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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

定性调度方法，属于工业网络技术领域，包括：

S1：TSN管理网络为各工业以太网设备发送的数

据帧分配优先级；S2：根据数据帧特征参数定义

工业数据特性；S3：在工业TSN交换机的出端口建

立数据调度模型，由数据帧分配模块、缓冲队列

以及数据帧调度模块组成；数据帧分配模块根据

帧特征参数将缓冲队列分成8个调度队列；S4：数

据帧被分配进入不同的调度队列；S5：根据数据

帧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的不同，对各调度队列采

用不同的整形机制；S6：数据帧调度模块对数据

帧进行输出调度。本发明保证了工业CDT类数据

传输的确定性和实时性，并可有效降低SR类数据

的抖动，同时也允许BE类数据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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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工业时间敏感网络中，包含TSN管理网络、多个工业控制设备，多个工业TSN交换

机，多个执行器、驱动器以及其他以太网设备；TSN管理网络为各工业以太网设备发送的数

据帧分配优先级；

S2：根据数据帧特征参数定义工业数据特性；

S3：在工业TSN交换机的出端口建立数据调度模型，包括数据帧分配模块、缓冲队列以

及数据帧调度模块；所述数据帧分配模块根据帧特征参数将缓冲队列分成8个调度队列，每

个队列用于存储不同类型数据帧；

S4：数据帧到达数据帧分配模块后，根据帧特征参数中Pr值的不同，将数据帧分配进入

不同的调度队列；

S5：根据数据帧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的不同，对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制；

S6：数据帧在经过不同的整形机制处理后，进入数据帧调度模块进行输出调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

中，根据IEEE  802.1Q规定，数据帧可分为8个优先级，依次为优先级0至7，优先级依次递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

中，设数据集M＝{τ1,τ2,…,τn}表示通过工业TSN交换机传输的某混合数据流，对其中任意

数据帧,τ-i.∈M，用一个五元数组(Pr,Ci,Ti,Di,Li)表示该数据帧特征参数，其中Pr表示数

据帧的优先级，Pr∈[0,7]；Ci表示数据帧的传输时间，其大小取决于数据帧的长度与端口

的传输带宽；Ti表示数据帧的传输周期；Di表示数据帧的截止时间，在可调度系统中存在约

束Ti≥Di；Li表示数据帧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3中，所述8个调度队列包括：2个控制数据流工业CDT类数据调度队列，4个流预留流工业SR

类数据调度队列，具体包括2个SR_A类和2个SR_B类数据调度队列，还包括2个工业尽力而为

流BE类数据调度队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5中，对于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制，具体包括：

(1)对于存放CDT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在每个调度队列出端口使用时间感知整形器

TAS，并配置相应的调度周期和门控列表；当队列门打开时，即在调度表中标记为o，则传输

正在排队的帧，否则，当队列门关闭时，即在调度表中标记为C，则会阻止传输，除了最后一

个正在传输的帧继续传输并且在保护带结束之前完成；

(2)对于存放SR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在SR_A和SR_B调度队列出端口使用基于信用的

整形器CBS，根据信用值的大小从SR_A和SR_B队列中选择帧进行传输：若队列的信用值大于

等于0且不为空，且队列门打开，则按照先进先出FIFO规则从该队列取出数据帧传输；否则，

若队列的信用值小于0或为空或队列门关闭，则阻止该队列的新帧的传输，若在传输帧期间

信用值达到零值，则传输不被中断；

(3)对于存放BE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当SR类数据的信用值均小于0且队列门打开时，

数据帧根据严格优先级排队SPQ规则传输，且队列将满时，队列管理逻辑会根据算法选择分

组丢弃。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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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M中存在的n条CDT类数据流f1,f2,f3,…,fn，对于每条CDT流fi(i＝1,2,…,n) ,假设其数

