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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成都万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华辰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伟联科技有限公司、中通服和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繁

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大学先进控制中心、北京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贵州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炜、栾燕、张娟娟、吴冬寒、王成云、傅帝、李波、魏振南、程磊、曹俊义、

张静、杨余、李纲强、董迎宾、黄道斌、陈志列、庞观士、王永昌、李海乐、陈俊勇、徐君丽、刘朝儒、

李贝贝、李佳、李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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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关 第 2 部分：面向 PLC 和传感器的工业网关 

测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 PLC和传感器的工业网关关键指标、指标定义和测评方法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面向 PLC和传感器的工业网关的测评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

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T/CAMETA XXX-20XX工业网关 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协议网关 protocol gateway 

提供串口/网口采集智能设备数据，支持通过总线通信协议的方式获取数据，能够把各种不同

的采集协议转换成标准的网络协议后通过不同的传输介质（以太网、WIFI、2G、3G、4G、5G 等）

发送到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装置或系统。 

3.2 

采集网关 acquisition gateway 

提供 IO 接口采集设备数据，支持通过信号转换方式获取数据，把各种不同的 IO 数据进行统

一封装，打包成标准的网络协议后通过不同的传输介质（以太网、WIFI、2G、3G、4G、5G 等）

发送到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装置或系统。 

3.3 

南向协议 southbound protocol 

工业网关与底层 PLC/传感器设备之间的接口协议。 

3.4 

北向协议 northbound protocol 

工业网关与上层业务应用和资源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口协议。 

3.5 

开关量 on-off signal 

也称为逻辑量，包括开入量和开出量，有且只有两个取值：0 和 1、ON 和 OFF。反应的是状

态。 

3.6 

模拟量 analog signal 

时间和数值上都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比如电压，电流，压力，速度、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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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脉冲量 plused signal 

总是在 0 和 1 之间交替变换的数字量，其主要指标为脉冲总数、频率与占空比等信息。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I：模拟量输入（Analog Input） 

AO：模拟量输出（Analog Output）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MD5：信息摘要算法（Message-digest Algorithm） 

IPsec：互联网安全协议（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 

AES：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ECC：错误检查和修正（Error Correcting Code） 

MQT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 

OPCUA：应用于过程控制的 OLE统一架构(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Unified Architecture) 

3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CE：欧洲统一认证（Conformite Europeenne） 

ROHS:关于限制在电子电气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UL:美国保险商试验所（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5 概述 

5.1 指标分类 

根据工业网关的实际应用需求和功能特性，主要从六类指标对面向 PLC 和传感器的工业网关

工业网关进行测评。六类指标如下： 

a) 功能指标：硬件检测、数据采集、边缘计算、数据转发、多转发通道传输、控制转发、就

地报警、断网续传、网关配置、配置管理、升级管理、日志管理、在线监测； 

b) 性能指标：采集转发周期、采集速率、点容量、并发接入、数据融合、协议数量、缓存容

量、AI精度、AO精度、FI最高频率； 

c) 安全性指标：物理安全、接入认证、传输加密、存储加密、访问控制、用户鉴别、攻击防

护、安全审计； 

d) 可靠性指标：数据丢包率、数据误包率、容错性、抗干扰性、长期稳定性； 

e) 接口指标：南向接口、北向接口、其它接口； 

f) 易用性指标：用户界面舒适性、易学性、易操作性、用户差错防御性。 

5.2 测试装置 

搭建面向 PLC 和传感器的工业网关的测试装置，对被测工业网关进行技术测试，测试装置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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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装置框图 

