全功能的示例。如果机械手臂由于某个原因移动至预定义区

域之外或超过了预定义速度，可使用一种安全机制即时停止轴

电机的运行。

YRC1000 还采用了一些其他措施增强可靠性和安全性，包括使

用不同的英特尔 FPGA 交叉监控彼此的编码器数据。

使用英特尔经过 IEC 61508 认证的数据包帮助

减少控制器认证所需的时间和工作量

落实功能安全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性要求。例如，欧

盟 2006/42/EC 机械指令要求实施 IEC 61508。为保持合规性，

设备厂商需要更新内部质量管理系统，以纳入相关标准，并将

其应用到开发和验证流程中。

此外，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确保公司设备符合功能安全

标准也是惯常做法。

在认识到标准的重要性后，英特尔推出了其行业首个经过 IEC 

61508 认证的功能安全数据包，帮助减少对系统进行功能安全

合规性认证所需的时间，相关系统包括 2010 年推出的英特尔 

FPGA；2010 年也是第二版 IEC 61508 发布的年份。

功能安全数据包专用于最高达到 IEC 61508 安全完整性等级 3

（SIL3）的设计，FSDP 认证工作由德国第三方认证机构 TÜV 

Rheinland 完成。该数据包包含以下项目：

(1) 使用英特尔 FPGA 开发方法和工具设计符合 IEC 61508 认

证要求的指南

(2) 为使用英特尔 FPGA 的系统计算故障率和安全失效分数

（SFF）的 FMEDA 工具

(3) 安全手册，详细说明如何按照 IEC 61508 要求使用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设计软件和英特尔 FPGA 系统

(4) 硬件的认证 IP，如 Nios® II 处理器，及符合 IEC-61508 要

求，用于监控 FPGA、内存和时钟信号的完整性的诊断 IP（包

括源代码）

(5) 有关英特尔 FPGA 的最新可靠性报告

(6) TÜV Rheinland 签发的合规证书

* 有关功能安全数据包内容的详情，请参考本文末尾的列表*3。

除了本文所描述的机器人控制器，功能安全数据包还帮助缩短

了实现功能安全及获取安全关键工业机械（如工业伺服驱动、

逆变器、安全装置和自动化控制器）认证等方面的时间，并降

低了相关成本（图 5）。根据具体情况，英特尔估计产品开发

时间可被大幅缩短。

在 Yaskawa Electric，英特尔功能安全数据包被成功用于开

发 YRC1000 安全相关系统（如图 5 所示），帮助缩短了 IEC 

61508 SIL2、EN ISO 10218-1:2011 和 EN ISO 13849-

1:2015 安全标准等方面的认证时间。

图 3. 使用英特尔 FPGA 的优势

项目

Q

C

D

伺服控制

• 使用 FPGA 实现单芯片方案，包括外设控制逻辑，并利用板载 

   Arm Cortex-A9 处理器实施双精度浮点算术。

• 使用 PCI Express 硬件 IP 为外部器件提供可靠的高速总线连接。

• 使用低功耗 FPGA 实现无风扇方案。

功能安全

• 使用 FPGA 对编码器位置信息进行单芯片监控，并在不同芯片

   之间进行交叉监控。

• 通过使用器件（FPGA）和满足 IEC 61508 功能安全要求的

   开发环境，用户可缩短获取认证的时间。

成本降低
• 尽管工业产品的产量往往低于消费类产品，但 FPGA 的合理价格

   可让工业产品成为切实可行的选项。

长期产品
可用性

• 器件可使用 10 年或更长时间（通常为 15 年或更长），工业应用

   领域的产品生命周期需要至少达到 10 年。

开发时间
• 相比定制 ASIC（SoC），使用 FPGA 可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并支持

