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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

休眠唤醒方法，其包括：提供：CAN网络管理报文

和与多个操作相对应的多个控制器，所述CAN网

络管理报文基于OESK网络管理报文格式并具有：

目的地址DA和网络管理状态位CF，当车辆执行所

述操作时，通过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只唤醒与

所述操作有关的控制器，而与所述操作无关的控

制器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被唤醒

的控制器数量，通过本发明的局部网络休眠唤醒

将唤醒的控制器数量降低至最低有效防止蓄电

池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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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包括：提供：CAN网络管

理报文和与多个操作相对应的多个控制器，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基于OESK网络管理报文

格式并具有：目的地址DA和网络管理状态位CF，其特征在于：

当车辆执行所述操作时，通过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只唤醒与所述操作有关的控制器，

而与所述操作无关的控制器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被唤醒的控制器数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默认为开启状态，或当蓄电池剩余电

量低时为开启状态，或认为控制开闭状态。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被加入：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分组所在编号位NO和跨组唤

醒编号位CT；

多个所述控制器至少被分成第一组和第二组两个组，每个组中包括：一个主控制器和

通过多个子控制器，所述主控制器分别与多个所述子控制器之间进行相互CAN总线通讯；

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被记录在所述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所

述子控制器被记录在所述分组所在编号位NO。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当第一组中的控制器出现唤醒动作时，首先唤醒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在所述第

一组中的子控制器检测到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唤醒后方可唤醒，所述第二组中的所有

控制器均处于休眠；且

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确认休眠后，则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也随之进入

休眠。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如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在功能上需要使用所述第二组中的一子控制器时，则由所

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通过发送含有所述跨组唤醒编号位CT位的所述CAN总线网络管理报

文来单独唤醒并控制所述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且所述第二组中的其他子控制器不被

唤醒；且

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进入休眠后，所述第一组中的子控制器和跨组唤醒的所述

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也均进入休眠。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自检位ZJ，所述控制器自检位ZJ记录所述控

制器自检合格或失败状态；

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合格，所述控制器能进行正常所述CAN总线通讯；

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持续发送1000ms所述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

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后自动进入离线状况并既不能接收也不能发送报文，且所述控制器

会每隔1000ms尝试往CAN总线上发送一帧报文确认其故障是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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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故障位RB和休眠唤醒原因位REA；

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故障位RB记录所述控制器出现自检失败的故障

类型编号；且

所述休眠唤醒原因位REA记录预先设定的休眠唤醒原因。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特

征在于：

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自检失败时，则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首先在CAN总线

中持续发送1000ms的所述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告知所述第一组

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并在1000ms结束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自动脱离总线，此时所述

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将屏蔽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的网络管理，并转而采取

OSEK网络管理机制进行建环控制，以达到同步休眠的目的；

若在随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的故障恢复，其会在CAN总线上连续发三帧所述控

制器自检位ZJ为合格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检测到该状

态后，会重新变为由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的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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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CAN总线网络管理在整车应用范围非常广，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升级，车载控

制器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整车静态功耗不断增加，为降低整车静态功耗，需要网络快速进

入休眠状态，防止整车出现亏电。

[0003] 现有技术CAN总线主要应用OSEK网络管理策略，该策略最大的特点有：

[0004] 1、将所有的网络管理节点用链式规则“捆绑”进行休眠和唤醒；

[0005] 2、采用同步唤醒和同步休眠来控制所有网络管理节点的休眠唤醒功能，以保证整

车能进入静态功耗。

[0006] OESK网络管理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步唤醒和同步休眠，因为随着整车搭载控制器数

量的增多，具有网络管理功能的节点数量也随之增多，如果车主只是执行某一简单的功能

(例如打开车门拿包)，根据OESK网络管理策略，则整车所有具有网络功能的节点均被唤醒，

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才会进入休眠，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增加了整车蓄电池的功耗。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基于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

