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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时间敏感网络（TSN）技术与 5G 网络系统的融合部署将成为 5G 网络向确定化演进

的重要方向。从 TSN 技术现状入手，分析了 TSN 与 5G 网络系统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重点

提出了 TSN 与 5G 网络系统融合部署的演进路径和 3 种融合部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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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tegration and deployment of time sensitive network (TSN) 

technology and 5G network system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terministic 

evolution of 5G network. The technical status of TS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SN and 5G network system are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ath and three integration deployment forms of TSN and 5G network system are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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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将开启一个全连接的新时代，将

通信的作用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扩展到各行各业、万事万物之间的相

互连接，以非常好的业务体验、效率

和性能使能垂直行业，以用户为中心

构建全方位信息生态系统，为运营商

和产业合作伙伴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形成行业数字化新格局。与此同时，

垂直行业多种多样的业务需求场景要

求 5G 网络具备差异化的网络定制能

力，并可实现业务数据的确定性传输。

这种确定化的业务保障能力涵盖时延、

时延抖动和丢包率等关键服务质量

（QoS）指标。5G 网络通常借助移动

边缘计算、网络切片和时间敏感网络

（TSN）等多种关键技术，为业务承

载提供确定化的传输保障能力。 

相关 TSN 技术基础协议的制定和

应用推进主要由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

会（IEEE）802.1 TSN 工作组负责。因

具备高精度时间同步、个性化精准流

量调度、智能化网络管理机制等特性，

TSN 可以广泛应用于存在互联互通、

确定性高质量传输、全业务承载需求

的业务数据传送场景。近年来，TSN

技术在音视频传输、工业、移动承载、

车载网络等各个应用场景受到产业界

更为广泛的关注，众多机构和组织纷

纷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1 TSN 技术现状

1.1 TSN 发展背景

关 于 TSN 技 术 的 研 究 最 早 起 源

于 2006 年。IEEE 802.1 工作组在这一

年成立音视频桥接（AVB）任务组。

AVB 技术成功实现了数据在音视频

网络中的确定时序和低时延传输，并

通过对流量的整形调度解决了音视频

流量的实时同步确定性传输问题。随

后，该项技术在网络带宽保证及有界

传输时延方面的潜在能力被工业领域

所关注。2012 年，AVB 任务组更名为

IEEE 802.1 TSN 任务组，并对时间确

定性以太网的应用需求和适用范围进

行了扩展，以覆盖音视频以外的更多

领域，如汽车、工业制造、运输、过

程控制、航空航天以及移动通信网络

等。IEEE 802.1 TSN 任 务 组 聚 焦 TSN

技术在各类通信场景下的基础共性技

术及标准的研究，已经推出以 IEEE 

802.1AS 为基础的时间同步协议、以

IEEE 802.1Q 系列协议为代表的流量调

度及网络管理相关协议。目前这些协

议已经基本成熟。

IEEE 802.1 工作组致力于 TSN 的

标准化工作。TSN 是当前实现确定性

网络的技术方向。 IEEE 802.1AS 时钟

同 步、IEEE 802.1Qcc 流 预 留、IEEE 

802.1Qch 循环排队等技术可保障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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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链路层的确定性时延 [1-5]。

1.2 TSN 研究现状

随 着 TSN 技 术 受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关注，各类通信标准和行业机构针对

