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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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万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工业边缘智能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湖南华辰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

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铁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物联网

智能技术应用协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贵州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炜、栾燕、张娟娟、吴冬寒、孟祥曦、魏振南、程磊、王成云、陈志列、庞

观士、傅帝、李波、王鸿亮、周星宇、牛友胜、任欢欢、陈俊勇、徐君丽、李佳、刘艳强、李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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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网关 第 3 部分：面向数控系统的工业网关 

测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数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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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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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AMETA XXX-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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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控网关 cnc gateway 

提供物理接口采集数控系统数据项，把采集到的数据项封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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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到工业互联网平台、MES、DNC、MDC

等上层业务应用系统。 

3.2 

执行状态 running status 

数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包括待机、运行、暂停、报警等。 

3.3 

报警号 alarm number 

数控系统产生报警时给出的报警编号。 

3.4 

报警信息 alarm information 

数控系统产生报警时给出的报警内容。 

3.5 

程序名 program name 

当前已被选择或正在执行的加工程序名称。 

3.6 

进给编程速度 feed programming speed 

数控加工中刀具上的基准点沿着刀具轨迹相对于工件移动时的速度，在数控加工代码中一般

用 F 指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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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进给倍率 feedrate override 

在加工期间能够修改进给值编程值的手工控制功能，数控系统控制面板上可以手动调节，一

般有多个档位，如 10%、20%、40%、50%、60%、70%、……、120%。 

3.8 

主轴编程转速 spindle programming speed 

机床主轴的旋转速度，单位为 r/min，在数控加工代码中一般用 S 指令设置。主轴转速对加工

精度、质量、效率和刀具寿命有密切关系。 

3.9 

主轴倍率 spindle override 

在加工期间能够修改主轴转速编程值的手工控制功能，数控系统控制面板上可以手动调节，

一般有多个档位，如 50%、60%、70%、80%、90%、100%、110%、120%。 

3.10 

轴编程坐标值 axis programming coordinate value 

直线轴、旋转轴方向上的编程坐标值。 

3.11 

刀具编号 tool number 

采集动作发生时正在使用/预选的刀具编号。 

3.12 

主轴负载 spindle load 

作用在主轴上的负载。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CNC：数控系统（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DNC：分布式数控(Distributed Numerical Control) 

MDC：加工数据收集与设备状态管理（Manufacturing Data Collection & Status Management）  

MDI：手动输入程序控制（Manual Data Input） 

SSL：安全套接字协议（Secure Sockets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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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的工业网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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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程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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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精度、并发接入、协议数量、缓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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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确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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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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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装置 

面向数控系统的工业网关的测试装置如图 1所示： 

 

以太网通信

测试平台

数控网关

CNC1 CNC2 CNCn  

工业以太网
/IT网络

网关配置工作站 数据服务平台

 

图 1 测试装置框图 

测试装置共包括三部分：  

a) 测试硬件平台，由数控系统、数控网关、网关配置工作站、测试系统工作站、台架和配电

等组成。其中：数控系统作支撑数控网关测试，提供数据采集对象；网关配置工作站运行网关配

置软件；测试系统计算机工作站运行测试数据服务、数控网关测试管理系统和数控采集与网关测

试系统。 

b)数据服务平台，提供 MQTT、数据库等数据服务，支持数据转发测试的业务开展。 

c)测试平台，完成对数控系统标准数据采集的同时，能够接收来自数控网关转发的采集数据，

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完成数控网关测试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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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与多种数控系统互联互通，获

取数控系统数据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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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程序传

输 
工业网关应具备加工程序文件上传和下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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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定义（续） 

指标项 指标定义内容 

功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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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按照正确的网关配置进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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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网续传配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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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精度 工业网关采集数据包的精度。 

并发接入 工业网关正常运作下支持的数控系统并发接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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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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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 

指标 

数据正确率 工业网关针对某数控系统的数据项采集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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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的接口，并能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采集。 

北向接口 
工业网关应具备提供给上层业务应用和系统的接口，并能进行不同协议的数据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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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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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定义（续） 

指标项 指标定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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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1章节。 

7.1.2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数控数据项采集进行测评，详细测评

方法见表 2。 

表 2 数据采集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执行状态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不同执行状态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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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号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报警号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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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信息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报警信息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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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名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正在执行的程序名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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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给编程速度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进给编程速度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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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给倍率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进给倍率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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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轴编程转速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主轴编程转速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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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轴倍率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主轴倍率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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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模式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控制模式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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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编程坐标值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轴编程坐标值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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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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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采集测评方法（续） 

 

7.1.3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边缘计算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

法见表 3。 

表 3 边缘计算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边缘计算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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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发等的功能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4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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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5章节。 

7.1.6 加工程序传输 

加工程序传输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对加工程序文件传输功能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4。 

表 4 加工程序传输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加工程序 

上传 

通过测试平台上传加工程序文件，陪测数控系统检验上传的加工程序文件是否与测试平

台中的加工程序文件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加工程序 

下载 

通过测试平台下载加工程序文件，陪测数控系统检验下载的加工程序文件是否与测试平

台中的加工程序文件一致，一致则测试通过。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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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8章节。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刀具数据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刀具编号、刀具长度、刀具补偿、刀具寿命等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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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轴负载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主轴负载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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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计数采集 
通过在陪测数控系统产生零件计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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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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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网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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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T/CAMETA XXX-20XX.2 7.1.9章节。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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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10 章节中“基础系统配置”、“采集服

务配置”、“转发服务配置”、“边缘计算配置”、“断网续传配置”。 

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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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测评方法详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11章节。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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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12章节。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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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1.13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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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表 5 采集转发周期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采集周期 

配置被测网关采集周期，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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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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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精度 

采集精度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转发的精度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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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采集精度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采集精度 

配置工业网关南向采集驱动和北向的转发协议，陪测数控系统产生一组数控系统数据，

测试平台接收被测网关北向协议发送的数据，数据精度不小于陪测数控系统的采集/显

示精度。 

 

7.2.3 并发接入 

工业网关的并发接入能力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可同时采集数控系统的

能力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7。 

表 7 并发接入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并发接入 

配置工业网关南向采集驱动和北向的转发协议，同时选择不同类型的陪测数控系统（在

测试平台范围内），产生数组数控系统数据，完成数据采集测试，分析统计检测结果，

若该网关同时支持的采集多个数控系统则通过。 

 

7.2.4 协议数量 

工业网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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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2.6章节。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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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缓存量进行测评，

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2.7章节。 

7.3 安全性测评 

安全性测评主要对数控网关的物理安全、接入认证、传输加密、存储加密、访问控制、用户

鉴别、攻击防护、安全审计进行测试，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3章节。 

7.4 可靠性测评 

7.4.1 数据正确率 

数据正确率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针对某数控系统采集数据项的正确性

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见表 8。 

表 8 数据正确率测评方法 

检测项 测评方法 

数据正确率 
针对数控系统，依据数据采集功能测试，统计采集项正确数量和所有采集项数量的比值。

正确率为 100%则测试通过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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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进行测评，详细测评方法

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4.3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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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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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4.4章节。 

7.4.4 长期稳定性 

长期稳定性测试主要通过技术测试的方法，对工业网关的不间断连续工作的能力进行可靠性

测评，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4.5章节。 

7.5 接口测评 

接口测评主要对工业网关的南向接口、北向接口、其它接口进行测试，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5章节。 

7.6 易用性测评 

易用性测评主要对工业网关的用户界面舒适性、易学性、易操作性、用户差错防御性进行测

试，详细测评方法参考 T/CAMETA XXX-20XX.2 7.6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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