策略和方法，该策略可以与目前OESK网络管理策略模式进行兼容，可以根据蓄电池容量进

行自动切换，也可以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进行主动性切换。

[0008]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

眠唤醒方法，其包括：提供：CAN网络管理报文和与多个操作相对应的多个控制器，所述CAN

网络管理报文基于OESK网络管理报文格式并具有：目的地址DA和网络管理状态位CF，其中：

当车辆执行所述操作时，通过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只唤醒与所述操作有关的控制器，而与

所述操作无关的控制器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被唤醒的控制器数量。

[0009] 本发明可以与目前OESK网络管理策略模式进行兼容，当车主在车上执行某项操作

时，通过本发明的局部网络休眠唤醒策略，将唤醒的控制器数量降低至最低，而与本项操作

无关的控制器节点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从而实现降低整车蓄电池的功耗，可以有效

防止蓄电池亏电。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默认为开启状

态，或当蓄电池剩余电量低时为开启状态，或认为控制开闭状态。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被加入：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分

组所在编号位NO和跨组唤醒编号位CT；多个所述控制器至少被分成第一组和第二组两个

组，每个组中包括：一个主控制器和通过多个子控制器，所述主控制器分别与多个所述子控

制器之间进行相互CAN总线通讯；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被记录在所

述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所述子控制器被记录在所述分组所在编号位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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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第一组中的控制器出现唤醒动作时，首先唤醒所述第一组

中的主控制器，在所述第一组中的子控制器检测到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唤醒后方可唤

醒，所述第二组中的所有控制器均处于休眠；且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确认休眠后，则

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也随之进入休眠。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如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在功能上需要使用所述第二组中

的一子控制器时，则由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通过发送含有所述跨组唤醒编号位CT位的

所述CAN总线网络管理报文来单独唤醒并控制所述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且所述第二

组中的其他子控制器不被唤醒；且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进入休眠后，所述第一组中

的子控制器和跨组唤醒的所述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也均进入休眠。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自检位ZJ，所述控

制器自检位ZJ记录所述控制器自检合格或失败状态；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合格，所述控制器

能进行正常所述CAN总线通讯；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持续发送1000ms所述

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后自动进入离线状况并既不能接收也不能

发送报文，且所述控制器会每隔1000ms尝试往CAN总线上发送一帧报文确认其故障是否恢

复。

[0015]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故障位RB和休眠唤

醒原因位REA；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故障位RB记录所述控制器出现自检失

败的故障类型编号；且所述休眠唤醒原因位REA记录预先设定的休眠唤醒原因。

[001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自检失败时，则所述第一组中的

主控制器首先在CAN总线中持续发送1000ms的所述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所述CAN网络

管理报文告知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并在1000ms结束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

器自动脱离总线，此时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将屏蔽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

的网络管理，并转而采取OSEK网络管理机制进行建环控制，以达到同步休眠的目的；若在随

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的故障恢复，其会在CAN总线上连续发三帧所述控制器自检位

ZJ为合格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检测到该状态后，会重新

变为由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的网络管理。

[0017] 本发明实现统一休眠从而实现“一对多”的唤醒逻辑且每个分组的休眠唤醒控制

具有独立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其包括：提

供：CAN网络管理报文和与多个操作相对应的多个控制器，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基于OESK

网络管理报文格式并具有：目的地址DA和网络管理状态位CF，其中：当车辆执行所述操作

时，通过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只唤醒与所述操作有关的控制器，而与所述操作无关的控制

器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以降低被唤醒的控制器数量。

[0019] 本发明可以与目前OESK网络管理策略模式进行兼容，当车主在车上执行某项操作

时，通过本发明的局部网络休眠唤醒策略，将唤醒的控制器数量降低至最低，而与本项操作

无关的控制器节点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从而实现降低整车蓄电池的功耗，可以有效

防止蓄电池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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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默认为开启状