TSN 相关技术在垂直行业的部署应用

均展开了研究。相关的标准制定组织

有 IEEE、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通

用公共无线接口（CPRI）联盟、中国

通 信 标 准 化 协 会（CCSA） 等。 参 与

TSN 研究和推广的机构及产业联盟有

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美

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德国工业 4.0

实验室网络（LNI4.0），以及国际联

盟组织音视频网络联盟（AVNU）、用

于过程控制的对象连接与嵌入（OPC）

基金会 、OpenStack 基金会等 [6-7]。

（1）工业网络

新型工业网络不仅对带宽有很高

的要求，还必须同时保证控制数据的

周期性可靠传输。例如，每隔 100 μs

设备与控制器之间就要进行数据交互，

在这期间不允许有其他数据对这种周

期性数据造成阻塞，也不允许有时快

时慢的延时响应。TSN 能够符合工业

网络中这种“确定时延、不被中断、

可靠传输”的要求。同时 IEEE 又制

定了相应的标准，使得 TSN 更具中立

性。2017 年，IEC 和 IEEE 联合成立了

P60802 工作组，旨在定义 TSN 应用于

工业自动化网络的方案类标准。这一

举动得到了很多厂商的支持，如贝加

莱、西门子、施耐德、罗克韦尔、三

菱、思科、霍斯曼、MOXA 等。随后，

这些主流自动化厂商开始陆续推出基

于 TSN 技术的工业以太网产品。由此

可见，TSN 成为工业通信领域厂商的

共同选择已经是大势所趋。

随着工业企业的信息化转型，生

产系统之间的信息互通逐渐成为普遍

需求。工业领域存在诸多私有协议，

要把不同厂商间各个终端节点的数据

打通。这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是统一的网络架构和链路协议，

另一个是各厂商终端或系统间的数据

交互接口。目前业内倾向于利用 OPC 

UA over TSN 的网络架构来实现这种

互联需求，即由 TSN 提供统一的链路

层实时传输，同时由 OPC UA 提供统

一的信息交互架构。OPC 基金会下的

Shaper 工作组正致力于推动此项融合

技术的落地。ABB、思科、倍福、华

为等厂商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

（2）车载以太网络

在传统的车载网络中，各类总线

的应用范围有着比较明确的区分，各

设备和应用对带宽的要求也相对较低，

如表 1 所示。

面向媒体的系统传输（MOST）总

线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在引入

多媒体信息娱乐系统（MIS）和基于高

清摄像头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后大量

视音频数据的传输对网络带宽和时延

的新需求。然而，随着自动驾驶技术

的发展，辅助驾驶系统（ADAS）将大

量精密的传感器融入系统之中，对车

载网络大带宽、低时延、确定性的需

求日益迫切。同时人机交互越来越多

样化，智能化数据与电气参数之间的

联动也需要一个统一融合的网络 [8-10]。

TSN 基 于 标 准 以 太 网 技 术， 能

够在二层网络提供高带宽、高可靠、

确定性的流量承载和数据传输服务，

符合车载网络的发展需求。因此，在

TSN 的支持下，基于以太网发展下一

代车载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目前，IEEE 802.1 TSN 任务组已经启

动 P802.1DG 项 目， 以 进 行 TSN 技 术

在车辆信息娱乐系统、驾驶辅助系统

的应用研究。2016 年起，芯片厂商恩

智浦、英伟达、博通陆续研发 TSN 相

关芯片，并与知名车企联合，进行了

一系列基于 TSN 技术的车载网络应用

测试及验证工作。2017 年初，行业组

织 AVnu 联盟发布了《车载以太网及

AVB 技术应用》白皮书，推动了 TSN

技术在车载音视频领域的应用。

（3）移动前传网络

4G 网络采用了集中化无线接入网

（C-RAN）架构，即分布式的射频拉

远单元（RRU）共享集中部署的基带

单元（BBU）的方式，以便解决重负

载和轻负载基站之间 BBU 的利用均衡

的问题。BBU 和 RRH 之间连接的网

络称为前传网络。CPRI 标准是前传网

络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规范。5G 网

络的带宽消耗大概是 4G 的 1 000 倍，

使得移动承载网络面临更大的传输压

力。由于其实现机制的原因，CPRI 接

口只有利用造价高昂的光设备才能满

足相应的性能要求，且维护难度大，

不能很好地满足 5G 时代前传网络的

承载要求。

由爱立信、华为、NEC 和诺基亚

共同在 CPRI 的基础上设计的增强型

CPRI（eCPRI） 更 加 适 应 5G 网 络。

相 比 于 CPRI，eCPRI 具 有 高 带 宽、

高扩展性、低设备成本等优势，并且

可以支持基于以太网的承载方式，为

与 TSN 技 术 进 行 集 成 提 供 了 基 础。

2018 年 11 月，IEEE 和 IEEE 标 准 协

表 1  车载网络主要总线一览表

类别 总线 通信速度 /（bit·s-1） 应用场景

A 类 LIN 104 ～ 1.25×105 车身（大灯、灯光、门锁、电动座椅等）

B 类 CAN 1.25×105 ～ 106 状态信息（汽车空调、电子指示、故障诊断等）

C 类 FlexRay 106 ～ 107 实时控制（引擎控制、ABS、悬挂控制、线控转向等）

D 类 MOST/1394 107 以上 汽车导航系统、多媒体娱乐系统等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
LIN：局域互联网络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
MOST：面向媒体的系统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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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IEEE-SA）发布了针对前传时效