测试装置共包括以下三部分： 

a) 测试硬件平台，由主流 PLC、I/O管理器、PLC编程工作站、网关配置工作站、台架和配

电等组成。其中：主流 PLC 支撑网关数据测试，接收网关指令；I/O 管理器用于模拟设备（如传

感器）数据源向被测网关和测试控制平台传递设备源数据；PLC 编程工作站用于编写测试用例数

据并下载到陪测 PLC；网关配置工作站用于配置网关的基本参数、采集服务、转发服务、边缘计

算服务等。 

b) 测试控制平台，用于接收测试平台的测试用例，并通知 I/O 管理器执行测试用例；同时

接收 I/O管理器的原始数据，向网关测试平台发送原始数据。 

c) 测试平台，根据配置向测试控制平台发送测试用例，并接收测试控制平台发送来的原始

数据；同时向被测网关发送请求，并接收工业网关转发的采集数据；对比原始数据和采集数据，

判断测试结果。 

6 指标定义 

六大类指标详细定义如表 1所示。 

表 1 指标定义 

指标项 指标定义内容 

功能指标 

硬件检测 
工业网关应保证各项硬件参数的完备性，包括外观、标签、南向接口、北向接口、

其它接口、指示灯等。 

数据采集 
工业网关应支持多种接口、多种采集协议与工业现场设备互联互通，获取用户所

需数据的功能。 

边缘计算 
工业网关宜具有用网络边缘对数据进行处理，减少延迟，从而实现实时和高效的

数据处理的功能，同时宜支持对不同计算处理进行编排执行。 

数据转发 
工业网关应支持多种接口、多种转发协议与上层业务应用系统互联互通，将采集

到的数据和状态（可进行数据量批次设置）对外发送到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功能。 

多转发通道

传输 
工业网关应具有同时能将数据上传到多个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功能。 

控制转发 工业网关宜具有接收上层业务应用系统控制命令并能够正常响应的功能。 

 



T/CAMETA XXXXX-20XX 

4 

表 1 指标定义（续） 

指标项 指标定义内容 

功能指标 

就地报警 
工业网关宜具备在网络故障、设备故障、数据超限等异常情况下的报警功能或预

警功能，同时宜具备报警追溯功能 

断网续传 

工业网关应具有在网络离线时缓存数据的功能，同时宜具备设置缓存占用存储空

间百分比或条数，当缓存容量超过设置大小时丢弃旧数据，并在恢复网络后能够

将缓存数据上传到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功能。 

网关配置 工业网关应能够进行配置工具的安装，并按照正确的配置进行相应的功能运作。 

配置管理 

工业网关应具备基础系统配置（网关基本信息、基本参数）和主要服务配置（采

集服务配置、转发服务配置、边缘计算配置、就地报警配置、断线缓存配置、南

向协议支持主从站配置、北向协议支持主从站配置等）管理功能，同时宜具备远

程配置、批量配置等功能。 

升级管理 

工业网关应具备恢复出厂设置、应用程序升级、采集驱动升级、配置工具升级、

远程升级、升级版本管理功能，当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时，应能回滚到之前版本，

且不影响正常使用。 

日志管理 
工业网关宜支持日志管理功能，包括网关登录、配置管理、外部攻击、告警信息、

采集通道运行状态、转发通道运行状态、边缘计算运行状态等。 

在线监测 
工业网关宜具备支持随时对已配置的采集点位进行数据预览，以及对配置的工业

网关采集、计算、转发的运行情况及主要资源使用和占用情况的查看功能。 

性能指标 

采集转发周

期 
工业网关采集及转发数据的周期。 

采集速率 工业网关正常运作下支持的端口最大/最小采集通信速率。 

点容量 工业网关规定的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最大数据采集点数。 

并发接入 工业网关正常运作下支持的 PLC 并发接入量。 

数据融合 工业网关正常运作下支持的 PLC 数据融合能力。 

协议数量 工业网关支持的南向协议和北向协议的数量。 

缓存容量 工业网关能够支持的最大天数的断网时间或数据量。 

AI 精度 工业网关 AI 读值的精度。 

AO 精度 工业网关 AO 写值的精度。 

FI 最高频率 工业网关 FI 的最高频率值。 

安全性 

指标 

物理安全 
工业网关宜具备专项认证，例如 3C 认证、ROHS 认证、CE 认证、UL 认证、IP 防

护等级认证、EMC 电磁兼容认证、环境高低温、湿度检测认证等。 

接入认证 工业网关应具备对接入底层工业设备身份鉴别的功能。 

传输加密 工业网关应具有数据传输加密安全功能。 

存储加密 工业网关应具有数据存储加密安全功能。 

访问控制 工业网关应具备用户访问权限控制功能。 

用户鉴别 
工业网关应具备用户身份鉴别功能，至少支持简单的口令鉴别机制或其它鉴别机

制。 

攻击防护 
工业网关宜具有攻击防护安全功能，能够自动记录攻击的发起地址、攻击时间以

及攻击类型等关键信息，生成报警信息，并且具有一定的阻断能力。 

安全审计 工业网关宜具有审计管理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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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定义（续） 

