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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策略与计 控制 的实现方法、系统及相应设备，属于通信技术领域。在演进分组核

心 网场景下，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时，接入控制实体 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佥话建立请求中包含

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 所述接入控制实体包括宽带接入服务器或 网络 附着子系统(101); 策略执行实体接收传

递策略服务器发送 的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¾控制规则(102) 。



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系统及相应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 网络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方法、

系统及相应设备。

背景技术

在 EPC ( Evolved Packet Core, 演进分组核心网）中，PCRF 实体 （Policy

Control and Charging Rules Function, 策略控制和计费规则功能 ）实体 ，用于

根据用户接入 网络的限制，运营商策略 ，用户签约数据以及用户 当前正在进

行的业务信息等决定适用于该用户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规则，以便 实现对业

务数据流对应的 QoS (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 ）的控制以及基于数据流

的计费等；PGW ( PDN Gateway, 分组数据 网网关），用于连接提供服务的 PDN

( Packet Date Network, 分组数据 网络 ），并负责对用户数据流进行转发和过

滤等；Non-3GPP IP Access ( 非 3GPP IP 接入 ）用于除 3GPP 以外的 IP 接入方

式 , 如 3GPP2 接入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全球微波接入互操作性 ）接入等，且可具有额外的一些移动性管理等功能。

图 1 所示是 TISPAN (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et Converged Services

and Protocols for Advanced Networking, 电信和互联 网融合业务及高级网格协

议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的场景。方框 中是该场景下 Non-3GPP IP Access 的

实现 方 式 。 图 lNon-3GPP IP Access 中的 NASS ( Network Attachment

Sub-System, 网络附着子系统 ）实体，用于为 U E ( User Equipment, 用户设

备 ) 分配 IP 地址；RACS 实体 ( Resource and Admission Control Subsystem,

资源准入控制子系统 ），用于与 PCRF 实体间建立策略控制会话，并从 PCRF

实体 处获取 策略 与计 费控 制规 则 ，从 而实现对 RCEF ( Resource Control

Enforcement Function, 资源控制执行实体，相 当于 AGW ) 的 QoS 的控制。采

用统一策略控制时，可 以无 RACS 实体。



图 2 所示是 BBF ( Broadband Forum, 宽带论坛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的

场景。方框中是该场景下 Non-3GPP IP Access 的实现方式。Non-3GPP IP Access

中的 BRAS ( 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ver, 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 ），用于

为 UE 分配 IP 地址，Policy Controller ( 策略控制器 ），用于与 PCRF 实体间建

立策略控制会话，并从 PCRF 实体处获取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从而实现对

BRAS ( 相 当于 AGW ) 的 QoS 控 制 。采用统一策略控 制 时 ，可 以 无

PolicyController„

在上述两种场景下，UE 接入 EPC 时，EPC 可以为 UE 提供两种路由方式：

家乡路由与本地路由 （也称本地冲突 ）。家乡路由，如图 3 所示，是指用户的

数据流被 AGW 转发至 PGW , 通过 PGW 与外部网络进行通信。本地路由，

如图 4 所示，是指用户的数据流不经过 PGW, 而是直接被 AGW 转发至外部

网络。

现有技术中，对 UE 的策略与计费的实现主要通过如下方式：AGW 收到

UE 的 I P 连接建立请求时，会与 PCRF 实体间建立网关控制会话，并发起代

理移动 I P 的绑定更新消息给 PGW; PGW 收到绑定更新消息后与 PCRF 实体

间建立 IP-CAN ( IP Connectivity Access Network, IP 连通性接入 网络 ) 会话；

PCRF 实体根据 UE 的标识、分组数据 网络的标识等信息将网关控制会话与

IP-CAN 会话关联起来，当 PCRF 实体收到 A F ( Application Function, 应用层

功能 ）实体发来的业务资源请求时，查找到与之 匹配的 IP-CAN 会话，制定策

略与计费控制规则，PCRF 实体通过网关控制会话传递其中的策略控制规则给

AGW 用于 QoS 控制，通过 IP-CAN 会话传递该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给 PGW,

用于 QoS 控制与计费控制。

在实现上述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如下缺点：当 AGW 为

UE 提供本地路由方式时，数据流不再经过 PGW; 并且，由于数据流不再经

过 PGW, 也无法获取计费控制规则从而实现业务的计费控制。即：需要通过

PGW 实现的策略与计费控制的方案将无法实现。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方法、系统及相应设备 ，

实现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 由的服务时策略与计 费的控制。

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包括：

接入控制 实体向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会话建立请求

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入服务

器 BRAS 或 网络附着子 系统 NASS;