态，或当蓄电池剩余电量低时为开启状态，或认为控制开闭状态。

[002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被加入：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分

组所在编号位NO和跨组唤醒编号位CT；多个所述控制器至少被分成第一组和第二组两个

组，每个组中包括：一个主控制器和通过多个子控制器，所述主控制器分别与多个所述子控

制器之间进行相互CAN总线通讯；所述局部休眠唤醒方法在所述车辆上的状态被记录在所

述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ST，所述子控制器被记录在所述分组所在编号位NO。

[0022]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第一组中的控制器出现唤醒动作时，首先唤醒所述第一组

中的主控制器，在所述第一组中的子控制器检测到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唤醒后方可唤

醒，所述第二组中的所有控制器均处于休眠；且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确认休眠后，则

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也随之进入休眠。

[0023]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如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在功能上需要使用所述第二组中

的一子控制器时，则由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通过发送含有所述跨组唤醒编号位CT位的

所述CAN总线网络管理报文来单独唤醒并控制所述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且所述第二

组中的其他子控制器不被唤醒；且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进入休眠后，所述第一组中

的子控制器和跨组唤醒的所述第二组中的所述子控制器也均进入休眠。

[0024]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自检位ZJ，所述控

制器自检位ZJ记录所述控制器自检合格或失败状态；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合格，所述控制器

能进行正常所述CAN总线通讯；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持续发送1000ms所述

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后自动进入离线状况并既不能接收也不能

发送报文，且所述控制器会每隔1000ms尝试往CAN总线上发送一帧报文确认其故障是否恢

复。

[0025]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中还被加入：控制器故障位RB和休眠唤

醒原因位REA；当所述控制器自检失败时，所述控制器故障位RB记录所述控制器出现自检失

败的故障类型编号；且所述休眠唤醒原因位REA记录预先设定的休眠唤醒原因。

[002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自检失败时，则所述第一组中的

主控制器首先在CAN总线中持续发送1000ms的所述控制器自检位ZJ为失败的所述CAN网络

管理报文告知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并在1000ms结束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

器自动脱离总线，此时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将屏蔽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

的网络管理，并转而采取OSEK网络管理机制进行建环控制，以达到同步休眠的目的；若在随

后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的故障恢复，其会在CAN总线上连续发三帧所述控制器自检位

ZJ为合格的所述CAN网络管理报文，所述第一组中的所有子控制器检测到该状态后，会重新

变为由所述第一组中的主控制器控制的网络管理。

[0027] 本发明实现统一休眠从而实现“一对多”的唤醒逻辑且每个分组的休眠唤醒控制

具有独立性。

[0028] 在本发明中，提出一种基于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休眠唤醒策略

和方法，该策略可以与目前OESK网络管理策略模式进行兼容，可以根据蓄电池容量进行自

动切换，也可以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进行主动性切换。当车主在车上执行某项操作时，通过本

发明的局部网络休眠唤醒策略，将唤醒的控制器数量降低至最低，而与本项操作无关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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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节点则不唤醒，仍处于休眠状态。从而实现降低整车蓄电池的功耗，可以有效防止蓄电

池亏电。

[0029] 在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中，本发明采用的网络管理报文格式是在OESK网络管理报

文格式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延伸，目的在于方便该策略可以有效地兼容OESK网络管理，并

且可以自由开启和关闭。

[0030] 网络管理报文格式如下表所示：

[0031]

[0032] ID：根据ISO11898协议规定，CAN总线使用的为标准帧，即ID长度为11bi  t,本发明

设定ID区间为0x400-0x4FF为网络管理报文。

[0033] DA：目的地址：数值范围为：0x00-0xFF，即本控制器的后续控制器ID

[0034] CF：网络管理状态位：其数值范围为：0x00-0xFF；此处实现广播各个控制器的休眠

唤醒请求命令。(DA和CF均为OESK管理中的定义内容，和本发明无关，故不多加赘述)