据帧的长度固定且处于周期性传输状态，已知其传输周期为Ti，帧长度为Li，传输速率为Ri，

那么有：

Ti＝Li/Ri

门控列表在每个调度周期内都是重复执行的，调度周期设定为工业TSN网络中的传输

周期的最小公倍数，表示为：

Ts＝lcm(T0,T1,…,Tn)

其中，Tn为第n个工业控制设备数据的发送周期，Ts为所有CDT类数据流传输周期的最小

公倍数；因此，在一个Ts周期内，所有CDT类数据流到达的帧的数量为整数，且调度周期在一

定时间内重复运行，确保了CDT类数据帧的确定性传输，且不会出现数据帧丢失的情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6中，输出调度采用SPQ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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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网络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传统工厂内网络的架构通常呈现“两层三级”的结构：“两层”是指存在“工厂

IT网络”和“工厂OT网络”两层技术异构网络；“三级”是指根据目前工厂管理层级的划分，网

络也被分为“现场级”、“车间级”、“工厂级/企业级”三个层次，每层之间的网络配置和管理

策略相互独立。尽管OT的设计满足了诸如实时性、可靠性和可用性之类的属性和对安全性

至关重要的行为，但通常在设计IT时就没有考虑这些属性，所以传统工厂互联架构存在以

下的问题：1)IT和OT网络技术标准各异；2)工业生产全流程存在大量“信息死角”；3)工业网

络静态配置、刚性组织的方式难以满足未来用户定制、柔性生产的需要。

[0003] 工业网络最初是针对制造工厂中的设备及其控制器之间的点对点连接而开发的，

但由于存在诸多缺点而被现场总线技术取代。现场总线技术通过以串行顺序传输信息并在

时间上进行多路复用，并允许通过一条数字链路连接多个设备及其控制器。目前业界已存

在着比如PROFINET、Ethernet/IP、EtherCAT等主流现场总线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基于标准

以太网的修改或扩展，以提供实时，确定性和低延迟的通信，并且在业界得到了广泛采用。

但是这些实时工业以太网技术由于各自标准存在的差异性，导致彼此缺乏互操作性和兼容

性，需要昂贵且与供应商兼容的设备才能实现最佳的实时性能。

[0004]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IEEE  802.1  TSN(Time-Sensitive  Networking，时间敏感网

络)任务组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协议，通过标准化使其在各个领域都

能够同构运行，提供实时的数据传输。TSN是一种能使以太网具有确定性和实时性的新技

术，能够突破网络通信上的总线的复杂性障碍、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数据的传输障碍、以及实

时性障碍，解决了现有网络的一些缺点。因此，将时间敏感网络技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网

络，促进了各个工业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够确保工业实时数据能够通过标准网络设施

进行确定性传输。这将为未来工业通信系统带来重大变革，真正实现IT和OT的实时无缝融

合。

[0005] 因此，当工业时间敏感网络中同时存在大量不同类型数据时，仍缺乏一种合理的

调度方法保证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的确定性和实时性。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

考虑不同类型数据对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的不同，将数据帧分配进入不同的调度队列并采

用相应的整形机制；该方法允许各种类型的工业实时数据与传统尽力而为数据共享工业时

间敏感网络，保证工业CDT类数据流的确定性时延和可靠性传输，并可有效降低SR类数据流

的抖动，同时也允许BE类数据流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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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在工业时间敏感网络中，包含TSN管理网络、多个工业控制设备，多个工业TSN

交换机，多个执行器、驱动器以及其他以太网设备；TSN管理网络为各工业以太网设备发送

的数据帧分配优先级；

[0010] S2：根据数据帧特征参数定义工业数据特性；

[0011] S3：在工业TSN交换机的出端口建立数据调度模型，包括数据帧分配模块、缓冲队

列以及数据帧调度模块；所述数据帧分配模块根据帧特征参数将缓冲队列分成8个调度队

列，每个队列用于存储不同类型数据帧；

[0012] S4：数据帧到达数据帧分配模块后，根据帧特征参数中Pr值的不同，将数据帧分配

进入不同的调度队列；

[0013] S5：根据数据帧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的不同，对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制；