指标项 指标定义内容 

可靠性 

指标 

数据丢包率 工业网关在端口最大/最小采集通信速率下的数据丢包率应满足允许误差范围。 

数据误包率 工业网关在端口最大/最小采集通信速率下的数据误包率应满足允许误差范围。 

容错性 工业网关应具有通讯容错及异常数据检出，程序不崩溃的能力。 

抗干扰性 工业网关应具有信号抗干扰的能力。 

长期稳定性 

工业网关应具备长时间（至少 7 天）在设定测试负载下不间断连续工作的能力，

包括在断电或主动重启网关后，或者被采集设备断电、停机、网络中断等，工业

网关能够自动启动，自动重连，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接口指标 

南向接口 

工业网关应具备提供给底层 PLC/传感器设备的接口，例如 RS232/485/482 等，能

够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采集和命令下发，并能对不符合协议格式的数据进行异常

处理。 

北向接口 
工业网关应具备提供给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接口，能够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转发、

命令接收，并能对不符合协议格式的数据进行异常处理。 

其它接口 工业网关应具备连接网关本地的外接设备的正常使用功能。 

易用性 

指标 

用户界面舒

适性 
工业网关配置工具操作界面应舒适、友好、实用。 

易学性 工业网关配置工具应简洁、易学，符合用户常用思维。 

易操作性 工业网关配置工具配置步骤应简单、易操作，符合用户常用习惯。 

用户差错防

御性 
工业网关配置工具对异常输入应具有防御提醒措施的特性。 

7 测评方法 

7.1 功能测评 

7.1.1 硬件检测 

硬件检测主要通过人工视检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硬件外观、物理接口、指示灯等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 

表 2 硬件检测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硬件外观 

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 

——检查硬件外壳是否有云纹、裂痕、变形； 

——检查产品标签是否清晰完整不易涂掉。 

南向接口 
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有与底层 PLC/传感器设备之间的接口，例如：IO 端口、RS232/485/422

串口、网口、无线接口、CAN等，且接口的数量与类型是否与厂家说明书描述的一致。 

北向接口 

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有与上层业务应用和资源管理系统连接的接口，，例如：以太网口、无线

接口（包括 2G/3G/4G/5G、WIFI）、Lora、NB-IoT 等，且接口的数量与类型是否与厂家说明书

描述的一致。 

其它接口 
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有连接网关本地的外接设备的接口，例如：USB 端口、TF 口、HDMI 口、

VGA 口、供电口或冗余电口、调试口等，且接口的数量与类型是否与厂家说明书描述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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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硬件检测测评方法（续）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指示灯 
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有必要的指示灯，如电源指示灯，还可以有状态指示灯、网络连接指示

灯，报警指示灯，错误指示灯、数据传输指示灯等，且与厂家说明书描述的一致。 

 

7.1.2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静态/动态数据采集功能进行测评，详

细测评方法见表 3。 

表 3 数据采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静态数据采集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模拟量/开关量/脉冲量/字符串等类型数据，测

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动态数据采集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个动态变化的三角波/数字量/脉冲量/字符串等类

型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1.3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单点/多点/模型实时控制边缘计算功

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4。 

表 4 边缘计算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单点边缘计

算 

通过在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被测网关需根据平台侧选择的测试用例计算规则

（简单的逻辑运算）对被测网关进行配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边缘计算的数值是否与理

论计算结果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多点边缘计

算 

通过在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被测网关需根据平台侧选择的测试用例计算规则

（复杂的逻辑运算）对被测网关进行配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边缘计算的数值是否与理

论计算结果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模型控制边

缘计算 

通过在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被测网关需根据平台侧选择的测试用例计算规则

（脚本模型运算）对被测网关进行配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边缘计算的数值是否与理论

计算结果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1.4 数据转发 

数据转发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基于 ModbusTCP、ModbusRTU、OPCUA、