性网络的 IEEE 802.1CM-2018 标准。

新标准解决了使用以太网将蜂窝无线

电设备连接到远程控制器的问题，有

望在 5G 小型蜂窝网络以及未来基于云

的无线接入网络的技术设计中发挥重

要作用。

（4）运营商网络

2015 年国际标准组织 IETF 成立

了确定性网络（DetNet）工作组，与

负责第 2 层操作的 IEEE 802.1 TSN 工

作组合作，为第 2 层和第 3 层定义通

用架构，致力于在第 2 层桥接段和第 3

层路由段上建立确定性数据传输路径。

这些路径可以提供延迟、丢包和数据

包延迟变化（抖动）以及高可靠性的

界限。可以说，DetNet 是广义的 TSN

技 术。 目 前 IETF DetNet 工 作 组 已 经

完成整体架构、数据平面说明、数据

流信息模型等的成果交付，为 TSN 技

术应用于以互联网协议（IP）或多协

议标签交换（MPLS）技术为基础的运

营商广域网奠定了基础。同时，IEEE 

802.1 TSN 任 务 组 已 经 启 动 P802.1DF

研究项目，以定义 TSN 技术在运营商

服务网络中的应用场景和技术需求。

（5）信息网络

StarlingX 是 OpenStack 基 金 会 旗

下的一个试点项目，它提供了一个完

整的云堆栈，专门为在边缘部署云而

设计，包括远端或 Lastmile，以及工

厂的内部云、工业物联网、多接入边

缘计算（MEC）和虚拟无线接入网络

（vRAN）等用例。StarlingX 的开源同

时响应 Linux 基金会的 Akraino 项目。

最新发布的 StarlingX 3.0 版本引入了

TSN，开始尝试利用 TSN 技术实现在

云计算、边缘计算等信息领域网络中

数据流量的确定性传输。

（6）5G 网络

第 3 代 合 作 伙 伴 计 划（3GPP）

R16 将 5G 端到端时延目标定为 1 ms。

就现有 5G 超可靠低延迟通信（URLLC）

标准而言，R16 主要用于实现无线终

端与基站之间的传输，其技术思路与

TSN 并不相同。3GPP R16 23.501 已经

将 TSN 技术纳入 5G 标准，用于满足

5G 承载网的高可靠、确定性需求，并

与 URLLC 形成确定性传输的技术接

力。5G URLLC 技术主要关注在可靠性

和时延方面的业务保证，而 TSN 技术

则将在时延抖动以及时间同步方面对

5G 网络进行进一步增强。

3GPP R17 提出 TSN 增强架构。

这种增强具体包括：实现 5G 核心网架

构的增强，使控制面设计支持 TSN 相

关控制面功能；实现 5G 核心网确定性

传输调度机制，而不依赖外部 TSN 网

络；通过用户面功能（UPF）增强实

现终端间的确定性传输；实现可靠性

保障增强和工业以太网协议对接，并

支持多时钟源技术。

2 5G 网络的特点及关键需求

2.1 5G 网络特点

作 为 新 一 代 移 动 通 信 系 统，5G