策略执行 实体接收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

制规则。

一种接入控制 实体 ，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 BRAS

或 网络附着子 系统 NASS ,

具体的，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 包括：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用户设备 的请求建立连接 的消息，所述请求建

立连接 的消息指 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 ，所述请求建立连接 的消息包含用户

设备的标识；

路 由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标识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

务；

发送单元 ，用于发送会话建立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会话建立请

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 系统，包括：

接入控制 实体 ，用于向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会话建

立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

入服务器 BRAS 或 网络附着子 系统 NASS;

策略执行 实体 ，用于接收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

计 费控制规则。

本 实施例提供 的方案通过在会话建立请求中携带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指示



的技术手段，便于传递策略服务器根据该指示将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

控制规则发送到策略执行实体，进而在本地路由的方式下，提供了一种无需

关联对应的 IP-CAN 会话，也无需 PGW 参与便可获取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

方法，实现了在无 PGW 的情况下，仍可为用户提供 QoS 控制以及业务流量

计费的本地路由服务。

附图说明

图 1为背景技术中 TISPAN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的场景示意图；

图 2 为背景技术中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的场景示意图；

图 3 为背景技术中家乡路由方式的执行示意图；

图 4 为背景技术中本地路由方式的执行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二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三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图；

图 8为本发明实施例四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明实施例五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明实施例六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明实施例七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

图；

图 12 为本发明实施例八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

图；

图 13 为本发明实施例九场景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实现方法示意

图；

图 14 为本发明实施例十的策略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 15 为本发明实施例十一的接入控制实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 16 为本发明实施例十一的另一接入控制实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 17 为本发 明实施例十二 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实现 系统的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 术方案进行

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 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

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 。基 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 都属 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当 AGW 为 UE 提供本地路 由方式时，数据 流不再经过 PGW , PGW 也

不会与 PCRF 实体 建立 IP-CAN 会话 ，那 么，在收到 A F 实体发 来的业务资源

请求时，PCRF 实体也无法关联到有效 的 IP-CAN 会话上 ，导致 PCRF 实体 无

法制定该用户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AGW 无法获取到策略控制规则从 而实

现 QoS 控制 。并且 ，由于数据 流不再经过 PGW, 也无法获取计 费控制规 则从

而实现业务的计 费控制 。

实施例一

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 则的实现方法，如 图 5 所示 ，该方

法主要 包括 ：

步骤 101 , 接 入控制 实体 向传递策略服 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 ，所述会话

建立请求 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 包括 BRAS 或

NASS;

步骤 102, 策略执行 实体接 收传递策略服 务器发送 的本地路 由服 务的策略

与计 费控制规则 。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 实施例 以及 下述 实施例 中所提到 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

规 则可 以仅 包括策略控制规 则 ，也可 以仅 包括计 费控制规 则 ，或者 同时 包括

策略和计 费控制规则。

本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通过会话建立请 求携 带确定为提供本地路 由服 务的

决策通知到传递策略服 务器 ，可便 于传 递策略服 务采用对应本地路 由方式的



执行方法，避免传递策略服务器因没有指示造成的按照现有方式进行，关联

到错误的 IP-CAN 会话，从而下发错误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技术问题，同

时，也便于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由服务时，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图 6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6 主要

适用于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在该场景中，BRAS 具有将 UE 接入

网络的功能和执行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既相 当于接入控制实体，

也相 当于策略执行实体；Policy Controller ( 策略控制器 ）相 当于传递策略服

务器，在本实施例中用于制定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步骤 301 , U E 向 BRAS 发起接建立连接的消息，在消息中包含该 UE 的

标识和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BRAS 接收该消息。

其中，在本实施例以及下述实施例中该消息是 PPP ( Point to Point Protocol

点对点协议 ）连接建立请求消息 ,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 请求消息，附着请求消息，PDN ( Packet Date Network,

分组数据 网络 ）连接建立请求消息等；该 UE 的标识可以是 UE 的 IMSI

(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 国际移动用户标识 ），UE 的用户名，

IP 地址，接入线标识，逻辑接 口标识等，在此不做严格限定。

步骤 3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BRAS 根据该 UE 的标识关联对应所述

UE 的本地路由策略、用户的签约数据等路由决策信息，并在 BRAS 根据该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出为 UE 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情况下。

例如：BRAS 根据该 UE 的标识关联到该 UE 的用户的签约数据和本地路

由策略，该用户的签约数据中指出该 UE 是固网用户，以及本地路由策略中指

出固网用户采用本地路由方式，因此 BRAS 确定为该用户提供本地路由服务。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的场景中，上述用户的签约数据被部署在了