   频繁修改内部逻辑，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优势

图 4. YRC1000 功能安全概述

功能安全

功能安全是限制机器人动作的安全特性。该功能支持限制用作安全
特性的动作的范围。

相关标准
EN ISO10218-1:2011
EN ISO 13849-1:2015（PL=d / 类别 3）
IEC 61508（版本 2）SIL2

第三方认证机构
实施安全认证

YRC1000

安全电路板
切断电机电源

编码器数据
功能安全

更小的安全罩、防碰撞、平面监控、

机器人速度限制等

安全电路板上的功能安全软件使

用电机编码器数据持续监控机器

人的位置和速度。检测到偏差时，

立即关闭电机电源，使机器人停

止运行。



英特尔 FPGA 功能安全数据包产品简介

英特尔 FPGA 和功能安全数据包可满足工业机

器人不断变化的需求

随着行业孜孜不倦地追求生产力和效率的提升，IT 技术日新月

异，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出现萎缩，推崇高度智能化的智

能工厂或智能厂房正日益受到关注。

智能化实践的日益普及将伴随一些自动化技术的加快应用，如

协作式机器人、自主机器人和自主 AGV，尤其是本文所述的工

业机器人。相关试验已经开始在远程控制应用领域展开，这些

领域将采用第五代（5G）电信和私有 5G 系统。除了更高的性

能和精度，行业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安全性和可靠性。

英特尔 FPGA 及其在修改逻辑方面的灵活性，对于满足安全要

求和适应新的智能化实践与其他方面的快速市场变化将发挥关

键作用。作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导者，Yaskawa Electric 

已经部署了英特尔 FPGA，这帮助其提高了机器人控制器的性

能与精度，促进了功能安全实现。通过采用英特尔功能安全数

据包，他们还减轻了获取功能安全认证方面的工作量。

随着机器人和其他工业机械的环境持续演变，英特尔 FPGA 和

功能安全数据包将发挥用武之地。

声明和免责声明

客户负责整个系统的安全，包括遵守适用的安全相关要求或标准。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您的成本或结果可能有所差异。

英特尔有权随时更改产品和支持的推出计划，恕不另行通知。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英特尔客户代表。

本文档中提及未来计划或期望的陈述均为前瞻性陈述。此类陈述基于当前预期，包含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实际结果可能与这些陈述所明示或暗示的信息大相径庭。有关可能导致实际结

果大有不同的因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最新发布的财报和 SEC 报告：www.intc.com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何保证。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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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面向工业应用的英特尔 FPGA 功能安全数据包

常规产品开发时间表

安全要求规范 所选器件和工具的验证 安全功能的实现 安全诊断功能的实现 TÜV 执行认证产品开发

安全要求规范 产品开发

使用功能安全数据包的开发时间表*3

TÜV 执行认证

面向英特尔 FPGA 的功能安全数据包*4

工具 IP 和文档 器件
 
英特尔® Quartus® Prime 
标准版软件版本 17.0.2

• Platform Designer
• 仿真库
• 综合
• 布局/布线
• 时序分析器
• Signal Tap II 逻辑分析器
• Nios II 调试器
• 系统内存编辑器 
• 功耗分析器
• 安全设计分区流程

英特尔® Cyclone® FPGA

• 英特尔 Cyclone 10 LP
• Cyclone® V SoC
• Cyclone V
• Cyclone IV

英特尔® Arria® FPGA

• Arria V SoC
• Arria® V
• Arria® V GZ
• Arria II GX/GZ

英特尔® Stratix® FPGA

• Stratix® V
• Stratix IV
• Stratix IV GX

英特尔® MAX® FPGA

• 英特尔 MAX 10
• MAX V
• MAX II
• MAX II Z

Nios II 嵌入式处理器

DDRx 内存控制器

Platform Designer IP 套件

诊断 IP

• CRC 计算
• SEU 检查器
• 时钟检查器

Nios II 锁步解决方案

安全手册

• 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设计软件
• 英特尔 Cyclone 10 LP FPGA
• Cyclone® V SoC
• Cyclone V FPGA
• 英特尔 MAX 10 FPGA

可靠性报告

TÜV Rheinland 合规证书

FMEDA 计算工具

• 英特尔® Cyclone® 10 LP FPGA
• 英特尔® MAX® 10 FPGA
• Cyclone® V FPGA
• Cyclone® V SoC

*1：欧盟机械指令 2006/42/EC https://ec.europa.eu/growth/sectors/mechanical-engineering/machinery_en

*2：Yaskawa 官网 https://www.e-mechatronics.com/product/robot/controller/yrc1000/feature.html

*3：实际开发时间表的缩短程度取决于特定情况。

*4：截止到 2020 年 10 月

有关工业功能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intel.co.jp/content/www/jp/ja/industrial-automation/programmable/applications/automation/functional-safety.html

http://www.intc.com
https://ec.europa.eu/growth/sectors/mechanical-engineering/machinery_en
https://www.e-mechatronics.com/product/robot/controller/yrc1000/feature.html
https://www.intel.co.jp/content/www/jp/ja/industrial-automation/programmable/applications/automation/functional-safet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