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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过程建模与仿真
王忠锋，于海斌，王宏，徐皑冬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沈阳１１００１６）

摘要：简要介绍了一种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原理，为验证其正确性，在ＯＰＮＥＴ仿真平台下建立了其通信过程的进程模型、
节点模型和网络模型．在ＯＰＮＲＥＴ仿真平台下进行了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了该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原理的正确性；分析
了不同网络规模、不同网络负载对网络利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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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Ｓ－

ＭＡ／ＣＤ）介质访问控制（Ｍｅｄｉ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ＡＣ）

协议是适用的。但对于实时数据的传输，工业以太网
长期以来，由于现场总线争论不休，互通与互操作
问题很难解决［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太网＋

需解决实时通信问题，才能满足工业控制系统的实时

ＴＣＰ／删Ｉ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商业、办公、家庭等

性要求［４］。

领域，其技术成熟度和造价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具有了

ＯＰＮＥＴ仿真平台下对其通信过程进行建模与仿真。

本文介绍了一种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原理，并在

应用于自动控制领域的可能。将以太网＋ＴＣＰ／ＵＤＰ／
ＩＰ技术与现场总线技术相结合，并对其进行改进，由

２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原理

此产生了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的最初目的是用以太网连接现场控制

基于竞争的以太网通信协议ＣＳＭＡ／ＣＤ在本质上

网络和管理层的信息网络［２］。根据ＩＥＣ ＳＣ６５Ｃ的定

是非实时的，具有通信不确定性，成为将以太网用于工

义，工业以太网是用于工业自动化环境，符合

业自动化控制网络的主要障碍［５］。因此需要在以太网

ＩＥＥＥ８０２．３规范，按照ＩＥＥＥＳ０２．１Ｄ介质访问控制网

的数据链路层之上对数据的传输进行控制，以使以太

桥规范和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Ｑ局域网虚拟网桥规范，对其没

网技术能够满足工业控制系统实时性需求。

有进行任何实时扩展的以太网［３］。对于非实时数据的

２．１实时通信模型

传输，以太网所采用的载波监听／冲突检测（Ｃａｒｒｉｅｒ

在基于工业以太网的控制系统中，不同现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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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任务通过网络传递信息达成交互。为满足实时