[0035] ST：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当ST＝0x01时，局部休眠唤醒功能开启；当ST＝0x00时，

局部休眠唤醒功能关闭。该字节主要功能在于：1、当蓄电池剩余电量较低时，会将该字节变

成0x01，开启局部唤醒和休眠，相当于是手机里的“节电功能”，2、可以供用户主动性开启和

关闭。该字节默认状态为0x01(开启状态)。

[0036] N0:分组所在编号位：该位表示某个控制器在整车CAN总线网络中的编号，例如某

控制器X在整车CAN总线网络中属于第一分组的第三节点，则其NO.分组所在编号位对应的

是0x13。

[0037] REA:休眠唤醒原因位：范围为0x00-0xFF，可以由设计人员自行制定。

[0038] CT:跨组唤醒编号位：表示某一组的主节点需要与其他组的非主节点进行通讯时

的唤醒位，范围为0x00-0xFF，例如当A组的主节点需要与B组中的非主节点进行通讯时，其

需要发送B组中非主节点编号(正常情况下,B组非主节点能否唤醒只取决于B组主节点)，该

编号值可参见NO.定义所示，当CT＝0x00时，表示当前主节点不需要跨组控制其他组的任何

节点。

[0039] ZJ:控制器自检位：范围为0x00-0x01，当ZJ＝0x00时，此时控制器自检合格，能进

行正常通讯；当ZJ＝0x01时，此时控制器自检失败，则控制器会在该状况下持续发送1000ms

报文后自动进入离线状况，在该状态下，控制器既不能接收也不能发送报文，但是控制器会

每隔1000ms尝试往CAN总线上发送一帧报文确认其故障是否恢复；当某一组的主控制器出

现ZJ＝0x01的状态时，此时该组其余节点将屏蔽目前的网络管理机制，而采取原先的OSEK

网络管理机制进行建环，达到同步休眠的目的。

[0040] RB：控制器故障位：表示控制器的故障类型，范围为0x00-0xFF,即表示当控制器的

ZJ(控制器自检位)＝0x01时，即控制器自检失败时，其控制器出现自检失败的故障类型编

号。

[0041] 发明的控制方法实施例：

[0042] 在本发明中，整车采用整车网络管理星型架构方案，例如：该整车CAN总线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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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B,C,D,E,F,G,H,I,J一共10个控制器，我们将该10个控制器进行分类，分类的原则在于