致力于与垂直行业协同实现万物实

时 全 连 接。 国 际 电 联 无 线 电 通 信 部

门（ITU-R） 定 义 的 增 强 移 动 宽 带

（eMBB）、URLLC 和 海 量 机 器 类 通

信服务（mMTC）三大需求是实现这种

协同的技术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5G 网络架构实现了转

发面与控制面的彻底分离，与网络切

片和边缘计算技术的结合使得面向行

业的可定制化网络构建成为可能。这

不仅可以实现垂直网络服务的快速上

线和差异化服务质量保证，还可以促进

5G 网络向垂直行业应用的开放发展。

另一方面，5G 网络因具有大带宽（0 ～ 

10 Gbit/s）、低时延（1 ～ 100 ms）和

高可靠性（99.9999%）等能力，已经获

得业界广泛认可，并被应用于工业互联

网、智能电网、车联网通信、远程手术

等新的垂直行业场景。

在 5G 标准的演进过程中，3GPP 

R15 阶段致力于满足 eMBB 和 URLLC

敏 感 应 用 需 求。 在 这 一 阶 段，3GPP 

5G 相关标准可用于制造专业 5G 设备

和建设独立全新的网络。5G 网络系统

可满足超高视频、虚拟现实（VR）直

播等对移动宽带的要求。虽然 3GPP 

R15标准已经进一步减少了传输延迟，

并且提高了稳定性，但是这些性能并

不能满足一些对时延要求严格的应用

需求。

3GPP 于 2018 年 6 月 发 布 的 5G

独立组网（SA）标准明确定义了 5G

大带宽、高可靠、低时延等特性的实

现方式，使 5G 网络系统具备了在工业

互联网、车联网、医疗等垂直行业应

用的核心属性。3GPP 正在制定的 R16

版本正式确定 15 个研究方向，明确将

进一步研究 URLLC 来满足诸如工业制

造、电力控制等工业物联网场景需求，

以及基于 5G 新空口的车用无线通信技

术（V2X）场景需求。在 3GPP R16 的

网络架构文稿 23.501 定义的 5G 关键

应用场景中，工业物联网和车联网对

于业务的端到端时延要求最为严格，

如表 2 所示。

表 2  工业物联网和车联网对业务的端到端时延要求

主场景 子场景 端到端时延要求 /ms 3GPP 文件

工业物联网

离散制造业 10 TS 22.261 [2]

智慧物流 30 TS 22.261 [2]

高压配电 5

车联网
高级驾驶、协同换道 10

TS 22.186 [111]
远程驾驶 5

3GPP：第 3 代合作伙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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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SN 与 5G 融合部署需求