BRAS 本地上，因此，BRAS 可直接利用本地上的用户的签约数据。但实际上，

根据网络部署或规划的不同，该用户的签约数据还可以不在 BRAS 本地，而



是存在于其他设备中，此时仅需通过信令交互从该其他设备中获取到用户的

签约数据即可。

步骤 303 , BRAS 向 Policy Controller 发起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

并在请求中携带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

其中，上述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包括很多。例如：IP-CAN 会话消

息，S9 会话消息等。下述实施例中提到的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也如此。

可选地，在本实施例以及下述实施例中，接入控制实体向策略服务器发

送的包含提供本地路由服务指示的会话建立请求消息中可以包含 UE 的标识，

当包含 UE 的标识时，是为了便于指明请求的本地路由服务具体应用于哪个特

定的 UE。

步骤 304, Policy Controller 接收到该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后，在

该请求消息中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下，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于

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在本实施例以及下述实施例中，该控制规则决策信息主要指本地控制策

略，还可以包括：用户的签约数据，A F ( Application Function , 应用层功能）

的业务资源请求信息等。

例如：本地控制策略中规定：请求本地路由业务时分配 2 兆带宽，非本

地路由业务时分配 1 兆带宽，不进行用户区分。因此，当在仅需要根据本地

控制策略制定用于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时，Policy Controller

按照策略中的规定分配 2 兆带宽即可。

又例如，在会话建立请求中包含 UE 的标识 ，此时在制定本地路由服务

的策略与控制计费规则时，可同时参考本地控制策略和该 UE 的用户签约数

据，具体过程如下：Policy Controller 根据 UE 的标识关联到本地控制策略以

及用户的签约数据 （在本实施例中，设用户的签约数据被部署在 了 Policy

Controller 本地 ），该 UE 的用户的签约数据指明该 UE 通过 WiFi 接入，并且

接入带宽为 2 兆，本地控制策略中规定 WiFi ( WirelessFidelity, 无线保真 ）接



入，且接入带宽为 2 兆的 UE 应按照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A 执行 （该策略与

计费控制规则 A 具体可为：该 UE 的 QoS 是 WiFi, 且带宽 2 兆，该 UE 流量

每分钟 0.50 元等 ）。因为具体的根据本地策略和用户的签约数据制定相应策略

与计费控制规则的过程，在现有技术中已有应用，也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轻易获知的，在此不赘述。

步骤 305 , Policy Controller 通过策略控制会话建立应答消息将确定的本

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BRAS , 由 BRAS 根据该规则执行，

包括控制 QoS 以及根据流量进行计费等。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 Policy controller 也可以用 PCRF 实体替换，具体执

行过程在此不赘述。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在 BBF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场景下，通过使

BRAS 获取到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由

服务时执行策略与计费控制的效果。

实施例三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引入鉴权服务器的图 7 场景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

的实现方法，且在该场景主要适用于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在该场

景中，BRAS 具有将 UE 接入网络的功能和执行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功能，

因此既相 当于接入控制实体，也相当于策略执行实体；Policy Controller 相当

于传递策略服务器，在本实施例中用于制定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其中，与

实施例二不同之处在于，是由鉴权服务器确定是否为用户提供采用本地路由

月良务 。该鉴权月良务 器可具体是 AAA ( Authorization, Authentication and

Accounting, 授权,鉴权和计费）服务器，或 DHCP 服务器等

步骤 401 , U E 向 BRAS 发起接建立连接的消息，在消息中包含该 UE 的

标识和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BRAS 接收该消息。

步骤 4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BRAS 向鉴权服务器发起鉴权或者地址

分配请求消息，该请求消息中包含 UE 的标识。



步骤 403 , 鉴权服务器根据该 UE 的标识关联对应所述 UE 的本地路由策

略、用户的签约数据等路由决策信息，并在根据该路由决策信息确定出为 UE

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情况下。

上述具体确定本地服务的内容可参照实施例二的步骤 302 下的实例。

步骤 404, 鉴权服务器发送鉴权或者 IP 地址分配应答消息到 BRAS, 并

在该应答消息中指示为该 UE 提供本地路由服务。

下述步骤 405 至步骤 407 的内容可参照实施例二中步骤 303 至步骤 305 ,

在此不赘述。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 Policy controller 也可以用 PCRF 实体替换，具体执

行过程在此不赘述。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提供 了在含有鉴权服务器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本

