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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无线网络通信技术，
具体地说是
一种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
误差补偿方法。
基于PTP协议，
本发明利用中间节
点统计收发PTP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
Delay_Req的时间戳，
并基于线性回归技术检测
并补偿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
在本地的转发时间以及节点间传输的链路时延，
最终实现主从节点的无线链路非对称时延修正，
完成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本发明不修改现有的
PTP协议，
利用PTP报文的报头传输补偿时间、报
文发送与到达时间以及时间修正值等额外时间
信息，
减少了报文开销，
满足了时间同步误差补
偿的实时性以及高精度要求，
提高了现有的时间
同步精度，
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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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
下步骤：
将工业现场的节点搭建成层次化的多跳网络结构；
把根节点作为主节点，
叶子节点作为从节点，
主从节点之间采用PTP协议进行时间同
步，
同步方式为two-step；
用于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数据转发的中间节点i在转发报文时，
记录有关PTP报文的时
间信息，
并基于线性回归技术计算额外的时间信息；
中间节点i在发送跟随报文Follow_Up、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以及同步报文
Sync时利用修改后的报头捎带额外的时间信息；
从节点收到PTP报文时根据PTP协议完成同步误差补偿；
所述two-step同步方式是指：
利用跟随报文Follow_Up传输同步报文Sync的时间信息，
利用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传输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信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有关PTP报文的时间信息包括：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
中间节点i的到达时间Ts_arrivedi与Td_arrivedi ，
离开时间Ts_lefti与Td_lefti以及报文
ID；
从与同步报文Sync的ID一致的跟随报文Follow_Up中获取同步报文Sync离开节点i-1的
时间Ts_lefti-1 ；
从与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ID一致的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中
获取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到达节点i-1的时间Td_arrivedi-1 ；
从同步报文Sync中获取的
节点i-1时间修正值βi-1。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额外的时间信息包括：
本地时间修正值βi、
本地转发时间以及同步报文Sync
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基于线性回归技术计算额外的时间信息，
具体为：
中间节点i存储最新的N组时间信息(Ts_arrivedi ，
Ts_arrivedi-Ts_lefti-1)，
其中(Ts_
arrivedi ,k ，
Ts_arrivedi ,k-Ts_lefti-1 ,k)为第k组信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
中间节
点i得到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相对于到达时间Ts_arrivedi的斜率：