在以工业为代表的垂直行业业务

中，安全可靠、确定性地传输数据是

通信技术的关键要求之一。工业互联

网、车联网等应用对 5G 网络架构设计

及技术选型提出了三大挑战。

（1）端到端极致确定性业务体验

在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场景下的

应用系统中，典型的闭环控制过程周

期可能低至毫秒级别。这种应用系统

不仅对可靠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还对

业务数据传输有着十分严格的确定性

要求。实现整个 5G 网络系统中包括新

空口（NR）RAN 核心网在内的各个环

节的性能优化和系统整体处理效率的

提升，才可能实现端到端的极致高可

靠低时延业务应用。TSN 技术在现有

以太网 QoS 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片

调度、抢占、流监控及过滤等一系列

流量调度特性，能够根据业务流量的

特点配合使用相关特性，可以确保流

量的高质量确定性传输。将 TSN 技术

与 5G 网络的传输进行融合，可以更为

有效地保证 5G 网络的端到端的高可靠

低时延传输。

未来信息系统与生产设备之间的

数据交互量将呈指数级增长。尤其是

在部署了云平台和边缘计算节点的情

况下，工业信息网络还将抵挡算力网

络的流量冲击，对网络负载有较高要

求。这就要求新一代工业网络能够实

现大负载和确定性的高质量传送。

（2）异构系统的精密协作

5G 网络系统将以业务为中心全方

位构建信息生态系统，实现设备之间

的全面连接和精密协作。以智能工厂

为例，生产设备、移动机器人、自动

导引车（AGV）等智能系统内部均存

在异构网络连接，并且各个系统可能

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入到 5G 网络中。

要实现这些设备系统之间的密切协同

和无碰撞作业，就需要业务系统彼此

之间能够做到互联互通。

TSN+OPC UA 的组合被认为是解

决异构系统互联互通问题的最佳组合，

它可以同时实现网络的互联和数据层

面的互通。TSN 技术基于标准以太网

协议解决数据报文在数据链路层中的

确定性传输问题；OPC UA 则提供一套

通用的数据解析机制，以用于业务系

统端设备，解决数据交换和系统互操

作的复杂性问题。

（3）全业务承载差异化的传输质

量保证

5G 网络全面使能垂直行业新业务

模式。以智能工厂为例，工业增强现

实可以通过音视频实现生产环境远程

感知，以及在线生产指导。远程控制

可以用于实现远程人机交互。在恶劣

环境下使用机器人有助于实现安全生

产。此外，大量的设备维护、原材料

及产品数据信息都需要通过传感器、

射频识别（RFID）、智能终端等方式

上传到云端。上述业务涉及的音视频、

控制信号、物联网数据的传输会采用

不同的传输机制和质量标准。虽然分

片技术可以用来实现不同业务之间的

差异化业务，但是目前的分片技术仅

可以在空口和核心网实现，对于承载

网则没有特定的技术方案。TSN 基于

软件定义网络（SDN）架构实现网络

资源的集中管理和按需调度，同时配

合精确时间同步、流量调度等功能，

可为不同类型的业务流量提供智能化、

差异化的承载服务。将 TSN 技术与 5G

承载网融合部署，或许可以为 5G 端到

端分片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3 TSN 与 5G 融合部署演进
从 3GPP R16 相关标准中可以看

出，端到端确定性传输是 5G 网络能够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对网络传输

有极致要求的垂直领域落地应用的关

键。5G 的确定性网络应该是一个端到

端的概念，它涉及业务系统网络、无

线空口、承载网、核心网等多段网络。

结合目前产业界需求及相关研究成果

分析，我们认为 TSN 与 5G 的融合部

署大体可以分为拼接式融合、5G 承载

网融合和深度融合 3 个阶段。

3.1 拼接式融合

2018 年 6 月 3GPP 发 布 的 5G SA

标准定义了 5G 大带宽、高可靠、低时

延等特性的具体实现方式，进一步降

低了业务传输时延，提高了系统稳定

性。在此基础上，5G 网络系统与 TSN

技术融合并提供网络服务的关键在于

5G 网络与 TSN 网络的互通，即把原有

已经具备 TSN 特性的业务系统（如工

业控制网络、车载网络等）与 5G 系统

进行拼接，协同流量调度，通过分段

实现业务传输的确定性来提升端到端

业务传送质量，如图 1 所示。

在此类方案中，整个业务系统被

看成一个用户设备（UE），TSN 中的

流量分类要与 5G 网络系统的业务类型

建立映射关系，同时 TSN 对于流量配

置的相关标记需要被保留。流量在经

过 5G 网络系统的远程传输后剥离 5G

封装，并且在进入到协同业务系统后，

仍然按照 TSN 流量调度类型进行确定

性传输。该方案的关键在于 TSN 网络

与 5G 网络的边缘应部署对应网关。按

照部署位置的不同，这种网关有两种：

部署于 TSN 网络与蜂窝无线网络之间

的 UE 侧网关和部署于 TSN 与 5G 核心

网之间的核心网侧网关。TSN 与 5G 融

合部署网关在业务系统网络侧的接口

需要具备 TSN 的相关特性，并兼具将

业务系统数据及包含 TSN 特性的以太

包头封装进 5G 传输包头中的功能。在

封装过程中，网关还要将相关的业务

流量标识映射到 5G 网络传输结构中。

此外，UE 侧网关还需要具备有线网络

向无线蜂窝网络转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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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承载网融合