地路由服务时实现策略与计费控制的方案，可保证为用户提供正常的 QoS 服

务，以及计费控制。

实施例四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图 8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8 主要

适用于 TISPAN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在该场景中，NASS 实体具有将

UE 接入网络的功能，可相当于一种接入控制实体，RCEF 具有执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可看作是一种策略执行实体；RACS 在本实施例中相

当于传递策略服务器，用于制定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步骤 501 , U E 向 NASS 发起接建立连接的消息，在消息中包含该 UE 的

标识和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NASS 接收该消息。

其中，该消息可以是 PPP 连接建立请求消息，DHCP 请求消息，附着请

求消息或者 PDN 连接建立请求消息等中的任意一种。

步骤 5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NASS 实体根据该 UE 的标识关联对应

所述 UE 的本地路由策略、用户的签约数据等路由决策信息，并在 NASS 实体

根据该路由决策信息确定出为 UE 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情况下。



NASS 实体的具体确定过程可参照实施例二步骤 302 中 BRAS 实例。

步骤 503 , NASS 实体向 RACS 实体发起接入参数传递请求消息，该请求

消息中包含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

步骤 504, RACS 实体接收到该接入参数传递请求消息，在该指示下，根

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于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具体实施方式可参照实施例二步骤 304 中 Policy Controller 的实例。

步骤 505 , RACS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求消息将确定的本地路由

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RCEF 执行。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 RACS 实体也可以用 PCRF 实体替换，具体执行过

程在此不赘述。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在 TISPAN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场景下，通过

使 RCEF 获取到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在为用户提供本地

路由服务时执行策略与计费控制的效果。

实施例五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图 9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9 主要

适用于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且接入网的策略服务器 （即 Policy

Controller, 主要为固定网络服务 ）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 （即 PCRF 实体，主

要为移动网络服务 ）独立部署。在该场景中，BRAS 具有将 UE 接入网络的功

能和执行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既相 当于接入控制实体，也相 当

于策略执行实体；在本实施例中，虽然同时存在两个策略服务器 （即 Policy

Controller 和 PCRF 实体 ），但是，因为 Policy Controller 主要用于将本地路由

的指示转发到 PCRF 实体，因此，相当于本实施例中的传递策略服务器；而

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制定则由 PCRF 实体执行。

步骤 601 , U E 向 BRAS 发起接建立连接的消息，在消息中包含该 UE 的

标识和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BRAS 接收该消息。

步骤 6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BRAS 根据该 UE 的标识关联对应所述



UE 的本地路由策略、用户的签约数据等路由决策信息，并在根据该路由决策

信息确定出为 UE 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情况下。

步骤 603 , BRAS 向 Policy Controller 发起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请求消息

一，该请求消息中包含指示提供本地路由服务。

步骤 604, Policy Controller 向 PCRF 实体发送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请求消

息二，该请求消息中包含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

其中，该步骤也可采用隐式的指示方式，例如：Policy Controller 通过发

送策略控制会话中的 IP-CAN 会话建立请求消息，代表请求提供本地路由服

务；或 Policy Controller 通过发送策略控制会话中的网关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

息，代表请求提供家乡路由服务。

步骤 605 , PCRF 实体收到该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请求消息二后，在消息

中的指示下，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于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

制规则。

步骤 606, PCRF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二，发送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到 Policy Controller;

步骤 607, Policy Controller 收到该上述应答消息后，通过策略控制会话

的建立应答消息一将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BRAS 执行。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在 BBF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且接入网的策略

服务器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独立部署的场景下，通过 BRAS 获取到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由服务时执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效果。

实施例六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图 10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10 主

要适用于 TISPAN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且接入网的策略服务器 （即

RACS 实体，主要为固定网络的用户服务 ）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 （即 PCRF

实体，主要为移动网络的用户服务 ）独立部署。在该场景中，NASS 实体具有



将 UE 接入网络的功能，可相 当于一种接入控制实体；RCEF 具有执行策略与

计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可看作是一种策略执行实体；在本实施例中，虽

然同时存在两个策略服务器（即 RACS 实体和 PCRF 实体 ），但是，因为 RACS

实体主要用于将本地路由的指示转发到 PCRF 实体，因此相 当于本实施例中

的传递策略服务器；而制定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则由 PCRF 实体执行。

步骤 701 至步骤 703 可同上述实施例四中步骤 501 至 503 。

步骤 704, RACS 实体接收到该接入参数传递请求消息后，受触发，向

PCRF 实体发起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请求消息，请求消息中包含提供本地路由

服务的指示。

其中，该步骤也可采用隐式的指示方式，例如：Policy Controller 通过发

送 IP-CAN 会话建立请求消息，代表请求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或 Policy