将相关之间需要进行通信的控制器分成一组，例如A需要与BCDE四个节点进行相互CAN总线

通讯，而F需要与GHI  J四个节点进行相互CAN总线通讯，基于该逻辑，我们将整车CAN总线网

络分成两组，在这两组中，分别选择其中一个控制器(即A和F)作为主导控制节点，当控制器

出现唤醒动作时，由主导控制节点首先进行唤醒，该主导控制器唤醒后，其所在分组的控制

器检测到主导控制器唤醒后方可唤醒，同理，当该分组中主节点控制器确认休眠后，则该分

组的所有非主节点控制器也随之进入休眠，从而实现该分组统一休眠从而实现“一对多”的

唤醒逻辑且每个分组的休眠唤醒控制具有独立性。

[0043] 若此时控制器A所在分组(可以认为是一组)在功能上需要使用B组(可以认为是二

组)非主节点的控制器，则由一组中的主节点通过CAN总线网络管理报文，即表1中的CT位来

控制二组的非主节点控制器，当二组收到一组主节点对应的CAN总线网络管理报文时，其会

单独唤醒(二组其余节点不会被唤醒)，此时被唤醒的二组控制器受一组的主节点控制器进

行控制，当一组的主节点控制器进入休眠后，一组的非主节点控制器和跨组唤醒的二组非

主节点控制器也均进入休眠。

[0044] 若此时主节点控制器A所在分组(即一组)中的主节点控制器出现故障时，则主节

点控制器首先在CAN总线中发送ZJ＝0x01(自检状态有效位失败)并且在持续发送1000ms的

网络管理报文告知A组中的其他非主节点控制器，在1000ms结束后，主节点控制器自动脱离

总线，此时A组中剩余的控制器将还原成OSEK网络管理机制，实现同步休眠的状态。若在随

后A组主节点控制器的故障恢复，其会在总线上连续发三帧ZJ＝0x00(自检状况有效位正

常)，该组中的非主节点控制器检测到该状态后，会重新变为由本组主节点控制器控制的网

络管理策略。

[0045] 控制实施例一：

[0046] 当某网段具有PEPS(无钥匙进入启动) ,BCM(车身控制器) ,MP5(中控导航) ,HVAC

(空调控制器)和AVM(360全景摄像头)这五个ECU模块时，此时整车下电设防并静置一段时

间后，该车搭载的如上五个ECU模块进行网络休眠并进行低功耗运行模式。

[0047] 根据彼此的网络通讯逻辑关系，我们将上述五个控制器分成两组，A组有BCM和

PEPS，其中BCM是A组主节点；B组有MP5，HVAC和AVM三个控制器，其中MP5是B组主节点。

[0048] 当车主离开后对整车进行下电设防后(俗称“锁车”)，此时A组和B组的控制器进入

到休眠模式，但是随后车主突然其文件包落在车上，此时车主需要对整车进行解防，那么该

解防的动作会对BCM和PEPS所在A组造成影响，使其BCM和PEPS从休眠状态进行唤醒，但是该

动作对B组没有任何影响，所以B组的控制器仍然处于休眠状态。相较于原先的OESK网络管

理，利用本发明的策略，被唤醒的控制器只有2个，而不是OESK中的5个。

[0049] 若此时车主想打开空调(HVAC控制器)进行制冷，由于HVAC属于B组，正常情况下需

要先唤醒B组主节点控制器才能唤醒B组非主节点控制器，即HVAC。但是A组主节点可以通过

发送网络管理报文中的跨组控制器编号位(CT)对B组的HVAC(非主节点控制器)进行控制

器，此时HVAC可以在MP5未唤醒的情况下进行唤醒工作，当车主再次离开车并下电设防时，

此时BCM休眠，PEPS和HVAC控制器也随之进入休眠。

[0050] 控制实施例二：

[0051] 在本发明中，设计局部休眠唤醒开启位(如表1所示ST位)，该位在默认状态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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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开启状态)，即CAN网络开启局部休眠和唤醒功能，该功能可以在仪表上设定按键供驾

驶人员进行人为开启和关闭，当驾驶人员人为关闭时，此时ST＝0x00，CAN网络不再具有局

部休眠和唤醒功能，便可以进入传统的OESK网络管理。但当整车蓄电池电压低于正常电压

10％时(正常情况下，整车在启动时由发动机发电，蓄电池电压不会降低，只有在长时间静

置情况下，蓄电池才会亏电)，此时会强制性开启CAN网络局部休眠和唤醒功能，以保证蓄电

池的续航能力。

[0052] 在本发明中，针对于CAN总线，设计了一种CAN总线星型网络管理架构方案的局部

休眠唤醒策略和方法，利用对车主不同动作进行合理化分组和编号，采用分组控制和跨组

控制的原理，不需要额外增加硬件结构，同时可以兼容目前的OESK网络管理策略，可以根据

不同的车况，由车主自行决定是否开启局部休眠唤醒的功能，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同时为了

安全性和稳定性考虑，设计了当整车蓄电池电量低于某一数值时，则强制性开启该策略，更

具有人性化。

[0053] 应了解本发明所要保护的范围不限于非限制性实施方案，应了解非限制性实施方

案仅仅作为实例进行说明。本申请所要要求的实质的保护范围更体现于独立权利要求提供

的范围，以及其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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