[0014] S6：数据帧在经过不同的整形机制处理后，进入数据帧调度模块进行输出调度。

[0015] 进一步，步骤S1中，根据IEEE  802.1Q规定，数据帧可分为8个优先级，依次为优先

级0至7，优先级依次递增。

[0016] 进一步，步骤S2中，设数据集M＝{τ1,τ2,…,τn}表示通过工业TSN交换机传输的某

混合数据流，对其中任意数据帧,τ-i.∈M，用一个五元数组(Pr,Ci,Ti,Di,Li)表示该数据帧

特征参数，其中Pr表示数据帧的优先级，Pr∈[0,7]；Ci表示数据帧的传输时间，其大小取决

于数据帧的长度与端口的传输带宽；Ti表示数据帧的传输周期；Di表示数据帧的截止时间，

在可调度系统中存在约束Ti≥Di；Li表示数据帧的长度。

[0017] 进一步，在步骤S3中，所述8个调度队列包括：2个工业CDT(Control  Data 

Traffic,控制数据流)类数据调度队列，4个工业SR(Stream  Reservation  Traffic,流预留

流)类数据调度队列(包括2个SR_A类和2个SR_B类数据调度队列)和2个工业BE(Best 

Effort  Traffic,尽力而为流)类数据调度队列。

[0018] 进一步，在步骤S5中，对于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制，具体包括：

[0019] (1)对于存放CDT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优先级高于其他类型数据，

为使CDT类数据能够通过精准时钟进行确定性传输，并将其与SR类和BE类数据隔离，故在每

个调度队列出端口使用TAS(Time-Aware  Shaper,时间感知整形器)，并配置相应的调度周

期和门控列表；当队列门打开时(在调度表中标记为o)，则传输正在排队的帧，否则，当队列

门关闭时(在调度表中标记为C)，则会阻止传输，除了最后一个正在传输的帧继续传输并且

在保护带结束之前完成；

[0020] (2)对于存放SR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传输受到TAS的影响，对传输

确定性要求较高以及具有最大端到端传输延迟限制，故在SR_A和SR_B调度队列出端口使用

CBS(Credit-Based  Shaper,基于信用的整形器)，根据信用值的大小从SR_A和SR_B队列中

选择帧进行传输：若队列的信用值大于等于0且不为空，且队列门打开，则按照FIFO(First 

In  First  Out,先进先出)规则从该队列取出数据帧传输；否则，若队列的信用值小于0或为

空或队列门关闭，则阻止该队列的新帧的传输(若在传输帧期间信用值达到零值，则传输不

被中断)；

[0021] (3)对于存放BE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优先级低于其他类型数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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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时无需保证确定性传输或最大端到端传输延迟限制，故当SR类数据的信用值均小于0

且队列门打开时，数据帧根据SPQ(Strict  Priority  Queuing,严格优先级排队)规则传输，

且队列将满时，队列管理逻辑会根据算法选择分组丢弃。

[0022] 进一步，对于数据集M中存在的n条CDT类数据流f1,f2,f3,…,fn，对于每条CDT流fi

(i＝1,2,…,n) ,假设其数据帧的长度固定且处于周期性传输状态，已知其传输周期为Ti，

帧长度为Li，传输速率为Ri，那么有：

[0023] Ti＝Li/Ri

[0024] 门控列表在每个调度周期内都是重复执行的，调度周期设定为工业TSN网络中的

传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表示为：

[0025] Ts＝lcm(T0,T1,…,Tn)

[0026] 其中，Tn为第n个工业控制设备数据的发送周期，Ts为所有CDT类数据流传输周期的

最小公倍数；因此，在一个Ts周期内，所有CDT类数据流到达的帧的数量为整数，且调度周期

在一定时间内重复运行，确保了CDT类数据帧的确定性传输，且不会出现数据帧丢失的情

况。

[0027] 进一步，在步骤S6中，输出调度采用SPQ规则。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9] (1)本发明提出的调度方法允许各种类型的工业实时数据与传统尽力而为数据共