Controller 通过发送网关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代表请求提供家乡路由服务。

步骤 705 , PCRF 实体收到该请求消息后，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

于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具体制定用于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过程可参照实施例

二步骤 304 中 Policy Controller 的实例。

步骤 706, PCRF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发送本地路由服

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到 RACS 实体。

步骤 707, RACS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求消息将本地路由服务的

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RCEF 执行。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在 TISPAN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且接入网的

策略服务器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独立部署的场景下，通过使 RCEF 获取到策

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手段，实现 了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由服务时执行策

略与计费控制的效果。

实施例七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图 11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11 主



要适用于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 ，且接入 网的策略服务器 （即 Policy

Controller, 主要为 固定 网络的用户服务 ）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 （即 PCRF 实

体 ，主要为移动 网络的用户服务 ）独立部署。在该场景 中，BRAS 具有将 U E

接入 网络的功能和执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既相 当于接入控制

实体 ，也相 当于策略执行 实体 ；同实施例五相 同，在本 实施例 中，虽然 同时

存在 两个策略服务器 （即 Policy Controller 和 PCRF 实体 ），但是 ，因为 Policy

Controller 主要用于将本地路 由的指示转发到 PCRF 实体 ，因此 ，相 当于本 实

施例 中的传递策略服务器；而制定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则由 PCRF 实

体执行 。由图 11 可知 ，本 实施例与 实施例五 的不 同之处在于，在应用过程 中，

若有 A F 实体发送的业务资源请求时，具体 的处理方式如下。

步骤 801 至步骤 804 可参照实施例五 中步骤 601 至步骤 604 。

步骤 805 , PCRF 实体接收到来 自 A F 的业务资源请求消息，该请求消息

中包含有请求的 U E 的标识 ，以及 业务资源请求信 息。

该业务资源请求信 息的具体 内容可与现有技术相 同，包括请求的业务类

型 ，带宽，编码方式等 。例如 ：请求为该 U E 提供 video 业务 ，带宽要求 1 兆

等。

步骤 806, PCRF 实体根据所述业务资源请求信 息制定用于本地路 由服务

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上述步骤 806 中 PCRF 实体制定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时，

还需要再参考 A F 的资源请求信 息。具体参考后 的制定过程与方式与现有技术

相 同，在此不赘述。

步骤 807, PCRF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求消息一 ，发送本地路 由

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到 Policy Controller;

步骤 808, Policy Controller 收到该上述请求消息一后 ，通过策略控制规

则安装请求消息二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BRAS 执行 。

当然，该步骤 807 和步骤 808 过程 中可能也需要提供 U E 的标识 ，以使



BRAS 可获知该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是应用到哪个 U E。

本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适用于在 BBF 定义的固定 网络接入 EPC, 且接入 网

的策略服务器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独立部署的场景下，在接收到来 自 A F 实

体 的业务资源请求时，通过 BRAS 获取到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手段 ，

实现 了在为用户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时执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效果。

实施例八

本 实施例具体结合 图 12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12 主

要适用于 BBF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在该场景 中，BRAS 具有将 U E 接

入 网络的功能和执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 则的功能，因此既相 当于接入控制 实

体 ，也相 当于策略执行 实体 ；Policy Controller 在本 实施例 中是传递策略服务

器，用于制定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步骤 901 , 同实施例二步骤 301 。

步骤 9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 ，BRAS 根据该 U E 的标识关联对应所述

U E 的本地路 由策略 、用户的签 约数据等路 由决策信 息，并根据该路 由决策信

息确定 出需要 同时为该 U E 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 家乡路 由服务。

例如：BRAS 根据该 U E 的标识关联到该 U E 的用户的签约数据和本地路

由策略 ，该用户的签约数据 中指 出该 U E 是 固网用户 ，且要 求可通过 固网打 电

话和上 网；该本地路 由策略 中指 出通过 固网上 网的用户 ，为其提供本地路 由

服务 ，通过 固网打 电话 的用户 ，为 了保持 良好 的连续性 ，为其提供 家 乡路 由

服务 ，若 即通过 固网上 网，也通过 固网打 电话 ，则 同时为其提供本地路 由服

务和和家 乡路 由服务。

步骤 903 , BRAS 向 Policy Controller 发起策略控制会话 的建立请求消息

一 ，请求消息中包含提供 家乡路 由服务的指示。

其 中，此步骤也可采用 隐式的指示方式，例如 ：BRAS 通过发送 IP-CAN

会话建立请求消息，代表请求本地路 由服务；BRAS 通过发送 网关控制会话 的

建立请求消息，代表请求家乡路 由服务。



步骤 904, Policy Controller 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于家乡路 由服