而非周期性任务所产生的非周期信息，由传输层和网

任务对时间的要求，信息的传递必须在一定的通信时

络层处理后，经由实时通信实体按照动态生成的非周

延内完成。因此，任务的实时性要求可以映射为任务

期通信调度表发送到网络上。实时通信实体的通信机

间实时数据交互的通信时延是否满足系统的实时性需

制能够确保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现场设备向网络上

求。而实时任务即用户层的功能块应用进程，属于周

发送数据。

期性任务。为满足控制系统的实时性要求，针对工业

２．２实时通信机制

控制系统的特点，在工业以太网通信模型的应用层和

针对工业控制系统中周期性任务所产生的实时数

数据链路层之间建立实时通道，直接对来自应用层的

据具有固定时间间隔的特点，实时通信实体按照设定

实时数据进行封装。在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之间增加

的周期性通信时间调度表发送周期性信息，同时动态

实时通信实体，对设备发送的信息进行调度，从而避免

生成非周期通信调度表，对网络所有节点非周期信息

不同设备在网络上发送信息时所导致的冲突，解决以

的发送进行调度，从而避免通信冲突。该实时通信机

太网所固有的通信不确定性问题。工业以太网实时通

制所涉及的通信过程详见文献Ｅ６］。

信模型如图１所示。
ｌ周基性任务

３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过程的仿真建模

非周基性任务

ＹＣＰ厂【Ⅱ）Ｐ

本文基于ＯＰＮＥＴ仿真平台对工业以太网实时通

ｌ时实通道

信过程进行建模，在此基础上通过仿真实验对其进行

ＩＰＩＣＭＰＡＲＰ

验证和性能分析。

实时通信实体

３．１实时通信过程进程模型
ＯＰＮＥＴ中的Ｍｏｄｅｌｅｒ提供了三层建模机制：最底

ＩＥＥＥ８０２ ３ＤＬＬ ａｎｄＰＨＬ

层为进程（Ｐｒｏｃｅｓｓ）模型，采用基于事件触发的有限状

图１实时通信模型

态机对协议中的不同部分进行精确描述；中间层为节
由周期性任务所产生的周期性信息，直接通过实

点（Ｎｏｄｅ）模型，节点模型中包括多个模块，分别对应

时通道按照以太网的数据格式进行封装后，经由实时

一个进程模型，以从总体上反映设备特性；最上层为由

通信实体按照配置的周期性通信时间调度表发送到网

多个节点模型构成的网络模型［７］。采用ＯＰＮＥＴ仿真

络上，因此减少了ＴＣＰ／删ＩＰ通信栈的处理时间。

平台建立的实时通信过程进程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实时通信过程进程模型

在图２中，斜箭头所指的状态表示非强制（Ｕｎ－

ｆｏｒｃｅｄ）状态，其它状态表示强制状态（Ｆｏｒｃｅ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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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忠锋等１，业以太网宴时通信过程建模与仿真

非强制状态表示转移到浚状态后．执行完人口代蚂后

线将冲突信息传递给以太同ＭＡＣ模块；另外．总线接

将掩制权转回仿真核心．等待处理下一十事件；强制状

收器将自身的忙状态传递给延迟模块；总线发送器负

态表示转移到该状态扁．执行完人Ｌ．Ｊ代码和出口代码

责信息的发送，同时将自身的忙状态通过统计线传递

立即无条件转移到其它状态。

给阻太网ＭＡＣ模块；从以走网ＭＡＣ模块流向延迟

３．２基于ＯＰＮＥ＇ｆ的单节点模型

模块的统计线．表示一旦有信息帻等待发送，刚将等

工业以太网的单节点模型直¨图３所示．分为６个

待信包传递给延迟模块；延迟模块对踊络是否宅闲进

模块：周期性信息生成模块（ｇｅｎ ｐｅｒｉｏｄ），非周期信息

行榆测．一旦发现网络空闲，则通过施向以太网ＭＡＣ

牛成模块（ｇ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宴时通信模块ｆ

模块的统计线通知茸可发送信息，否则通知其继续

ｒｅａｌ

ｅｏｍｍｅｎｔｉｔｙ）、ｍ太瑚ＭＡＣ模块ｆｅｔｈｅｍｅｔｍａｃ）、总线

等待＝

接收器模块（ｂｕ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总线发送器横块（ｂｕｓ—

３．３基于ＯＰＮＥＹ的网络模型

ｔｒａｎｓｉｍｉｔ）和延迟模块（ｄｅｆｅｒ）。各模块之间通过数据
流线或统计线相连，箭头袭示敷据流向。

将甲＿节点模型通过总线连接起来，组成工业埘太
网单网段的网络横型。为便于进行分析和比较，分别
建立了异有ｉ（）个节点规模和２０个节点规模的单网段
模刊。限于篇幅，奉支只给出了１ ｃ）十节点规模的网络

””叭＼．／…““４

模型．如图４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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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节点规模的网络模型

根据控制系统中周期性信胄．一般比较短的特点．
将周期性信息、非周期信息声明吼及非周期信息结束
声明的长度设定为以太闸最小帧长度，即６４个字节。
非周期信息的长度设定为２５６个字节＋网络通信速率
没定为１０ Ｍｂｉｔ／ｓ，网络拓扑为总线型结构。

４仿冀结果
囝３单节点模型

周期性信息生成模块按照一一定的周期产生周期

性能指标是对系统进行性能分析与评价的基础。

性信息．通过散据流线将产生的周期性信息传递缭蜜

在仿真中引人ｒ性能指标的统计量，如通信冲突牢，网

时通信模块ｔ非周期信息生成模块在一定的逍问内随

络利用率ｍ及周期挫信息通信时延等。

机生成非局期性信息，通过数据流线传递绐实时通信

表１分别为１０个节点（非周期信息数量的荫机分

模块；实时通信模块接实时通信机制。调度周期性信

布区间为２０）、２０个节点（非周期信息数量的随机分布

息和非周期信息的发送。通过数据流线传递给以太网

区间为分别为３０和４０）情况下的仿真结果。

ＭＡＣ模块；以太网ＭＡＣ模块按擐标准的ＣＳＭＡ／ＣＤ

从表１中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周期性信息的平

机制，透过总线发送器模块向网络发送来自实时通信

均时延与网络规模、网络负载的大小无关。通信冲突

模块的信息，总线接收嚣模块将从网络上接收的信息

率和信息重传次数均为０．表明在仿真垃程中，网络中

通过以太网ＭＡＣ模块传递给宴时通信模块进行处

投有出现冲突现象．从而验迁了本文所提出的实时通

理．同时对网络Ｅ是否发生冲突进行榆测．通过统计

信机制能够避免以太网的通信冲突．证明了该通信机
制的有教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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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网络利用率