享工业自动化网络，打破了工业自动化网络中OT和IT数据共存的障碍，同时能够确保工业

时间敏感数据能够按时通过标准网络设施进行传输，促进了各个工业设备之间的互联互

通；

[0030] (2)本发明考虑不同类型工业数据对实时性和确定性要求，将数据帧分配进行不

同的调度队列并采用相应的整形机制；保证了工业CDT类数据流的确定性时延和可靠性传

输，并可有效降低SR类数据流的抖动，同时也允许BE类数据流的传输。

[0031] 本发明的其他优点、目标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进行阐述，并

且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对下文的考察研究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可

以从本发明的实践中得到教导。本发明的目标和其他优点可以通过下面的说明书来实现和

获得。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优

选的详细描述，其中：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调度模型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的一个TAS机制示意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的一个CBS机制示意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的调度实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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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

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构想，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以下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38] 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

发明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

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

可以理解的。

[0039] 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在本发明的描

述中，需要理解的是，若有术语“上”、“下”、“左”、“右”、“前”、“后”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

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附图中描述

位置关系的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业时间敏感网络数据确定性调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1：在工业时间敏感网络中，包含TSN管理网络、多个工业控制设备，多个工业

TSN交换机，多个执行器、驱动器以及其他以太网设备；TSN管理网络为各工业以太网设备发

送的数据帧分配优先级，根据IEEE  802.1Q规定，数据帧可分为8个优先级，依次为优先级0

至7，优先级依次递增；数据分类及PCP域优先级映射如表1所示。

[0042] 表1数据分类及PCP域优先级映射

[0043] PCP值 调度优先级SP 数据类型

1 0(最低) 背景流

0(默认) 1 尽力而为流

2 2 服务保障流

3 3 关键应用流

4 4 视频流

5 5 音频流

6 6 网络互连控制流

7 7 网络控制流

[0044] 步骤2：根据数据帧特征参数定义工业数据特性，设数据集M＝{τ1 ,τ2,…,τn}表示

通过工业TSN交换机传输的某混合数据流，对其中任意数据帧,τ-i .∈M，用一个五元数组

(Pr,Ci,Ti,Di,Li)表示该数据帧特征参数，其中Pr表示数据帧的优先级，Pr∈[0,7]；Ci表示

数据帧的传输时间，其大小取决于数据帧的长度与端口的传输带宽；Ti表示数据帧的传输

周期；Di表示数据帧的截止时间，在可调度系统中存在约束Ti≥Di；Li表示数据帧的长度；

[0045] 步骤3：如图1所示，在工业TSN交换机的出端口建立数据调度模型，由数据帧分配

模块、缓冲队列以及数据帧调度模块组成；数据帧分配模块根据帧特征参数将缓冲队列分

成8个调度队列，每个队列用于存储不同类型数据帧；

[0046] 其中，8个调度队列包括：2个工业CDT(Control  Data  Traffic,控制数据流)类数

据调度队列，4个工业SR(Stream  Reservation  Traffic,流预留流)类数据调度队列(包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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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SR_A类和2个SR_B类数据调度队列)和2个工业BE(Best  Effort  Traffic,尽力而为流)类

数据调度队列。

[0047] 步骤4：根据数据帧确定性和实时性要求的不同，对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

制；

[0048] 其中，对于各调度队列采用不同的整形机制，具体包括：

[0049] (1)如图2所示，对于存放CDT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优先级高于其他

类型数据，为使CDT类数据能够通过精准时钟进行确定性传输，并将其与SR类和BE类数据隔

离，故在每个调度队列出端口使用TAS(Time-Aware  Shaper,时间感知整形器)，并配置相应

的调度周期和门控列表；当队列门打开时(在调度表中标记为o)，则可以传输正在排队的

帧，否则，当队列门关闭时(在调度表中标记为C)，则会阻止传输，除了最后一个正在传输的

帧继续传输并且在保护带结束之前完成；

[0050] (2)如图3所示，对于存放SR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传输受到TAS的影