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具体的制定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过程可 同现有技术中家乡路 由的策略

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过程 。

步骤 905 , Policy Controller 通过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一，发送

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到 BRAS 执行。

步骤 906 至步骤 908 可参照实施例二步骤 303 至步骤 305 , 其主要不同之

处在于，BRAS 向 Policy Controller 发送的是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请求消息二，

以及得到的是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二。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步骤 903 至步骤 905 与步骤 906 至步骤 908

在执行时，并无先后顺序约束，甚至可以同时发生。并且，本实施例中的 Policy

controller 也可以用 PCRF 实体替换 ，此处不再赘述。

实施例九

本实施例具体结合 图 13 提供一种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实现方法。图 13 主

要适用于 TISPAN 定义的固网接入 EPC 场景，且接入 网的策略服务器 （即

RACS 实体 ，主要为 固定网络的用户服务 ）与 EPC 的策略服务器 （即 PCRF

实体 ，主要为移动网络的用户服务 ）独立部署。在该场景中，NASS 实体具有

将 U E 接入 网络的功能，可相 当于一种接入控制实体；RCEF 具有执行策略与

计 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因此可看作是一种策略执行 实体；与实施例六相 同，

在本实施例中，虽然同时存在两个策略服务器（即 RACS 实体和 PCRF 实体 ) ,

但是 ，因为 RACS 实体主要用于将本地路 由的指示转发到 PCRF 实体 ，因此

相 当于本发 明中的传递策略服务器，而制定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功能则由

PCRF 实体执行。由图 13 可知，本实施例与实施例六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描述 了在 同时决定需要提供家乡路 由服务的情况下具体的执行方式。

步骤 1001 , 同步骤 501 。

步骤 1002, 受到上述消息的触发 ，NASS 实体根据该 U E 的标识关联对应



所述 U E 的本地路 由策略 、用户的签约数据等路 由决策信息，并根据该路 由决

策信息确定 出需要 同时为该 U E 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家乡路 由服务。

具体确定 出的过程可参照上述步骤 902 的实例。

步骤 1003 , NASS 实体向 RACS 实体发送接入参数传递消息，消息中包

含 同时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家乡路 由服务的指示。

步骤 1004, RACS 实体向 PCRF 实体发起策略控制会话 的建立请求消息

一 。 具体 内容可参照上述步骤 903 。

步骤 1005 , PCRF 实体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用于家乡路 由服务的

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具体 的制定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过程可 同现有技术中家乡路 由的策略

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过程 。

步骤 1006, PCRF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一，发送用于

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到 RACS 实体 。

步骤 1007, RACS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求消息一，发送该用于

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到 RCEF 执行。

步骤 1008, RACS 实体向 PCRF 实体发起策略控制会话 的建立请求消息

二 ，请求消息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此步骤也可采用 隐式的指示方式，例如 ：该策略控制会话 的建立请求消

息二具体为 IP-CAN 会话请求消息，则 RCAS 通过发送 IP-CAN 会话建立请求

消息，代表请求本地路 由服务。

步骤 1009 , 同实施例五 中步骤 605 。

步骤 1010, PCRF 实体通过策略控制会话的建立应答消息二 ，发送本地

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到 RACS 实体 。

步骤 101 1, RACS 实体接收到该应答消息后 ，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

求二 ，将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RCEF 执行。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实施例中步骤 1003-1007 与步骤 1008-101 1 无先后顺序



约束 ，甚至可以同时发生；另外 ，步骤 1007 与步骤 101 1 可以属于 RACS 实

体与 RCEF 间的不同策略控制规则安装请求消息，或者 同一策略控制规则安

装请求消息，此处不做 限定。步骤 1004 与步骤 1008 可以是 同一策略控制会

话 中的不 同子会话 的请求，也可以是独立的两个策略控制会话 。

本发 明实施例结合 同时需要 为用户提供 家 乡路 由和本地路 由的情况下，

提 出了一种 由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的方法，取得 了接入控制 实体为用户提

供本地路 由服务时，无法正确 的进行策略与计 费控制的技术效果。

实施例十

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策略服务器，该策略服务根据 网络的部署场景可具体

为 Policy controller, 或者 RACS 实体 ，或者 PCRF 实体等。如 图 14 所示，包

括：获取单元 10, 制定单元 20, 发送单元 30。

获取单元 10, 用于获取来 自接入控制 实体 的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会话建