MQTT、HTTP等协议转发的功能进行测评，该检测项仅针对协议网关，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5。 

表 5 数据转发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数据转发 

配置被测网关的北向协议为 ModbusTCP/ModbusRTU/OPCUA/MQTT/HTTP等,并通过在陪测 PLC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数据保持 T 时间内不变化，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

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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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多转发通道传输 

多转发通道传输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上传多个上层业务应用系统的能

力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6。 

表 6 多转发通道传输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多转发通道

传输 

通过在陪测 PLC/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测试网关向多个上层业务应用系统传输数据，通

过多个上层业务应用系统查看接收的测试网关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1.6 控制转发 

控制转发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控制转发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

法见表 7。 

表 7 控制转发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控制转发 

测试平台上发送一组数据给被测网关，被测网关将该组数据写入陪测 PLC 的数字量输出模块

或 IO 管理器输入模块，测试平台检测 IO 管理器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是否有收到开关量/模拟

量数据，收到则测试通过。 

 

7.1.7 就地报警 

就地报警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就地报警、报警追溯功能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8。 

表 8 就地报警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就地报警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随机发生能否出发报警的信号，测试平台检测报警

信号是否和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报警追溯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网络故障/设备故障/其它故障"等异常告警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

是否能够对报警信息进行追溯。 

 

7.1.8 断网续传 

断网续传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离线缓存、断点续传功能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9。 

表 9 断网续传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离线缓存 
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源中产生一组规律变化的数据，人为中断测试平台网络一段时间后，查

看网关内存数据是否包含断网后的数据，若包含则证明网关具有离线缓存功能。 

断点续传 
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源中产生一组规律变化的数据，人为中断测试平台网络一段时间后恢复

网络，测试平台检测补发的数据是否与理论值数据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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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网关配置 

网关配置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安装性、配置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

评方法见表 10。 

表 10 网关配置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安装性 
根据厂家说明书检查网关配置工具是否需要安装，一般分为两种：需要安装的客户端，不需

要安装的 web 端。 

网关配置 

通过网关配置工具对采集点、数据类型、采集接口、转发协议类型等内容进行重新设置，并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

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1.10 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基础系统配置及主要服务配置等功能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1。 

表 11 配置管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基础系统配置 

包含如下三部分内容： 

——通过人工视检的方法，查看网关配置工具是否显示网关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型

号、名称、固件版本)和基本状态（包括但不限于 IP、运行时间、负载、网络状态、CPU/

内存利用率）； 

——通过设计并执行“联网模式设置，WAN 口，LAN 口，WiFi 口，2G/3G/4G/5G 等”测试

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配置网关网络的基本参数； 

——通过设计并执行“配置网关的当前系统时间、时区以及语言”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

配置工具能否配置时间、时区、语言等参数及统一对时功能。 

采集服务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采集通道、采集驱动、采集端口、设备、采集点及相关参数的配置”的

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采集服务配置。 

转发服务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转发通道、转发驱动、转发端口、转发协议、设备、转发数据点及相关

参数的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转发服务配置。 

边缘计算配置 

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 

——通过设计并执行“对某个采集点进行量程转换、取反、取绝对值等配置”的测试用例，

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边缘计算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边缘计算引擎支持的算法编排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

具是否具有引擎边缘计算配置。 

就地报警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对某个采集点进行开报警、关报警、变换报警、高低限、高高限、低低

限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就地报警配置。 

断线缓存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对某个采集点进行断线缓存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可配置是否缓存、可

配置缓存数据范围)”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断线缓存配置。 

南向协议支持主

从站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 南向协议的主从站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南

向协议的主从站配置。 

北向协议支持主

从站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 北向协议的主从站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北

向协议的主从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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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配置管理测评方法（续） 

检测项 测评方法 

远程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 远程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通过远程进行配置。 

批量配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批量配置”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同时对多款网关产品进

行批量配置。 

 

7.1.11 升级管理 

升级管理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恢复出厂设置、应用程序升级、采集驱动

升级、配置工具升级、远程升级、升级版本管理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2。 

表 12 升级管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恢复出厂设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将各项参数恢