其中 ，
则节点i的时间修正值为：
βi＝(1-αi-1 ,i)βi-1 (4)
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为：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本地转发时间为：
T_dwelli＝(T_lefti-T_arrivedi)β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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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对于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而言，
T_arrived i 为Td_arrived i ，
T_left i 为Td_
lefti ；
对于同步报文Sync而言，
T_arrived i为Ts_arrived i ，
T_lefti为Ts_lefti。
同步报文
Sync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linkDelayi-1 ,i＝(Ts_arrivedi-Ts_lefti-1-offseti-1 ,i)βi (7)
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linkDelayi ,i-1＝(Td_arrivedi-1-Td_lefti+offseti-1 ,i)βi (8)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修改后的报头格式为：
将报头4字节reserved域用来传输增加的时间信息的
PTP通用报头格式。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捎带额外的时间信息，
具体为：
中间节点i在发送跟随报文Follow_Up、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时，
将与二者ID
一致的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转发时间以及链路时延分别加到各自报头
修正域correctionField中；
将与二者ID一致的同步报文Sync离开时间Ts_lefti 和延时请
求报文Delay_Req到达时间Td_arrivedi分别写入各自报头4字节的reserved域；
中间节点i在发送同步报文Sync时，
将本地时间修正值写入报头4字节的reserved域。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报头修正域为：
在two-step同步中，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
Req的该域值为0，
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该域值分别为同
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中间节点的转发时延以及链路时延。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从节点收到PTP报文时根据PTP协议完成同步误差补偿，
具体为：
从节点根据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发送和接受时间、
以及与二者
ID一致的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correctionField域值计
算链路平均时延meanPathDelay和时间偏移shift：
m e a n Pa t h De la y ＝ [ (t 2 – t 3) + (t 4 – t1) – c o r r e c t i o n F i e ld of F o l l o w _ U p–
correctionField of Delay_Resp]/2 (9)
shift＝t2-t1-meanPathDelay-correctionField of Follow_Up (10)
完成时间同步误差补偿；
其中，
t1为主时钟记录发送同步报文Sync的时间，
t2为从时钟记录收到同步报文Sync
的时间，
t3为从时钟记录发送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
t4为主时钟记录收到延时请
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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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线网络通信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
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多跳无线回程网络(Multi-hop Wireless Backhaul Networks，
MWBNs)旨在提供
高速、长距离、
非视距以及低成本的无线接入服务，
弥补了有线回程网络存在布线困难、
成
本高、
网络覆盖面积受限以及拓扑结构灵活性差等问题的不足。
由于工厂环境恶劣、
布线困
难，
同时为了提高工厂生产效率，
数字油田、智能电网广域互联、工业机器人协同操作等新
型工业应用迫切需要构建管控一体化的无线回程网络，
完成区域覆盖，
实现测量与控制以
及音视频等信息的混合传输。对于工业应用的新要求，
MWBNs具有明显的优势。
[0003] 然而设备的控制信息对MWBNs的QoS往往有着严格的需求，
如控制信号的可靠性要
求100％，
时延和抖动要求为ms级，
即MWBNs需要满足控制信息传输的高实时和高可靠等要
求。时间同步技术作为MWBNs的一个关键技术，
在解决信息融合与协同处理、
保证信息传输
的实时性和可靠性等问题上至关重要。然而节点的本地时间是通过对内部晶振的输出脉冲
计数来完成，
节点间需要交换时间信息来实现同步。
因此，
受内部晶振差异以及工厂环境下
网络通信链路干扰的影响，
节点间的时间很难实现精确同步。
[0004] IEEE 1588 v2(Precision Time Protocol，
PTP)协议基于现有的网络通信协议，
解决了工业有线以太网时间同步的问题，
目前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50ns。但PTP协议实现高
精度时间同步的关键是基于硬件时间戳和对称链路。所谓硬件时间戳，
即在近物理层获取
网络报文的收发时间戳。
同时，
为了进一步抵消链路非对称性的影响，
PTP协议建立透传时
钟的概念，
有效保障了上下行通信链路的对称性，
进而提高时间同步的精度。然而当前的
Wi-Fi芯片多为单芯片结构，
即Wi-Fi节点时间戳的选取只能在MAC层以上实现，
MAC层排队、
PHY层传输等转发时延误差以及时间戳的选取机制会严重影响链路的非对称性。现有方法
多采用统计学原理进行链路时延补偿，
增加了网络中的报文，
同时实时性差。而且，
实验发
现将PTP协议直接应用到无线网络中的同步精度可达ms级。
同时，
开源的Wi-Fi芯片在目前
的市场上无法获得，
而基于FPGA设计Wi-Fi的MAC层所带来的开发成本太大，
所以设计基于
PTP协议的无线网络节点是不可取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
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在当前的PTP以太网设备的基础上，
实现PTP设备的无线通信链路的时延补偿，
进而实现高精度的时间同步。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
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将工业现场的节点搭建成层次化的多跳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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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把根节点作为主节点，
叶子节点作为从节点，
主从节点之间采用PTP协议进行时间
同步，
同步方式为two-step；
[0009]
用于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数据转发的中间节点i在转发报文时，
记录有关PTP报文
的时间信息，
并基于线性回归技术计算额外的时间信息；
[0010] 中间节点i在发送跟随报文Follow_Up、
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以及同步报
文Sync时利用修改后的报头捎带额外的时间信息；
[0011] 从节点收到PTP报文时根据PTP协议完成同步误差补偿。
[0012] 所述two-step同步方式是指：
利用跟随报文Follow_Up传输同步报文Sync的时间
信息，
利用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传输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信息。
[0013] 所述有关PTP报文的时间信息包括：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中
间节点i的到达时间Ts_arrived i 与Td_arrived i ，
离开时间Ts_lefti 与Td_lefti以及报文
ID；
从与同步报文Sync的ID一致的跟随报文Follow_Up中获取同步报文Sync离开节点i-1的
时间Ts_lefti-1 ；
从与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ID一致的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中
获取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到达节点i-1的时间Td_arrivedi-1 ；
从同步报文Sync中获取的
节点i-1时间修正值βi-1。
[0014] 所述额外的时间信息包括：
本地时间修正值βi 、本地转发时间以及同步报文Sync
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
[0015] 所述基于线性回归技术计算额外的时间信息，
具体为：
[0016] 中间节点i存储最新的N组时间信息(Ts_arrivedi ，
Ts_arrivedi-Ts_lefti-1)，
其中
(Ts_arrivedi ,k ，
Ts_arrivedi ,k-Ts_lefti-1 ,k)为第k组信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
中
间节点i得到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相对于到达时间Ts_arrivedi的斜率：
[0017]
[0018]