表ｌ仿真结果

不同网络规模和网络负载下的网络利用率如图５
所示。

——ＲｅｅｄＣｏｍｍ－２０一Ｎｏｄｅ＿４０＿ｎｐＰ∞ｋｃｔｓ

一—。ＲｅａｌＣｏｍｍ－２０＿Ｎｏｄｅ一３０—ｎｐＰａｃｋｅｔｓ

‘。‘。————ＲｅａｌＣｏｍｍ—１０＿Ｎｏｄｃ＿２０＿ｎｐＰａｃｋｅｔｓ
４０

５性能分析
定义ＲｅａｌＣｏｍｍｊ—ｎｏｄｅ．ｊ—ｎｐｐａｃｋｅｔｓ表示ｉ个节
点、非周期信息数量的随机分布区间为ｊ的网络模型。
５．１通信冲突率
由表１可知，网络规模和网络负载的大小对网络
的通信冲突率没有影响。其原因在于本文所提出的实
时通信机制在周期窗口内，采用分配时间的方式避免

０ｓ

３ｓ

６ｓ

了通信冲突；而在非周期窗口内，采用按照动态生成的

使有权。所有节点根据地址的大小和所要发送非周期

信息的优先级进行排队，从而避免了通信冲突。
５．２周期性信息通信时延

１２ｓ

１５ｓ

１８ｓ

可见，网络利用率随着网络规模和网络负载的增
加而增加，并且会趋于饱和。但考虑到连续周期性信
息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比如在本仿真过程中因
考虑实际系统中时钟同步误差而设置的最小２００

通过表１可知，在不同的网络规模和网络负载条

件下，各节点所统计出的周期性信息通信时延是固定
的，均为５７．６｜｜ｓ。

ｔ

图５网络利用率

非周期通信调度表对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发送的信息进
行调度。在某一时刻，只有一个节点拥有通信信道的

９ｓ

ｐｓ

的时间间隔，以及ＭＡＣ通信机制中定义的帧间隙时

间，因此网络利用率不会达到１００％。随着网络节点
和非周期信息的增加，网络负载随之增加，从而使得网

在仿真中，周期性信息的信息帧长度Ｐｐａｃｋｅｔ固

络利用率增加。

定为６４个字节，在网络通信速率为ｌＯ Ｍｂｉｔ／ｓ的情况
下，每个周期性信息的通信时延为：

６结

论

ｄ：如ｎ（Ｐｐａｃｋｅｔ）＋一蒯畔＋—螂
～’

’。

’’

ｒａｔｅ

式中：ｄ，表示周期性信息通信时延；ｌｅｎ（Ｐｐａｃｋｅｔ）
表示周期性信息的长度；ｒａｔｅ表示以太网通信速率；

ｄ－脚表示周期性信息在实时通信实体队列中的等待
时间；，一表示周期性信息在ＭＡＣ层队列中的等待
时间。
周期性信息生成模块按照周期性通信时间调度表
中设定的时间生成周期性信息，因此一’。细等于０。

由于不存在通信冲突，，一等于０。因此，周期性信息
通信时延理论值为５１．２扯ｓ。统计得出的时延相对于
理论值多了６．４肛ｓ，其原因在于以太网上的每个信息
帧前面都增加了６４位前导码，因此增加了６．４弘ｓ的发
送时间。

为验证实时通信机制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在ＯＰ—
ＮＥＴ仿真平台下，为其通信过程建立了有限状态机模
型，并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仿真实验。通过仿真结

果，如通信冲突率、周期性信息通信时延，证明了实时
通信机制的正确性。通过对比不同网络规模和网络负
载条件的仿真结果，分析了网络负载对网络利用率的
影响。

本文的工作为验证工业以太网实时通信机制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基于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工业以太网标准的控制系统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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