复到出厂默认值。 

应用程序升级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升级应用程序文件”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

应用程序的升级。 

采集驱动升级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升级采集驱动”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采集

驱动的升级。 

配置工具升级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配置工具文件”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进行升级。 

远程升级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远程升级应用程序/采集驱动/配置工具议”的测试用例，查看

网关在线时，能否进行远程升级。 

升级版本管理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版本升级”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配置工具能否检测本地运行

版本和可升级版本，通过手动/自动升级后，新版本能够正常运行，升级异常时版本能够回

滚且正常使用。 

 

7.1.12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网关登录日志、配置管理日志、外部攻击

日志、告警记录日志、运行状态日志等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3。 

表 13 日志管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网关登录日志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正常/异常登录记录”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是否能够对登录操

作进行记录。 

配置管理日志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配置管理”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是否能够对配置操作进行记

录。 

外部攻击日志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遭遇外部攻击”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是否能够对遭遇的外部

攻击进行记录。 

告警记录日志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发生告警信息”的测试用例，查看网关是否能够对告警信息进

行记录。 

运行状态日志 
通过设计并执行工业网关“采集/转发通道运行状态改变、边缘计算运行状态改变”的测试

用例，查看网关是否能够对运行状态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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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在线监测 

在线监测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信息、资源占用情况进行测评，详细

测评方法见下表 14。 

表 14 在线监测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网关信息监测 
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并对被测网关进行相应配置，查看能否通过网关配置工具在线

查看工业网关采集、计算、转发的运行情况。 

资源占用监测 
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并对被测网关进行相应配置，查看能否通过网关配置工具在线

查看 CPU、内存、存储空间等当前的使用情况。 

 

7.2 性能测评 

7.2.1 采集转发周期 

采集转发周期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采集转发数据周期进行测评，详细

测评方法见表 15。 

表 15 采集转发周期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采集周期 
配置被测网关的采集周期，通过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并在一段时间后突变为另一个数

据，并保持一定时长，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转发周期 
配置被测网关的转发周期，通过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并在一段时间后突变为另一个数

据，并保持一定时长，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2.2 采集速率 

采集速率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端口最小/最大采集通信速率进行测

评，该检测项仅针对协议网关，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6。 

表 16 采集速率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端口最小采

集通信速率 

配置陪测 PLC 的端口通信速率为被测网关支持的最小通信速率。随后，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

源中产生一组规律变化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

测试通过。 

端口最大采

集通信速率 

配置陪测 PLC 的端口通信速率为被测网关支持的最大通信速率。随后，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

源中产生一组规律变化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

测试通过。 

 

7.2.3 点容量 

点容量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正常运作状态下支持的最大数据采集点数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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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点容量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点容量 
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源中产生 N 个（点容量）规律变化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

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2.4 并发接入 

并发接入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同种协议、异构协议 PLC 并发接入能力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8。 

表 18 并发接入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同种协议并

发接入 

同时接入 N 台同种协议的 PLC，通过在全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测试被

测网关采集并发接入的 PLC 模拟量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异构协议并

发接入 

同时接入 N 台异构协议的 PLC，通过在全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测试被

测网关采集并发接入的 PLC 模拟量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2.5 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同种协议、异构协议 PLC 数据融合能力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19。 

表 19 数据融合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同种协议数

据融合 

在平台侧随机选择一组同种协议数据融合计算的测试用例，分别在陪测 PLC1、陪测 PLC2 产

生一组数据，被测网关需根据平台侧选择的测试用例融合计算规则对被测网关进行配置，测

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融合后的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异构协议数

据融合 

在平台侧随机选择一组不同协议数据融合计算的测试用例，分别在陪测 PLC1、陪测 PLC2 产

生一组数据，被测网关需根据平台侧选择的测试用例融合计算规则对被测网关进行配置，测

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融合后的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2.6 协议数量 

协议数量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支持的南向协议、北向协议的数量进行

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0。 

表 20 协议数量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协议数量 

配置被测网关南向协议和北向协议，通过在陪测 PLC 产生一组数据，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

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重复以上操作，得出被测网关支持的南向协议、北向协议的数量。 

 