其中，
则节点i的时间修正值为：

[0019]
[0020]

βi＝(1-αi-1 ,i)βi-1 (4)
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为：

[0021]

[0022]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本地转发时间为：
[0023] T_dwelli＝(T_lefti-T_arrivedi)βi (6)
[0024] 其中，
对于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而言，
T_arrived i为Td_arrived i ，
T_lefti为
Td_lefti ；
对于同步报文Sync而言，
T_arrivedi为Ts_arrivedi ，
T_lefti为Ts_lefti。
同步报
文Sync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0025] linkDelayi-1 ,i＝(Ts_arrivedi-Ts_lefti-1-offseti-1 ,i)βi (7)
[0026] 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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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Delayi ,i-1＝(Td_arrivedi-1-Td_lefti+offseti-1 ,i)βi (8)
[0028] 所述修改后的报头格式为：
将报头4字节reserved域用来传输增加的时间信息的
PTP通用报头格式。
[0029] 所述捎带额外的时间信息，
具体为：
[0030] 中间节点i在发送跟随报文Follow_Up、
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时，
将与二
者ID一致的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转发时间以及链路时延分别加到各自
报头修正域correctionField中；
将与二者ID一致的同步报文Sync离开时间Ts_lefti 和延
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到达时间Td_arrivedi分别写入各自报头4字节的reserved域；
[0031] 中间节点i在发送同步报文Sync时，
将本地时间修正值写入报头4字节的reserved
域。
[0032] 所述报头修正域为：
在two-step同步中，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
的该域值为0，
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该域值分别为同步报
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中间节点的转发时延以及链路时延。
[0033] 所述从节点收到PTP报文时根据PTP协议完成同步误差补偿，
具体为：
[0034] 从节点根据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发送和接受时间、
以及与
二者ID一致的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correctionField域
值计算链路平均时延meanPathDelay和时间偏移shift：
[0035] meanPathDelay＝[ (t2–t3) + (t4–t1) –correctionField of Follow_Up–
correctionField of Delay_Resp]/2 (9)
[0036] shift＝t2-t1-meanPathDelay-correctionField of Follow_Up (10)
[0037] 完成时间同步误差补偿；
[0038] 其中，
t1为主时钟记录发送同步报文Sync的时间，
t2为从时钟记录收到同步报文
Sync的时间，
t3为从时钟记录发送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
t4为主时钟记录收到延
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
[0039]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充分考
虑现有设备的局限性以及无线链路的非对称性问题，
在不影响现有PTP协议的基础上，
减少
报文开销，
实现链路时延的实时修正，
完成时间同步误差补偿。
具体表现在：
[0040] 1 .本发明基于现有的PTP协议和设备，
降低了开发成本；
[0041] 2 .本发明利用PTP报文报头修正域correctionField和预留域reserved传输额外
的时间信息，
减少了报文开销；
[0042] 3 .本发明利用中间节点实现PTP报文的转发时间以及链路时延的补偿，
满足了链
路时延修正的实时性以及同步误差补偿的高精度要求，
提高了现有的时间同步精度，
实用
性强。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的工业无线网络示意图；
[0044] 图2为PTP协议下two-step同步原理；
[0045] 图3为PTP协议下中间节点完成链路时延补偿示意图；
[0046] 图4为本发明采用的修改后的PTP报文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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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8] 本发明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现场的节点搭建成层次化的多跳网络结构；
采用PTP
协议下的two-step同步方式；
利用中间节点完成PTP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
Req的转发时间以及链路时延检测与补偿，
实现时间同步误差补偿。
[0049] 如图1所示，
本发明搭建的层次化多跳无线网络结构。将网络中的根节点作为时间
源，
即主节点；
叶子节点作为从节点，
通过多跳的方式实现与主节点的通信，
并作为接入节
点负责接入网的信息融合。而中间节点作为转发节点实现上下行链路数据包的转发，
并完
成报文转发时延以及链路时延补偿。
[0050] 如图2所示，
为所述的PTP协议下的two-step同步原理。主时钟周期性发送包含发
送时间t1的同步报文Sync；
从时钟记录收到同步报文Sync的时间t2，
然后发送延时请求报
文Delay_Req，
并记录发送时间t3；
主时钟记录收到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时间t4，
并发
送包含t4的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给从时钟。从时钟根据获得的4个时间值t1、t2、
t3、
t4来计算其与主时钟之间的链路平均时延meanPathDelay和时间偏移：
[0051] meanPathDelay＝[(t2-t1)+(t4-t3)]/2 (1)
[0052] shift＝[(t2-t1)-(t4-t3)]/2 (2)
[0053] 显然，
meanPathDelay的计算是建立在上下行链路对称的基础上，
即只有上下行链
路对称的条件成立，
根据式(1)计算得到的链路时延才是精确的链路时延。但在实际的网络
环境中，
尤其是在多跳无线网络环境中，
该条件并不满足，
即由(1)和(2)得到的主从节点链
路时延和时间偏移存在较大误差，
造成时间同步精度严重下降 ，
因此需要对时间同步误差
进行实时补偿。
[0054] 网络节点的时间都是通过对本地晶振输出脉冲计数获得，
然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节点时钟晶振的频率是稳定的。
同时，
节点时间T和绝对时间t之间是线性关系，
即T＝α·t+
β。
所以，
节点间的时间偏移与时间也成线性关系。
[0055] 所述基于PTP协议的多跳无线回程网络时间同步误差补偿方法，
通过以下描述的
方法实现，
如图3所示。
[0056]
(1)中间节点i记录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到达时间Ts_
arrivedi与Td_arrivedi ，
离开时间Ts_lefti与Td_lefti以及报文ID；
[0057]
(2)中间节点i根据同步报文Sync在节点i-1的发送时间Ts_lefti-1 和本地到达时
间Ts_arrivedi ，
存储最新的N组时间信息(Ts_arrivedi ，
Ts_arrivedi-Ts_lefti-1)，
其中第k
组信息为(Ts_arrived i ,k ，
Ts_arrived i ,k-Ts_lefti-1 ,k) ，
并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技
术，
得到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相对于到达时间Ts_arrivedi的斜率：
[0058]
[0059]