除了 5G 网络系统 NR 标准及新的

核心网架构以外，承载网络的重构也

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5G 网络系统中

承载网络通常采用有线网络进行流量

承载。在分布式网元（DU）和集中式

网元（CU）合设的情况下，承载网络

通常可以分为前传和回传两部分，如

图 2 所示。

自 3G 开始移动回传网络通常采

用包转发技术进行基站到核心网之间

的流量承载，例如无线接入网 IP 化

（IPRAN）、分组传送网（PTN），并

借助 MPLS 转发技术实现业务流量的

转发、调度和保护倒换。目前基本承

载技术已相对稳定成熟。5G 时代的回

传网络一方面结合 SDN 和网络功能虚

拟化（NFV）技术将驱动回传网络的

智能化演进，另一方面天然具备利用

确定性网络技术（MPLS Over TSN）实

现回传网络低时延、低抖动业务传输

的能力 [11-13]。

在 4G 时代，射频单元与基带单

元分离的基站架构催生了前传网络的

概念。CPRI 可作为前传网络主流接

口。射频单元与基带单元的无线电单

元通过光纤进行直连，只需要将信号

调制到有线物理载波上即可完成传输。

为更好地满足 5G 网络大带宽、高可

靠、低时延传输要求，爱立信、华为、

NEC 和诺基亚在 CPRI 的基础上创建

了更加适应 5G 网络的 eCPRI。eCPRI

接口用户面数据基于以太网进行传送。

以太网具有带宽大、扩展性高、设备

成本低等优势，可以更好地与光传送

网相匹配。可以说以 eCPRI 为接口的

5G 前传网络已经具备了与 TSN 融合部

署的技术前提。事实上，IEEE 为此成

立了两个相关项目组：IEEE 1914 下一

代前传接口工作组和 IEEE 802.1CM 前

传 TSN 工作组。

值得注意的是，当 CU 与 DU 分离

部署真正实现后，前传的传输距离可

能缩短，DU 与 CU 之间的中传网络将

很可能采用包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因此，TSN 与 5G 中传网络的结合也将

是融合部署的一个关键点 [14-16]。

TSN 与 5G 承载网的融合，不仅存

在利用 TSN 技术驱动承载网实现确定

性传输的需求，还具备从回传到前传再

到中传部署TSN技术的基本技术前提。

TSN 与 5G 承载网融合部署的实现，将

推进确定性传输方案从业务系统 TSN

网络与 5G URLLC 的拼接模式向 5G 网

络系统内部承载网融合方向演进。

3.3 深度融合

在 TSN 与 5G 深度融合阶段中，

整个 5G 网络系统将升级为具备 TSN

特 性 的 桥 接 系 统， 以 承 载 业 务 系 统

流 量 的 远 程 确 定 性 传 送。3GPP R16 

23.501 已经明确提出相关技术思路，

如图 3 所示。

在深度融合的架构下，相对于业

务系统 5G 网络被视为黑盒 TSN 交换

机，支持 TSN 集中式架构和时间同步

机制，并通过定义新的 QoS 模型（流

方向、周期、突发到达时间）来实现

精准的流量调度，同时实现 5G 系统中

UE 到 UPF 之间多种确定性业务流量

的共网高质量传输。其中涉及的主要

关键技术有 4 个方面。

AAU：动态天线单元
CU：集中式网元

DU：分布式网元
TSN：时间敏感网络

▲图 1  TSN 与 5G 网络系统拼接部署示意

▲图 2  TSN 与 5G 承载网络融合部署

AAU：动态天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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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N 技术与空口传输的融合：

在 URLLC 通信服务基础上增加时间同

步、时延和时延抖动的有界性定义，

将 TSN 技术思路应用于无线空口。

（2）设备侧 TSN 转换器（DS-TT）：

在 UE 侧部署 DS-TT 对相关端口、协

议数据单元和 QoS 机制进行 UE 与业务

系统之间的映射，并支持 TSN 相关流

量调度。

（3） 网 络 侧 TSN 转 换 器（NW-

TT）： NW-TT 对相关端口、协议数

据单元和 QoS 机制进行核心网与业务

系统之间的映射，并支持 TSN 相关流

量调度。

（4）TSN 应用功能（AF-TSN）：

支持在同一 UPF 下的 UE 与 UE 之间

确定性通信的能力开放。

在深度融合阶段，TSN 技术思路

被进一步应用到 5G 网络系统中。除了

承载网以外，用户面的空口和核心网

融入了 TSN 的流量调度特性，同时控

制面还结合了 TSN 的网络架构。

4 结束语
在 5G 进入规模化部署以后，以

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为代表的垂直行

业对网络系统的确定性提出了更为严

格要求。本文从 TSN 发展现状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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