7.2.7 缓存容量 

缓存容量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能够支持的最大天数的断网时间或数据



T/CAMETA XXXXX-20XX 

12 

量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1。 

表 21 缓存容量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缓存容量 

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源中产生一组变化的数据，人为网络中断一段时间（通常要达到工业网

关规定的缓存容量（单位为：天或者最大数据量））后，人为地再将网络恢复正常，测试平台

检测补发的数据是否与理论值数据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2.8 AI精度 

AI 精度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 AI 读值的精度进行测评，该检测项仅针

对采集网关，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2。 

表 22 AI 精度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AI 精度 
在测试平台上发送数据给 IO 管理器，IO 管理器通过输出模块写入数据到被测网关的数据

输入模块，测试平台检测被测网关采集到数据并与理论值对比，一致则测试通过。 

 

7.2.9 AO精度 

AO 精度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 AO 写值的精度进行测评，该检测项仅针

对采集网关，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3。 

表 23 AO 精度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AO 精度 
在测试平台上发送数据给被测网关，被测网关将数据写入 IO 管理器的数据输入模块，测试

平台检测 IO 管理器数据输入模块收到的数据并与理论值对比，一致则测试通过。 

 

7.2.10 FI最高频率 

FI 最高频率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 FI 的最高频率值进行测评，该检测

项仅针对采集网关，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4。 

表 24 FI 最高频率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FI 最高频率 

IO 管理器中产生周期为工业网关所支持的最高频率的 N 个脉冲，IO 管理器通过数字量输出模

块输出到被测网关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测试平台检测被测网关采集到脉冲个数并与理论值对

比，一致则测试通过。 

 

7.3 安全性测评 

7.3.1 物理安全 

物理安全测评主要通过材料审查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物理安全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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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物理安全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物理安全 

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备物理安全检测认证，例如 3C 认证、ROHS 认证、CE 认证、UL 认证、IP

防护等级认证、EMC 电磁兼容认证、环境高低温、湿度检测认证等，根据厂家提供的证书查

看相应等级。 

 

7.3.2 接入认证 

接入认证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接入设备的唯一性和身份鉴别功能进行

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6。 

表 26 接入认证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接入认证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设备接入身份鉴别”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有对接

入底层工业设备唯一性和身份鉴别的功能。 

 

7.3.3 传输加密 

传输加密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 IPsec 加密、Chacha20 加密、AES加

密、ECC加密等方法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27。 

表 27 传输加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加密测试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对被测网关发送至平台侧的数据进

行 IPsec/ Chacha20/AES/ECC等方式解密，并检验被测网关采集的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

一致则测试通过。 

 

7.3.4 存储加密 

存储加密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数据存储加密方法进行测评，详细测

评方法见表 28。 

表 28 存储加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存储加密测

试 

通过在陪测 PLC 或 IO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查看工业网关数据库是否对数据进行了加密，

同时，测试平台检测被测网关采集到数据并与理论值对比，一致则测试通过。 

 

7.3.5 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权限管理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

法见表 29。 

表 29 访问控制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权限管理 
通过设计并执行“不同用户权限分配和权限管理”的测试用例，检查工业网关是否具有权限

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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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用户鉴别 

用户鉴别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登录、退出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

方法见表 30。 

表 30 用户鉴别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登录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登录”相关测试用例，检查网关是否具有用户名/密码、生物鉴

别等登录功能，且具身份备唯一性标识。 

退出 
通过设计并执行“正常/异常退出”相关测试用例，检查网关配置工具是否具有用手动退出、

空闲退出等功能。 

 

7.3.7 攻击防护 

攻击防护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遭遇外来攻击的防护功能进行测评，详

细测评方法见表 31。 

表 31 攻击防护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攻击防护 
通过设计并执行“网关遭遇外来攻击”相关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有对关键信息

进行记录，并进行阻断的防护功能。 

 

7.3.8 安全审计 

安全审计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审计设置、审计管理功能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32。 

表 32 安全审计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审计设置 通过设计并执行“审计功能设置”相关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有审计设置功能。 

审计权限管

理 

通过设计并执行“审计权限管理”相关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有对审计数据进行

权限分级访问管理的功能。 

审计记录 
通过设计并执行“审计记录”相关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备生成审计记录的功