响，对传输确定性要求较高以及具有最大端到端传输延迟限制，故在SR_A和SR_B调度队列

出端口使用CBS(Credit-Based  Shaper,基于信用的整形器)，根据信用值的大小从SR_A和

SR_B队列中选择帧进行传输：若队列的信用值大于等于0且不为空，且队列门打开，则按照

FIFO(First  In  First  Out,先进先出)规则从该队列取出数据帧传输；否则，若队列的信用

值小于0或为空或队列门关闭，则阻止该队列的新帧的传输(若在传输帧期间信用值达到零

值，则传输不被中断)；

[0051] (3)对于存放BE类数据帧的调度队列，该类型数据的优先级低于其他类型数据，其

传输时无需保证确定性传输或最大端到端传输延迟限制，故当SR类数据的信用值均小于0

且队列门打开时，数据帧根据SPQ(Strict  Priority  Queuing,严格优先级排队)规则传输，

且队列将满时，队列管理逻辑会根据算法选择分组丢弃。

[0052] 步骤5：数据帧在经过不同的整形机制处理后，进入数据帧调度模块进行输出调

度。

[0053] 其中，对于数据集M中存在的n条CDT类数据流f1,f2,f3,…,fn，对于每条CDT流fi(i

＝1,2,…,n) ,假设其数据帧的长度固定且处于周期性传输状态，已知其传输周期为Ti，帧

长度为Li，传输速率为Ri，那么有：

[0054] Ti＝Li/Ri

[0055] 门控列表在每个调度周期内都是重复执行的，调度周期设定为工业TSN网络中的

传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表示为：

[0056] Ts＝lcm(T0,T1,…,Tn)

[0057] 其中，Tn为第n个工业控制设备数据的发送周期，Ts为所有CDT类数据流传输周期的

最小公倍数。因此，在一个Ts周期内，所有CDT类数据流到达的帧的数量为整数，且调度周期

在一定时间内重复运行，确保了CDT类数据帧的确定性传输，且不会出现数据帧丢失的情

况。

[0058] 其中，输出调度采用SPQ规则。

[0059] 为了便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本发明，现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给出一种本发明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仅分析T＝500μs的时间段内的数据传输情况。如图3所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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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存在一条CDT流，两条SR_A流，一条SR_B流和一条BE流在工业TSN交换机中传输。SR_A流

的帧在t＝[0μs,125μs,250μs]开始传输，SR_B流和BE流的帧在t＝[0μs,200μs,400μs]开始

传输，保护带在t＝60μs时被激活，CDT流的时隙在t＝85μs时激活。SR_A和SR_B流的空闲斜

率和发送斜率。假设所有数据帧长度均为25μs，保护带长度也定义为25μs，CDT流在本调度

周期的时隙长度为100μs。

[0061] 可以看出，在t＝50μs时，SR_A流开始发送帧，并且自t＝60us起，它一直在保护带

处于活动状态之前一直传输到t＝75us。在t＝60μs和t＝75μs之间，SR_A流的信用值下降，

因为帧开始在保护带之前发送，一旦帧传输结束，则SR_A流的信用值将保持恒定，直到CDT

流的时隙结束。

[0062] 与SR_A流相反，SR_B流在t＝50μs时具有负分值，因此其信用值根据其斜率递增，

直到t＝60μs，此时其门由于保护带的激活而关闭。SR_B流的信用值在保护带和CDT流时隙

期间保持不变，即使它具有负值。SR类数据流的信用值可以在保护带期间减少，但不能增

加，并且在CDT时隙期间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即保持恒定值)。

[0063] 在t＝310μs时，SR_A的分值从正下降到零，因为此时没有SR_A流的帧等待发送。

[0064] 通过实例分析，本发明提出的调度方法可以保证工业CDT类数据流的确定性时延

和可靠性传输，并可以有效降低SR类数据流的抖动，同时也允许BE类数据流的传输。

[006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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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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