立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制定单元 20, 用于在获取单元 10 获

取到的指示下，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 息制定用于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

控制规则；发送单元 30, 用于将制定单元 20 制定的所述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

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到策略执行 实体执行 。

其 中，当所述获取单元 10 获取到的会话建立请求 包含提供 家乡路 由服务

的指示时；相应地 ，所述制定单元 20, 还用于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 息制定用

于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单元 30, 还应用将所述家 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到策略执行 实体执行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策略服务器可根据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制定相应 的策

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并将该制定的规则发送的策略执行 实体执行 ，进而取得

了在本地路 由不经过 PGW 的情况下，实现为用户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

计 费控制规则的技术效果。

实施例十一

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接入控制 实体 ，该接入控制 实体根据 网络部署的场景



不同，可具体为：BRAS , NASS 实体等。如图 15 所示，包括：接收单元 40,

路 由确定单元 50, 发送单元 60 。

接收单元 40, 用于接收来 自 U E 的请求建立连接 的消息，所述请求建立

连接的消息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 ，所述请求建立连接的消息包含用户设

备的标识；路 由确定单元 50, 用于根据所述标识确定为所述 U E 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发送单元 60, 用于发送会话建立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会话

指示。

其中，在本发 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该接入控制实体如图 16 所示，路 由

确定单元 50 包括：第一获取模块 501 , 和/或第二获取单元 502 。

其中，第一获取模块 501 ,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关联对应的用户设

备的路 由决策信息，根据所述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

第二获取单元 502 , 用于向鉴权服务器发送携带所述用户设备标识的鉴权

或者地址分配请求消息，并通过返回的鉴权或者地址分配响应消息确定为所

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所述鉴权或者地址分配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

述鉴权服务器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对应的用户设备的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

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

另外在本实施例中，如图 16 所示，路 由确定单元 50 还用于：同时根据

所述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 U E 提供 家乡路 由服务。相应地 ，

发送单元 60 包括：发送子单元 6001 。发送子单元 6001 , 用于在所述路

由确定单元 50 根据所述标识 同时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家

乡路 由服务时，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中的第一子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

第一子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以及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中的第

二子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第二子请求中包含提供 家乡路 由服务的指

示；或者 ，



发送单元 60, 还用于在所述路由确定单元 50 根据所述标识同时确定为所

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由服务和家乡路由服务时，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二到传

递策略服务器，所述会话建立请求二中包含提供家乡路由服务的指示。

在本实施例中的接入控制实体即可作为 NASS 实体使用，也可作为 BRAS

使用，但特别地，在作为 BRAS 时，还包括：执行单元 30。

执行单元 30, 用于在 BBF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场景时，在发送单

元 60 发送会话建立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后，接收并执行传递策略服务器发

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本实施例提供的接入控制实体通过在发送到传递策略服务器的会话请求

中指示提供本地路由方式的技术手段，可便于传递策略服务器根据该指示获

知用户的业务数据流不经过 PGW, 相应的采取和制定适用于本地路由的策略

与计费控制规则，从而实现为用户提供本地路由下的策略与计费控制的技术

效果。

实施例十二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系统，如图 17 所示，该系统包

括：接入控制实体 70, 传递策略服务器 80, 策略执行实体 90。

其中，接入控制实体 70, 用于向传递策略服务器 80 发送会话建立请求，

所述会话建立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所述接入控制实体 70 包

括 BRAS 或 NASS;

策略执行实体 90, 用于接收传递策略服务器 80 发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

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其中，传递策略服务器 80, 用于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本地路由服

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或，

传递策略服务器，用于向 PCRF 实体发送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接收

所述 PCRF 实体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

制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场景下，接入控制实体 70 与策略执行实体 90 可

通过一个具体的设备或装置实现。例如：在 BBF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 EPC 场

景下，接入控制实体 70 与策略执行实体 90 的功能均有 BRAS 实现。

本实施例提供的系统，在本地路由的方式下，提供了一种无需关联对应

的 IP-CAN 会话，也无需 PGW 参与便可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的获取方案，实

现了在无 PGW 的情况下，仍可为用户提供 QoS 控制以及业务流量计费的本

地路由服务。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

发明可借助软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 ,

但很多情况下前者是更佳的实施方式。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

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可读取的存储介质中，如计算机的软盘，硬盘或光

盘等，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设备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策略与计费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入控制实体向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会话建立请求中