能，并能够保护审计记录不被篡改。 

 

7.4 可靠性测评 

7.4.1 数据丢包率 

数据丢包率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最小/最大采集通信速率下的丢包率

进行可靠性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33。 

表 33 数据丢包率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数据丢包率 
配置陪测 PLC 的端口通信速率为被测网关支持的最小/最大通信速率，通过在陪测 PLC 中产

生一组变化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的数据个数是否与理论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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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数据误包率 

数据误包率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最小/最大采集通信速率下的误包率

进行可靠性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34。 

表 34 数据误包率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数据误包率 
配置陪测 PLC 的端口通信速率为被测网关支持的最小/最大通信速率，通过在陪测 PLC 数据

源中产生一组变化的数据，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 

 

7.4.3 容错性 

容错性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通讯容错能力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

表 35。 

表 35 容错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通讯容错性 
通过设置不同类型的通讯错误封包，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检

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数据容错性 
通过对被测网关配置两条数据采集任务，一条配置错误的信息采集，一条配置正确的信息采

集，检测配置正确的任务采集值是否和理论值相同，配置错误的数据无法正确采集。 

 

7.4.4 抗干扰性 

抗干扰性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信号抗干扰能力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

法见表 36。 

表 36 抗干扰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抗干扰性 
通过设置不同强度的信号干扰器，在陪测 PLC 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组数据，测试平台检

验被测网关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4.5 长期稳定性 

长期稳定性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不间断连续工作的能力进行测评，详

细测评方法见表 37。 

表 37 长期稳定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长期稳定性 

在陪测 PLC 数据源中或 IO 管理器中产生一个规律变化的三角波，测试平台检验被测网关

采集数据是否与理论值一致，直至完成固定总测试时长（至少 7 天）。规定总测试时长内全

部数据采集正确，则测试通过。 

 

7.5 接口测评 

7.5.1 南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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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接口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南向接口传输正常/异常数据的正确性进

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38。 

表 38 南向接口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南向接口测

试 

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 

——南向接口传输正常数据的正确性，可通过功能测评进行间接验证，测评方法可参考

7.1.2 章节。 

——通过接口设备模拟南向设备产生协议格式异常的数据，通过测试平台查看网关是否丢

弃该包数据。 

 

7.5.2 北向接口 

北向接口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北向接口传输正常/异常数据的正确性进

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39。 

表 39 北向接口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北向接口测

试 

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 

——北向接口传输正常数据的正确性，可通过功能测评进行间接验证，测评方法可参考

7.1.4 章节。 

——通过测试平台向网关下发协议格式异常的数据，通过接口设备查看网关是否丢弃该包数

据。 

 

7.5.3 其它接口 

其它接口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其它接口的正确性进行测评，详细测评

方法见表 40。 

表 40 其它接口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其它接口测

试 

连接工业网关的其它接口，例如 USB 端口、TF 口、供电口或冗余电口、调试口，查看各个

接口能否正常工作。 

 

7.6 易用性测评 

7.6.1 用户界面舒适性 

用户界面舒适性测试主要通过人工视检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配置工具操作界面的舒适度、友

好性、实用性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41。 

表 41 用户界面舒适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用户界面舒

适性 
通过查看网关配置工具界面是否清晰直观、友好、实用，检测工业网关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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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易学性 

易学性测试主要通过人工视检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配置工具的学习使用性进行测评，详细测

评方法见表 42。 

表 42 易学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易学性 通过查看网关配置工具是否简洁、易学，符合用户常用思维，检测工业网关的易用性。 

 

7.6.3 易操作性 

易操作性测试主要通过人工视检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配置工具的操作便捷性进行测评，详细

测评方法见表 43。 

表 43 易操作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易操作性 
通过查看网关配置工具配置步骤是否简洁、易操作、符合用户常用习惯等，检测工业网关的

易用性。 

 

7.6.4 用户差错防御性 

用户差错防御性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配置工具的异常处理能力进行测

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44。 

表 44 用户差错防御性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用户差错防

御性 

通过设计并执行“配置工具输入异常参数”的测试用例，检测工业网关是否具有防御提醒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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