其中，
则节点i的时间修正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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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i＝(1-αi-1 ,i)βi-1 (4)
节点i和i-1之间的时间偏移为：

[0062]

[0063]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本地转发时间为：
[0064] T_dwelli＝(T_lefti-T_arrivedi)βi . (6)
[0065] 其中，
对于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而言，
T_arrived i为Td_arrived i ，
T_lefti为
Td_lefti ；
对于同步报文Sync而言，
T_arrivedi为Ts_arrivedi ，
T_lefti为Ts_lefti。
同步报
文Sync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0066] linkDelayi-1 ,i＝(Ts_arrivedi-Ts_lefti-1-offseti-1 ,i)βi (7)
[0067] 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节点i和i-1之间传输的链路时延为：
[0068] linkDelayi ,i-1＝(Td_arrivedi-1-Td_lefti+offseti-1 ,i)βi (8)
[0069]
(3)中间节点i在收到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时，
将
与二者ID一致的报文转发时间以及链路时延加入到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
文Delay_Resp的报头修正域correctionField中；
在发送跟随报文Follow_Up、延时请求响
应报文Delay_Resp以及同步报文Sync时采用修改后的报头分别捎带与报文ID一致的同步
报文Sync发送时间Ts_lefti、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到达时间Td_arrivedi以及时间修正
值βi ；
[0070]
(4)从节点根据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发送和接受时间、
以及
与二者ID一致的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correctionField
域值计算链路平均时延meanPathDelay和时间偏移shift：
[0071] meanPathDelay＝[ (t2–t3) + (t4–t1) –correctionField of Follow_Up–
correctionField of Delay_Resp]/2 (9)
[0072] shift＝t2-t1-meanPathDelay-correctionField of Follow_Up (10)
完成时间同步误差补偿。
[0073] 如图4所示，
所述报文修正域是指PTP报文的报头correctionField域，
在two-step
时钟中，
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的该域值为0，
跟随报文Follow_Up和延时
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的该域值分别为同步报文Sync和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在中间
节点的转发时延和链路时延。所述利用修改后的报头传输增加的时间信息，
即采用跟随报
文Follow_Up、
延时请求响应报文Delay_Resp以及同步报文Sync的报头4字节reserved域传
递与报文ID一致的同步报文Sync发送时间Ts_lefti、
延时请求报文Delay_Req到达时间Td_
arrivedi以及时间修正值βi等增加的时间信息。
同时，
通过检查messageType域检测报文类
型，
Sync、
Delay_Req、
Follow_Up、
Delay_Resp等报文的该域值分别为0、
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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