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所述接入控制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

BRAS 或网络附着子系统 NASS;

策略执行实体接收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

规则。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策略执行实体接收传递策

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传递策略服务器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

制规则；或，

传递策略服务器向策略控制和计费规则功能 PCRF 实体发送策略控制会话

建立请求，接收所述 PCRF 实体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的本地路由服务的

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包括：

本地控制策略；或，所述控制规则决策信息除了包括本地控制策略外，还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用户的签约数据；

应用层功能实体的业务资源请求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策略执行实体包括：资源控制执行实体 RCEF 或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

BRAS;

所述传递策略服务器包括；策略控制器或资源准入控制子系统实体 RACS 。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接入控制实体向传递策略

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接入控制实体接收来 自用户设备的请求建立连接的消息，所述请求建立连



接的消息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所述请求建立连接的消息包含用户设备标

识。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接入控制实体接收来 自用

户设备的请求建立连接的消息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接入控制实体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关联对应的用户设备的路由决策信

息，根据所述路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由服务；或，

接入控制实体向鉴权服务器发送携带所述用户设备标识的鉴权或者地址分

配请求消息，请求所述鉴权服务器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对应的用户设备的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由服务。

7、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会话建立请求包括：

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所述策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消息至少包括：IP

连通性接入网络会话消息，S9 会话消息；或，

接入参数传递消息。

8、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方法应用于宽带论坛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演进分组核心网 EPC 场景

时，所述策略执行实体为 BRAS , 所述传递策略服务器为策略控制器，所述方法

还包括：策略控制器通过策略控制会话应答消息将所述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

计费控制规则发送给所述 BRAS 。

当所述方法应用于电信和互联网融合业务及高级网络协议定义的固定网络

接入 EPC 场景时，所述策略执行实体为 RCEF, 所述传递策略服务器为 RACS,

所述方法还包括：RACS 通过策略控制规则安装消息将所述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

与计费控制规则发送到 RCEF 执行。

9、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会话建立请求

的子请求中包含提供家乡路由服务的指示时；或者，获取到来 自所述接入控制

实体的会话建立请求二，所述会话建立请求二中包含提供家乡路由服务的指示

时，该方法还包括：



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将所述家乡路 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发送到策略执行实体执行。

10、一种接入控制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入控制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

入服务器 BRAS 或 网络附着子系统 NASS,

具体的，所述接入控制实体 包括：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用户设备的请求建立连接 的消息，所述请求建立

连接的消息指明请求建立新的 IP 连接 ，所述请求建立连接的消息包含用户设备

的标识；

路 由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标识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

发送单元 ，用于发送会话建立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会话建立请求

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的指示。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接入控制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路 由确定单

元 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关联对应的用户设备的路 由决

策信息，根据所述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或 ，

第二获取单元 ，用于向鉴权服务器发送携带所述用户设备标识的鉴权或者

地址分配请求消息，并通过返回的鉴权或者地址分配响应消息确定为所述用户

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所述鉴权或者地址分配请求消息用于请求所述鉴权服

务器根据所述用户设备标识对应的用户设备的路 由决策信息确定为所述用户设

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接入控制实体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 包括：发送子单元 ，用于在所述路 由确定单元根据所述标识

同时确定为所述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 由服务和家乡路 由服务时，发送会话建立

请求中的第一子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第一子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 由

服务的指示；以及 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中的第二子请求到传递策略服务器，所述

第二子请求中包含提供 家乡路 由服务的指示；或 ，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在所述路由确定单元根据所述标识同时确定为所述

用户设备提供本地路由服务和家乡路由服务时，发送会话建立请求二到传递策

略服务器，所述会话建立请求二中包含提供家乡路由服务的指示。

13、根据权利要求 10 至 12 任意一项所述的接入控制实体，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还 包括：

执行单元，用于在宽带论坛 BBF 定义的固定网络接入演进分组核心网 EPC

场景时，接收并执行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

则。

14、一种策略与计费控制的实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入控制实体，用于向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会话建立请求，所述会话建立

请求中包含提供本地路由服务的指示，所述接入控制实体 包括宽带远程接入服

务器 BRAS 或网络附着子系统 NASS;

策略执行实体，用于接收传递策略服务器发送的本地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

费控制规则。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递策略服务器，用于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本地路由服务的策

略与计费控制规则；或，

所述传递策略服务器，用于向策略控制和计费规则功能 PCRF 实体发送策

略控制会话建立请求，接收所述 PCRF 实体根据控制规则决策信息制定的本地

路由服务的策略与计费控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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